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度兰西县“县委书记进校园”引才活动拟引进人员名单

序号 主管部门 招聘单位 岗位名称 岗位代码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1 中共兰西县委组织部 专家人才工作中心 科员 1101 2022014622 王晓哲

2 中共兰西县委组织部 专家人才工作中心 科员 1102 2022013913 高强

3 中共兰西县委组织部 县委党校 科员 1103 2022012509 张鑫宇

4 中共兰西县委组织部 县委党校 科员 1103 2022014818 武佳悦

5 中共兰西县委统战部
民族宗教事务服务

中心
科员 1104 2022014911 马丽娜

6 兰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服务中心 科员 1105 2022013414 牛铭浩

7 兰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服务中心 科员 1106 2022013106 李若冰

8 兰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服务中心 科员 1106 2022011503 付媛媛

9 兰西县农业农村局 农业机械服务总站 科员 1107 2022013828 李宇思

10 兰西县农业农村局 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科员 1108 2022012325 王宝富

11 兰西县农业农村局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
科员 1109 2022013914 贾骏涵

12 兰西县农业农村局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
科员 1109 2022011229 边缘

13 兰西县农业农村局
畜牧兽医综合服务

中心
科员 1110 2022010312 李巍

14 兰西县农业农村局
畜牧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
科员 1111 2022011330 胡晔

15 兰西县林业草原局 林业工作总站 科员 1112 2022013712 石卉琳

16
兰西县营商环境建设

监督局
大数据中心 科员 1113 2022010627 郭奕杉

17
兰西县营商环境建设

监督局
大数据中心 科员 1113 2022010406 赵旭

18
兰西县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
文化馆 科员 1114 2022013722 高商

19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卫生健康执法大队 科员 1115 2022012208 冯艺楠

20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卫生健康执法大队 科员 1115 2022014915 王青城

21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卫生健康执法大队 科员 1115 2022011622 杨晶

22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卫生健康执法大队 科员 1115 2022011829 郎媛迪

23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红星乡卫生院 会计 1116 2022011304 刘思源



序号 主管部门 招聘单位 岗位名称 岗位代码 准考证号 考生姓名

24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榆林镇中心卫生院 会计 1116 2022012218 邢健

25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平山镇中心卫生院 会计 1116 2022012830 赵美茜

26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临江镇卫生院 会计 1116 2022012805 翟超

27 兰西县妇女联合会
妇女儿童综合服务

中心
科员 1117 2022010720 董雪

28
兰西县兰亚街道办事

处
党群服务中心 科员 1118 2022011915 李帅

29
兰西县正阳街道办事

处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中心
科员 1119 2022013812 徐兴强

30
兰西县颜河街道办事

处
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科员 1120 2022014804 闫春铭

31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正阳幼儿园
幼儿园教

师
2101 2022025301 刘佳鑫

32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长江幼儿园
幼儿园教

师
2101 2022025101 郭春影

33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远大胜利幼儿园
幼儿园教

师
2101 2022025329 高超

34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星火幼儿园
幼儿园教

师
2101 2022025108 孙慧欣

35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五小学
小学语文

教师
2201 2022026308 曹溪娜

36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天鸿小学
小学语文

教师
2201 2022026818 郑旭玲

37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天鸿小学
小学语文

教师
2201 2022026721 许珊珊

38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教师
2201 2022026311 杨晶莹

39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

教师
2201 2022026318 任清锌

40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五小学
小学英语

教师
2202 2022025602 杜明南

41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天鸿小学
小学英语

教师
2202 2022026014 王欢

42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天鸿小学
小学英语

教师
2202 2022026812 修竺含

43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天鸿小学
小学道德
与法治教

师

2203 2022025930 孙苗

44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天鸿小学
小学音乐

教师
2204 2022026206 苗春阳

45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五小学
小学音乐

教师
2204 2022026126 陈阳

46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天鸿小学
小学音乐

教师
2204 2022026004 倪萍

47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二小学
小学音乐

教师
2204 2022026221 孙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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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一小学
小学音乐

