
报考单位名称 岗位代码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总项 分项

定陶区马集镇中心学校3人，冉堌镇中心学校2人，南王店镇中
心学校、张湾镇中心学校各1人

16019 1933354427 程传茹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定陶区马集镇中心学校3人，冉堌镇中心学校2人，南王店镇中
心学校、张湾镇中心学校各1人

16019 1933432929 刘媛媛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定陶区马集镇中心学校3人，冉堌镇中心学校2人，南王店镇中
心学校、张湾镇中心学校各1人

16019 1933433003 李萌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定陶区马集镇中心学校3人，冉堌镇中心学校2人，南王店镇中
心学校、张湾镇中心学校各1人

16019 1933434113 谢亚敏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定陶区马集镇中心学校3人，冉堌镇中心学校2人，南王店镇中
心学校、张湾镇中心学校各1人

16019 1933430227 林晴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定陶区半堤镇中心学校、杜堂镇中心学校、黄店镇中心学校各2 16020 1933437814 韩影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定陶区半堤镇中心学校、杜堂镇中心学校、黄店镇中心学校各2 16020 1933142513 刘慧芬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定陶区半堤镇中心学校、杜堂镇中心学校、黄店镇中心学校各2 16020 1933040725 李萍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定陶区半堤镇中心学校、杜堂镇中心学校、黄店镇中心学校各2 16020 1933271515 李天姿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定陶区半堤镇中心学校、杜堂镇中心学校、黄店镇中心学校各2 16020 1933273926 朱正琳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定陶区孟海镇中学 16021 1933433519 杜淑媛 女 支教 初中物理岗
定陶区冉堌镇中心学校、黄店镇中心学校各1人 16022 1933434828 李路路 女 支教 小学英语岗
定陶区冉堌镇中心学校、黄店镇中心学校各1人 16022 1933436021 韩丽莎 女 支教 小学英语岗
定陶区冉堌镇中学1人，孟海镇中学2人 16023 1933435220 张新莹 女 支教 初中英语岗
定陶区冉堌镇中学1人，孟海镇中学2人 16023 1933430210 葛冠一 女 支教 初中英语岗
定陶区冉堌镇中学1人，孟海镇中学2人 16023 1933242820 邵胜男 女 支教 初中英语岗
定陶区冉堌镇中学 16024 1933438112 李霄 女 支教 初中地理岗
定陶区黄店镇卫生院、仿山镇卫生院、仿山镇卫生院（游集分
院）各1人

16026 1933435114 李茜 女 支医 支医

定陶区马集镇卫生院（力本屯分院）、半堤镇卫生院、杜堂镇
卫生院各1人

16028 1933431512 李爽 女 支医 支医

定陶区马集镇卫生院（力本屯分院）、半堤镇卫生院、杜堂镇
卫生院各1人

16028 1933430905 谷新雨 女 支医 支医

定陶区冉堌镇中心卫生院、马集镇卫生院、张湾镇中心卫生院
、冉堌镇中心卫生院（田集分院）各1人

16029 1933432022 袁颢瑜 女 支医 支医

定陶区孟海镇中心卫生院、黄店镇卫生院（姑庵分院）、南王
店镇中心卫生院、冉堌镇中心卫生院（田集分院）、冉堌镇中
心卫生院（王双楼分院）各1人

16030 1933433029 刘晴 女 支医 支医

定陶区孟海镇中心卫生院、黄店镇卫生院（姑庵分院）、南王
店镇中心卫生院、冉堌镇中心卫生院（田集分院）、冉堌镇中
心卫生院（王双楼分院）各1人

16030 1933436511 魏艳茹 女 支医 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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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陶区孟海镇中心卫生院、黄店镇卫生院（姑庵分院）、南王
店镇中心卫生院、冉堌镇中心卫生院（田集分院）、冉堌镇中
心卫生院（王双楼分院）各1人

