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榆阳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教师医疗卫生人员体检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备注

1  余舒春  女 612701********3424 榆林市第八小学 小学语文

2 强雨 女 612724********0086 榆林市第八小学 小学语文

3 张娜 女 612726********2122 榆林市第八小学 小学语文

4 康颖 女 612701********1420 榆林市第八小学 小学数学

5 方惠 女 612701********4420 榆林市第八小学 小学数学

6 李进 女 612729********1825 榆林市第八小学 小学数学

7 刘姣 女 612723********0064 榆林市第八小学 小学数学

8 常慧 女 612728********1827 榆林市第八小学 小学英语

9 苗丰丰 女 612732********2520 榆林市第七小学 小学语文

10 李齐玥 女 612701********002X 榆林市第七小学 小学语文

11 曹瑞 女 612701********0048 榆林市第七小学 小学语文

12 贺子佳 女 612729********3380 榆林市第七小学 小学语文

13 曹琳英 女 612724********0120 榆林市第七小学 小学语文

14 申蓉 女 612701********1824 榆林市第七小学 小学语文

15 叶梦圆 女 612701********0649 榆林市第七小学 小学数学

16 董娟 女 612701********1427 榆林市第七小学 小学数学

17 纪瑞瑞 女 612701********532X 榆林市第七小学 小学数学

18 曹馨瑜 女 612701********3022 榆林市第七小学 小学数学

19 方晨学 男 612701********1217 榆林市第七小学 小学数学

20 万雕艳 女 612724********1642 榆林市第七小学 小学数学

21 田小玉 女 612701********0623 榆林市第十二小学 小学语文

22 张丹 女 612729********0025 榆林市第十二小学 小学语文

23 高亮亮 男 612701********1417 榆林市第十二小学 小学数学

24 闫琴 女 612701********1485 榆林市第十二小学 小学数学

25 姚宇婷 女 612729********0049 榆林市第十二小学 小学英语

26 刘蓉 女 612723********3646 榆林市第十九小学 小学语文

27 侯健 男 612727********0019 榆林市第十九小学 小学语文

28 王宏 女 612724********0069 榆林市第十九小学 小学语文

29 王瑞 女 612723********8428 榆林市第十九小学 小学语文

30 陈瑞娟 女 612701********4622 榆林市第十九小学 小学数学

31 李佳 女 612701********1440 榆林市第十九小学 小学英语



32 白雲 女 612725********042X 榆林市第十六小学 小学语文

33 方力涛 女 612701********5527 榆林市第十六小学 小学语文

34 李征 女 612729********0027 榆林市第十六小学 小学语文

35 任佼龙 男 612729********123X 榆林市第十六小学 小学语文

36 张瑞雪 女 612729********0023 榆林市第十六小学 小学数学

37 张梦园 女 612701********1820 榆林市第十六小学 小学数学

38 闫梦 女 612729********3922 榆林市第十六小学 小学数学

39 张利 女 612701********3225 榆林市第十六小学 小学数学

40 邱莎莎 女 612731********3428 榆林市第十六小学 小学英语

41 薛姣 女 612732********4821 榆林市第十三小学 小学语文

42 李艳艳 女 612729********2425 榆林市第十三小学 小学语文

43 郭楠 女 612701********0025 榆林市第十三小学 小学语文

44 康李博 男 612727********0015 榆林市第十三小学 小学数学

45 刘婷 女 612701********3026 榆林市第十三小学 小学数学

46 刘娇娇 女 612701********262X 榆林市第十三小学 小学数学

47 王亚娅 女 612701********0068 榆林市第十三小学 小学英语

48 郭贤贤 女 612724********0125 榆林市第十三小学 小学英语

49 张婷 女 612701********0042 榆林市第十四小学 小学语文

50 石美 女 612729********1525 榆林市第十四小学 小学语文

51 李欠欠 女 612729********3025 榆林市第十四小学 小学数学

52 何林凯 男 612701********6611 榆林市第十四小学 小学数学

53 任静 女 612728********1240 榆林市第十四小学 小学英语

54 高阿利 女 612701********4820 榆林市第十小学 小学语文

55 席雨晨 女 612701********0621 榆林市第十小学 小学语文

56 张鹏园 男 612701********3233 榆林市第十小学 小学语文

57 曹蓉 女 612701********4420 榆林市第十小学 小学语文

58 王慧敏 女 612701********4247 榆林市第十小学 小学语文

59 张文浩 男 612701********3418 榆林市第十小学 小学数学

60 张朝朝 女 612729********5744 榆林市第十小学 小学数学

61 艾朵朵 女 612728********0267 榆林市第十小学 小学数学

62 井宇宁 女 612728********3027 榆林市第十小学 小学数学

63 马超伟 男 612729********4214 榆林市第十小学 小学数学

64 刘甜甜 女 612729********1826 榆林市第十小学 小学英语



65 符莉榕 女 612701********062X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语文 放弃

66 叶召召 女 612701********2023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语文

67 刘娇娇 女 612731********1228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语文

68 任超 男 612729********0012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语文

69 庄柯儒 女 612723********2824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语文

70 马振华 男 612724********1717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语文

71 吴丹杨 女 612701********1244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语文

72 吕婷婷 女 612701********0042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语文

73 高娥 女 612732********392X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语文 递补

74 常晋铭 男 612724********0078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数学

75 罗丹丹 女 612725********5028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数学

76 苏煜婷 女 612723********0429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数学

77 魏鹏 男 612722********2117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数学

78 孙宁 男 612701********6218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数学

79 李琪 男 612729********0030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数学

80 豆玉杰 女 612728********3020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数学

81 柳雪婷 女 612724********1025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数学

82 周慧雯 女 612701********5327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英语

83 王渊 女 612701********0062 榆林市第四小学 小学语文

84 张珊珊 女 612724********0022 榆林市第四小学 小学语文

85 陈柯蓉 女 612724********0066 榆林市第四小学 小学语文

86 霍莹 女 612730********0022 榆林市第四小学 小学数学

87 柳瑶 女 612701********0643 榆林市第四小学 小学数学

88 王小萌 女 612701********1528 榆林市第四小学 小学数学

89 刘蓉蓉 女 612701********2624 榆林市第四小学 小学数学

90 刘佑泽 女 612724********0061 榆林市第四小学 小学数学

91 杨凯璇 女 612701********1509 榆林市第四小学 小学英语

92 刘峰 男 612724********2015 榆林市榆阳区中医医院 临床医师（临床医学）

93 王佳佳 女 612729********5149 榆林市榆阳区中医医院 临床医师（临床医学）

94 王瑾 女 612729********6321 榆林市榆阳区中医医院 临床医师（临床医学）

95 贺杰 男 612722********0270 榆林市榆阳区中医医院 临床医师（临床医学）

96 牛帅 男 612722********1617 榆林市榆阳区中医医院 临床医师（中药学）

97 刘潇然 男 612701********2430 榆林市榆阳区中医医院 诊断医师（医学影像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