教师
2204 2022025628 苗子微

49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天鸿小学
小学美术

教师
2205 2022026905 刘宇

50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二小学
小学美术

教师
2205 2022025713 夏靖萱

51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五小学
小学美术

教师
2205 2022025815 张园园

52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四小学
小学美术

教师
2205 2022026621 冷凤秋

53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天鸿小学
小学美术

教师
2205 2022026729 姚思佳

54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天鸿小学
小学计算
机教师

2206 2022026813 徐海艳

55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天鸿小学
小学计算
机教师

2206 2022026115 吕志

56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一小学
小学计算
机教师

2206 2022026824 宋建颖

57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天鸿小学
小学体育

教师
2207 2022025721 夏巍龙

58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五小学
小学体育

教师
2207 2022025908 付俊杰

59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四小学
小学体育

教师
2207 2022026527 黄植森

60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二小学
小学体育

教师
2207 2022026401 袁小嵋

61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一小学
小学体育

教师
2207 2022026428 王超

62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四小学
小学心理
健康教师

2208 2022026702 董梅

63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二小学
小学心理
健康教师

2208 2022026402 贾杨洋

64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三中学
初中英语

教师
2301 2022027109 高亚楠

65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二中学
初中物理

教师
2302 2022027322 李爽

66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二中学
初中物理

教师
2302 2022027311 李祎佳

67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三中学
初中物理

教师
2302 2022027202 王聪聪

68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三中学
初中化学

教师
2303 2022027120 陈平

69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五中学
初中化学

教师
2303 2022027110 李彤

70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二中学
初中地理

教师
2304 2022027516 朱玉颖

71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三中学
初中地理

教师
2304 2022027307 徐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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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五中学
初中地理

教师
2304 2022027115 赵佳奇

73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二中学
初中历史

教师
2305 2022027225 吴羽浩

74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三中学
初中历史

教师
2305 2022027121 张慧中

75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二中学
初中生物

教师
2306 2022027016 于海

76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三中学
初中生物

教师
2306 2022027127 郭先成

77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二中学
初中美术

教师
2307 2022027003 丁晓续

78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三中学
初中美术

教师
2307 2022027011 弓晨璐

79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五中学
初中美术

教师
2307 2022027103 赵越

80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二中学
初中体育

教师
2308 2022027208 张春宝

81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三中学
初中体育

教师
2308 2022027316 祝贺

82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五中学
初中体育

教师
2308 2022027012 杨光

83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二中学
初中心理
健康教师

2309 2022027207 郑爽

84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五中学
初中心理
健康教师

2309 2022027215 刘丽娜

85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三中学
初中心理
健康教师

2309 2022027601 寇丽超

86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四中学
高中数学

教师
2401 2022027404 刘丽鉴

87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

教师
2402 2022027429 张雨薇

88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四中学
高中英语

教师
2403 2022027412 李雯雯

89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四中学
高中地理

教师
2405 2022027509 王硕

90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四中学
高中物理

教师
2407 2022027425 邢爽

91 兰西县教育体育局 兰西县第四中学
高中化学

教师
2408 2022027519 高冰雪

92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人民医院 内科医生 3101 2022027723 杨嘉琦

93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人民医院 护士 3105 2022028017 邵蕾

94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人民医院 护士 3105 2022027908 刘加

95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人民医院 影像医生 3106 2022027729 王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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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中医医院 中医医生 3202 2022027725 王永龙

97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中医医院 中医医生 3202 2022027708 张佳楠

98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中医医院 儿科医生 3203 2022027719 曹文博

99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中医医院 康复医生 3205 2022027807 梁珊

100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中医医院 康复医生 3205 2022027822 张金宇

101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妇幼保健院 护士 3303 2022027901 杨洋

102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妇幼保健院 护士 3303 2022027924 何月

103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验技师 3401 2022027810 范春萌

104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验技师 3401 2022027825 寇建洋

105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康复医生 3502 2022027816 董雨欣

106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康复医生 3502 2022027727 司家奇

107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兰西镇卫生院 康复医生 3502 2022027728 赵敏

108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榆林镇中心卫生院 药师 3503 2022027726 杨美荣

109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星火乡卫生院 药师 3503 2022027704 陈宁

110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红星乡卫生院 影像师 3505 2022027805 田歌

111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检验技师 3506 2022027821 孙芳芳

112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检验技师 3506 2022027819 戴金澍

113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检验技师 3506 2022027730 张明明

114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红光镇卫生院 护士 3507 2022028004 王冬玉

115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康荣镇卫生院 护士 3507 2022028011 朱桐桐

116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北安乡卫生院 护士 3507 2022028014 张伊楠

117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奋斗镇卫生院 护士 3507 2022027914 宋紫薇

118 兰西县卫生健康局 临江镇卫生院 护士 3507 2022028005 马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