16030 1933433419 孔璐 女 支医 支医

定陶区孟海镇中心卫生院、黄店镇卫生院（姑庵分院）、南王
店镇中心卫生院、冉堌镇中心卫生院（田集分院）、冉堌镇中
心卫生院（王双楼分院）各1人

16030 1933430404 李红丹 女 支医 支医

定陶区孟海镇中心卫生院、黄店镇卫生院（姑庵分院）、南王
店镇中心卫生院、冉堌镇中心卫生院（田集分院）、冉堌镇中
心卫生院（王双楼分院）各1人

16030 1933432209 朱青 女 支医 支医

成武县天宫庙镇、孙寺镇、汶上集镇各1人 16031 1933438427 田明昕 女 支农 支农
成武县九女集镇 16032 1933437402 高一帆 女 支农 支农
成武县白浮图镇 16033 1933437420 侯亚菲 女 支农 支农
成武县苟村集镇 16034 1933043305 李欣玮 女 扶贫 扶贫
成武县大田集镇 16036 1933437313 王淑华 女 支农 支农
成武县南鲁集镇 16038 1933434921 王茜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莱河镇人民政府 16040 1933438226 李珂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郭村镇人民政府 16041 1933436720 王金菊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曹庄乡人民政府 16043 1933430113 王元元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浮岗镇人民政府 16044 1933331910 李田利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高韦庄镇人民政府 16045 1933340217 李梦迪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高韦庄镇人民政府 16045 1933140205 梁爽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黄岗镇人民政府 16046 1933074730 田甜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朱集镇人民政府 16048 1933434420 高迪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杨楼镇人民政府 16049 1933430609 杨倩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龙王庙镇人民政府 16050 1933433204 李寒雪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谢集镇人民政府 16051 1933364522 李媛媛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李田楼镇人民政府 16052 1933430805 杨倩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终兴镇人民政府 16053 1933437926 孙稳稳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张集镇人民政府 16054 1933432402 许迪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张集镇人民政府 16054 1933244004 侯晓伟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时楼镇人民政府 16055 1933438502 杨绪絮 女 支农 支农
单县徐寨镇人民政府 16056 1933432616 牛雨婷 女 支农 支农

巨野县田桥镇、太平镇各2人 16058 1933432716 许亚荣 女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

巨野县章缝镇、营里镇各2人 16059 1933435230 马晓聪 女 支农 支农
巨野县章缝镇、营里镇各2人 16059 1933431728 田琳琳 女 支农 支农
巨野县章缝镇、营里镇各2人 16059 1933436423 姚婧 女 支农 支农

巨野县陶庙镇、核桃园镇各2人 16060 1933423429 姚淑雨 女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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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野县陶庙镇、核桃园镇各2人 16060 1933434601 李霄婉 女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

巨野县陶庙镇、核桃园镇各2人 16060 1933436908 黄东客 女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

巨野县田庄镇中心小学、龙固镇张楼小学、万丰镇刘集小学、
大义镇德化小学、大谢集镇梁屯小学、麒麟镇六营小学各1人

16061 1933433415 尹彦娜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巨野县田庄镇中心小学、龙固镇张楼小学、万丰镇刘集小学、
大义镇德化小学、大谢集镇梁屯小学、麒麟镇六营小学各1人

16061 1933438002 王子琪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巨野县田庄镇中心小学、龙固镇张楼小学、万丰镇刘集小学、
大义镇德化小学、大谢集镇梁屯小学、麒麟镇六营小学各1人

16061 1933244213 赵悦如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巨野县田庄镇中心小学、龙固镇张楼小学、万丰镇刘集小学、
大义镇德化小学、大谢集镇梁屯小学、麒麟镇六营小学各1人

16061 1933437811 李芮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巨野县田庄镇中心小学、龙固镇张楼小学、万丰镇刘集小学、
大义镇德化小学、大谢集镇梁屯小学、麒麟镇六营小学各1人

16061 1933435306 张爽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巨野县田庄镇中心小学、龙固镇张楼小学、万丰镇刘集小学、
大义镇德化小学、大谢集镇梁屯小学、麒麟镇六营小学各1人

16061 1933430712 陆丹丹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巨野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大义镇东风小学、董官屯黄庄小学、
独山镇双庙小学、柳林镇东葛集小学各1人

16062 1933434617 石淑阳 女 支教 小学语文岗

巨野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大义镇东风小学、董官屯黄庄小学、
独山镇双庙小学、柳林镇东葛集小学各1人

16062 1933430222 魏悦 女 支教 小学语文岗

巨野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大义镇东风小学、董官屯黄庄小学、
独山镇双庙小学、柳林镇东葛集小学各1人

