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吉县 2020 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参加面试人员名单

根据《浙江省安吉县 2020 年招聘教师公告（第 3 号）》的既定规

则，经资格复审，以下人员确定为面试对象，现将名单予以公布。面

试时间、地点及要求详见《安吉县 2020 年公开招聘教师面试通知书》，

不再另行通知！如有疑问请与安吉县教育局组织人事科联系，联系电

话：0572-5188805。

附件：安吉县 2020 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参加面试人员名单

安吉县教育局

2020 年 8 月 7 日



附件：

安吉县 2020 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参加面试人员名单

序号
报考岗

位

报考

学科
准考证号 姓名 序号

报考岗

位

报考

学科
准考证号 姓 名

1 岗位一 语文 20200001 陈锦涛 31 岗位二 语文 20200141 王娅虹

2 岗位一 语文 20200005 范文成 32 岗位二 语文 20200157 杨婕

3 岗位一 语文 20200008 黄超 33 岗位二 语文 20200166 余慧玲

4 岗位一 语文 20200010 刘进 34 岗位二 语文 20200169 俞靓

5 岗位一 语文 20200011 邵陈能 35 岗位二 语文 20200176 张诗涵

6 岗位一 语文 20200013 张宝友 36 岗位二 语文 20200178 张芸

7 岗位一 语文 20200014 朱寒晖 37 岗位二 语文 20200185 周佳

8 岗位二 语文 20200015 包静 38 岗位一 数学 20200204 李俊迪

9 岗位二 语文 20200017 蔡兰兰 39 岗位一 数学 20200206 邱浩

10 岗位二 语文 20200019 蔡亚楠 40 岗位一 数学 20200199 胡国洋

11 岗位二 语文 20200020 蔡颖 41 岗位一 数学 20200209 涂杰克

12 岗位二 语文 20200029 陈秋蓉 42 岗位一 数学 20200207 任苍龙

13 岗位二 语文 20200038 丁雨薇 43 岗位一 数学 20200219 张圆烽

14 岗位二 语文 20200039 董倩影 44 岗位二 数学 20200225 陈玲燕

15 岗位二 语文 20200040 樊理洋 45 岗位二 数学 20200251 何春燕

16 岗位二 语文 20200043 傅佳佳 46 岗位二 数学 20200326 王君

17 岗位二 语文 20200065 焦树桂 47 岗位二 数学 20200332 王汀

18 岗位二 语文 20200069 李莉 48 岗位二 数学 20200340 吴珏

19 岗位二 语文 20200085 凌金霞 49 岗位二 数学 20200360 杨洋

20 岗位二 语文 20200101 倪芳菲 50 岗位二 数学 20200363 叶丽娜

21 岗位二 语文 20200106 潘越 51 岗位二 数学 20200380 张云霞

22 岗位二 语文 20200107 彭怡 52 岗位二 数学 20200391 朱一丹

23 岗位二 语文 20200115 沈玮芬 53 岗位二 数学 20200318 汤迪

24 岗位二 语文 20200116 沈芸欢 54 岗位二 数学 20200323 涂越越

25 岗位二 语文 20200121 施胤含 55 岗位二 数学 20200370 余青蔚

26 岗位二 语文 20200126 汪芳圆 56 岗位二 数学 20200279 李荣君

27 岗位二 语文 20200131 王洪杨 57 岗位二 英语 20200427 高琦

28 岗位二 语文 20200132 王慧辉 58 岗位二 英语 20200436 胡静轩

29 岗位二 语文 20200134 王珺 59 岗位二 英语 20200458 刘枫泉

30 岗位二 语文 20200136 王梦娇 60 岗位二 英语 20200470 梅梦



安吉县 2020 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参加面试人员名单

序号
报考岗

位

报考

学科
准考证号 姓 名 序号

报考岗

位
报考学科 准考证号 姓 名

1 岗位二 英语 20200488 孙伟东 31 岗位二 体育 20200730 李琛

2 岗位二 英语 20200489 唐锦美 32 岗位二 体育 20200735 王鑫鑫

3 岗位二 英语 20200502 吴琳燕 33 岗位二 体育 20200740 章恒

4 岗位二 英语 20200546 郑九菲 34 岗位二 康复教育 20200743 陈立佳

5 岗位一 科学 20200569 陈升 35 岗位二 康复教育 20200748 杜文霞

6 岗位一 科学 20200575 金徐康 36 岗位二 康复教育 20200752 高敏讷

7 岗位一 科学 20200579 马伟明 37 岗位二 康复教育 20200775 王歆瑶

8 岗位一 科学 20200580 童路鹏 38 岗位二 康复教育 20200779 吴金育

9 岗位一 科学 20200583 王奕凯 39 岗位二 康复教育 20200786 俞蓓

10 岗位一 科学 20200589 杨振 40 岗位二 财会 20200801 高航英

11 岗位二 科学 20200596 陈勰 41 岗位二 财会 20200829 章盛楠

12 岗位二 科学 20200599 洪芸 42 岗位二 财会 20200810 江曼

13 岗位二 科学 20200601 胡诗楠 43 岗位二 财会 20200805 何雨欢

14 岗位二 科学 20200620 庞丽洁 44 岗位二 财会 20200826 杨文静

15 岗位二 科学 20200635 谢方琳 45 岗位一 财会 20200813 吕红

16 岗位二 科学 20200638 姚鑫 46 岗位一 幼儿园 20200835 陈威

17 岗位二 音乐 20200666 黄梅 47 岗位一 幼儿园 20200837 杨寅生

18 岗位二 音乐 20200671 李倩芳 48 岗位一 幼儿园 20200838 余俊

19 岗位二 音乐 20200674 刘倩 49 岗位一 幼儿园 20200839 俞凯

20 岗位二 音乐 20200693 张欢 50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0841 邹梦达

21 岗位二 音乐 20200695 张林冰 51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0848 曹艺笑

22 岗位二 音乐 20200698 周洲 52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0898 高菁

23 岗位一 体育 20200704 储鑫焕 53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0926 黄婷婷

24 岗位一 体育 20200711 沈文豪 54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0930 黄芸

25 岗位一 体育 20200715 王志平 55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0932 江丽丽

26 岗位一 体育 20200716 吴昌灶 56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0945 康婷婷

27 岗位一 体育 20200721 张朋 57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0963 梁佩俐

28 岗位一 体育 20200722 张旭正 58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0970 林泽妍

29 岗位二 体育 20200703 陈日臻 59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0980 刘鑫丽

30 岗位二 体育 20200727 范蓓蕾 60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0986 楼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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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0997 吕琪 8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1074 夏菁

2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0999 马菁菁 9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1081 徐博娴

3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1002 马园 10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1088 徐婷

4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1026 沈曼州 11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1109 杨岩

5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1037 孙丽琴 12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1124 袁雪峰

6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1063 王宇柔 13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1126 张菲斐

7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1067 温雪婧 14 岗位二 幼儿园 20201141 赵娅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