16062 1933430915 张玉欣 女 支教 小学语文岗

巨野县柳林镇东葛集小学、万丰镇刘集小学、大谢集镇梁屯小
学各1人

16063 1933438510 李宏达 女 支教 小学语文岗

巨野县柳林镇东葛集小学、万丰镇刘集小学、大谢集镇梁屯小
学各1人

16063 1933437306 刘莹莹 女 支教 小学语文岗

巨野县柳林镇东葛集小学、万丰镇刘集小学、大谢集镇梁屯小
学各1人

16063 1933431712 郭妍 女 支教 小学语文岗

巨野县龙固镇张楼小学、董官屯镇黄庄小学、独山镇双庙小学
、麒麟镇六营小学各1人

16064 1933140614 范真真 女 支教 小学英语岗

巨野县龙固镇张楼小学、董官屯镇黄庄小学、独山镇双庙小学
、麒麟镇六营小学各1人

16064 1933434110 杨芳蕾 女 支教 小学英语岗

巨野县龙固镇张楼小学、董官屯镇黄庄小学、独山镇双庙小学
、麒麟镇六营小学各1人

16064 1933430308 田舒婉 女 支教 小学英语岗

巨野县龙固镇张楼小学、董官屯镇黄庄小学、独山镇双庙小学
、麒麟镇六营小学各1人

16064 1933430925 张迪 女 支教 小学英语岗

郓城县双桥、武安、黄安镇、唐庙镇政府各2人 16065 1933435326 魏静 女 扶贫 扶贫
郓城县双桥、武安、黄安镇、唐庙镇政府各2人 16065 1933240812 欧秀林 女 扶贫 扶贫
郓城县丁里长镇、随官屯镇、南赵楼镇政府各2人 16066 1933202030 徐丹霞 女 扶贫 扶贫
郓城县丁里长镇、随官屯镇、南赵楼镇政府各2人 16066 1933435209 侯笑笑 女 扶贫 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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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城县丁里长镇、随官屯镇、南赵楼镇政府各2人 16066 1933272121 刘丹丹 女 扶贫 扶贫
郓城县丁里长镇、随官屯镇、南赵楼镇政府各2人 16066 1933043503 赵春晓 女 扶贫 扶贫
郓城县丁里长镇、随官屯镇、南赵楼镇政府各2人 16066 1933431716 樊英楠 女 扶贫 扶贫
郓城县郭屯镇、张营镇、黄泥冈镇政府各2人 16067 1933437425 唐思远 女 扶贫 扶贫
郓城县郭屯镇、张营镇、黄泥冈镇政府各2人 16067 1933431921 孔颖 女 扶贫 扶贫
郓城县郭屯镇、张营镇、黄泥冈镇政府各2人 16067 1933433106 李博书 女 扶贫 扶贫

郓城县潘渡镇、杨庄集镇政府各2人 16068 1933044302 赵丹阳 女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

郓城县潘渡镇、杨庄集镇政府各2人 16068 1933433613 宋庆媛 女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

郓城县程屯镇、侯咽集镇政府各3人 16069 1933437209 侯青杉 女 扶贫 扶贫
郓城县程屯镇、侯咽集镇政府各3人 16069 1933164121 孟则秀 女 扶贫 扶贫

郓城县玉皇庙镇、张鲁集镇政府各3人 16070 1933437714 刁爽 女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

郓城县玉皇庙镇、张鲁集镇政府各3人 16070 1933435928 刘佳乐 女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

郓城县玉皇庙镇、张鲁集镇政府各3人 16070 1933430921 李腾 女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

郓城县黄集镇、李集镇政府各3人 16071 1933441306 李蕊 女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

郓城县黄集镇、李集镇政府各3人 16071 1933440806 李慧云 女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

郓城县陈坡乡、水堡乡政府各2人 16072 1933440817 董明娜 女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服务平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

鄄城县旧城中心卫生院、富春乡卫生院各1人 16073 1933440923 吕欢欢 女 支医 支医
鄄城县董口镇卫生院 16076 1933440926 张京 女 支医 支医
鄄城县临濮镇中心校、阎什镇中心校、什集镇中心校、引马镇
中心校、红船镇中心校、李进士堂镇中心校各1人

16077 1933441008 周庆叶 女 支教 小学语文岗

鄄城县临濮镇中心校、阎什镇中心校、什集镇中心校、引马镇
中心校、红船镇中心校、李进士堂镇中心校各1人

16077 1933240411 殷明 女 支教 小学语文岗

鄄城县临濮镇中心校、阎什镇中心校、什集镇中心校、引马镇
中心校、红船镇中心校、李进士堂镇中心校各1人

16077 1933441921 赵洁 女 支教 小学语文岗

鄄城县临濮镇中心校、阎什镇中心校、什集镇中心校、引马镇
中心校、红船镇中心校、李进士堂镇中心校各1人

16077 1933441102 张彤 女 支教 小学语文岗

鄄城县旧城镇中心校、临濮镇中心校、彭楼镇中心校、大埝镇
中心校、李进士堂镇中心校各1人

16078 1933440317 杜玉倩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鄄城县旧城镇中心校、临濮镇中心校、彭楼镇中心校、大埝镇
中心校、李进士堂镇中心校各1人

16078 1933441829 张帆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鄄城县旧城镇中心校、临濮镇中心校、彭楼镇中心校、大埝镇
中心校、李进士堂镇中心校各1人

16078 1933440514 李姗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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鄄城县旧城镇中心校、临濮镇中心校、彭楼镇中心校、大埝镇
中心校、李进士堂镇中心校各1人

16078 1933440430 周云霞 女 支教 小学数学岗

鄄城县左营乡中心校、李进士堂镇中心校各1人 16079 1933441626 刘培煜 女 支教 小学体育岗
鄄城县左营乡中心校、李进士堂镇中心校各1人 16079 1933441028 王晓菡 女 支教 小学体育岗
鄄城县左营乡中心校 16080 1933440405 刘前前 女 支教 小学信息技术岗
鄄城县董口镇董口中学、大埝镇中学、什集镇中学、阎什镇中
学、箕山镇宋楼学校初中部、旧城镇葛庄学校初中部各1人

16082 1933301415 张童欣 女 支教 初中语文岗

鄄城县董口镇董口中学、大埝镇中学、什集镇中学、阎什镇中
学、箕山镇宋楼学校初中部、旧城镇葛庄学校初中部各1人

16082 1933441014 李凤 女 支教 初中语文岗

鄄城县董口镇董口中学、大埝镇中学、什集镇中学、阎什镇中
学、箕山镇宋楼学校初中部、旧城镇葛庄学校初中部各1人

16082 1933441730 陈雪君 女 支教 初中语文岗

鄄城县董口镇董口中学、大埝镇中学、什集镇中学、阎什镇中
学、箕山镇宋楼学校初中部、旧城镇葛庄学校初中部各1人

16082 1933440215 傅欣欣 女 支教 初中语文岗

鄄城县董口镇董口中学、大埝镇中学、什集镇中学、阎什镇中
学、箕山镇宋楼学校初中部、旧城镇葛庄学校初中部各1人

16082 1933441123 王原园 女 支教 初中语文岗

鄄城县郑营镇郑营中学、左营乡中学、红船镇中学、郑营镇鲁
王仓学校初中部各1人

16083 1933441105 盛莉坪 女 支教 初中英语岗

鄄城县董口镇双庙中学、富春乡富春中学各1人 16084 1933440909 刘省 女 支教 初中数学岗
鄄城县董口镇双庙中学、富春乡富春中学各1人 16084 1933440911 仪洪莹 女 支教 初中数学岗
鄄城县凤凰镇凤凰学校初中部 16086 1933241022 方艺桦 女 支教 初中政治岗
东明县菜园集镇中心卫生院、三春集镇中心卫生院、武胜桥镇
卫生院、小井镇卫生院、马头镇中心卫生院各1人

16087 1933441224 徐硕 女 支医 支医

东明县菜园集镇中心卫生院、三春集镇中心卫生院、武胜桥镇
卫生院、小井镇卫生院、马头镇中心卫生院各1人

16087 1933333318 王丰 女 支医 支医

东明县菜园集镇中心卫生院、三春集镇中心卫生院、武胜桥镇
卫生院、小井镇卫生院、马头镇中心卫生院各1人

16087 1933440417 吕梦茹 女 支医 支医

东明县大屯镇初级中学、小井镇第一中学、刘楼镇初级中学、
焦园乡实验学校初中部各1人

16088 1933440507 程文文 女 支教 初中数学岗

东明县大屯镇初级中学、小井镇第一中学、刘楼镇初级中学、
焦园乡实验学校初中部各1人

16088 1933441519 郭超楠 女 支教 初中数学岗

东明县大屯镇初级中学、东明集镇第一初级中学、马头镇初级
中学、三春集镇初级中学各1人

16089 1933440520 牛晓雯 女 支教 初中语文岗

东明县大屯镇初级中学、东明集镇第一初级中学、马头镇初级
中学、三春集镇初级中学各1人

16089 1933440609 何宁 女 支教 初中语文岗

东明县大屯镇初级中学、东明集镇第一初级中学、马头镇初级
中学、三春集镇初级中学各1人

16089 1933244521 刘英坤 女 支教 初中语文岗

东明县焦园乡初级中学、大屯镇初级中学、陆圈镇第二初级中
学、三春集镇初级中学各1人

16090 1933441622 聂恒 女 支教 初中英语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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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县焦园乡初级中学、大屯镇初级中学、陆圈镇第二初级中
学、三春集镇初级中学各1人

16090 1933440924 魏蕊 女 支教 初中英语岗

东明县三春集镇初级中学、焦园乡初级中学、刘楼镇初级中学
、马头镇初级中学各1人

16091 1933301108 王玲芝 女 支教 初中地理岗

东明县三春集镇初级中学、焦园乡初级中学、刘楼镇初级中学
、马头镇初级中学各1人

16091 1933241623 贾永梅 女 支教 初中地理岗

东明县陆圈镇第二初级中学、东明集镇第一初级中学、小井镇
第一中学、焦园乡实验学校初中部各1人

16092 1933441527 李施琦 女 支教 初中物理岗

东明县陆圈镇第二初级中学、东明集镇第一初级中学、小井镇
第一中学、焦园乡实验学校初中部各1人

16092 1933441907 包艳丽 女 支教 初中物理岗

东明县陆圈镇第二初级中学、东明集镇第一初级中学、小井镇
第一中学、焦园乡实验学校初中部各1人

16092 1933301007 任晓洁 女 支教 初中物理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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