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岗位编
号

引进单位 岗位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进入面试

2001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王丽叶 130121********3840 递补

2002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李郭潇 370828********5024 递补

2002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郜迎雪 140421********3624 递补

2003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李旭珊 130132********3185 递补

2003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闫豆豆 340621********4912 递补

2004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杨梦寒 610423********094X 递补

2005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中生物教师 顾天宇 320283********057X 递补

2007 江苏省天一中学 高中心理教师 张瀚方 371082********6769 递补

2009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张淼淼 420323********4722 递补

2009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李倩 411521********3928 递补

2010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中英语教师 赵薇 320684********7161 递补

2011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杨培涵 411324********2823 递补

2011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邹彤 142622********0526 递补

2011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赵明泽 230125********1817 递补

2011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朱雯琦 320923********2446 递补

2012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中生物教师 沙昱彤 320281********6524 递补

2012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高中生物教师 余楠 342423********856X 递补

2017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郝聪慧 410728********2025 递补

2017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程萧林 342425********3229 递补

2017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陈雅婧 321281********0345 递补

2018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徐秋红 342622********1202 递补

2018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聂彩虹 321181********8646 递补

2018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严珮锦 362323********4525 递补

2019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教师 杨蔷 320283********4425 递补

2019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教师 黄文昊 320123********0028 递补

2019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教师 陈紫薇 360502********1321 递补

2019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教师 陈铎 131102********0224 递补

2021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张翠 411403********5725 递补

2023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中政治教师 王永杰 412702********1046 递补

2023 无锡市第一中学 高中政治教师 姜甜甜 320826********122X 递补

2026 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骆灵慧 420684********504X 递补

2026 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王梦蝶 341126********7522 递补

2027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政治教师 王钰 320921********2826 递补

2028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语文教师 戴凡宇 321183********0613 递补

2028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语文教师 蒋俏雯 320323********702X 递补

2028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语文教师 秦君仪 320683********7580 递补

2029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数学教师 程露露 321323********1523 递补

2029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数学教师 米艳彪 220721********2424 递补

2030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物理教师 王泽渺 230624********1764 递补

2030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物理教师 盛琪 340823********1525 递补

2030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物理教师 李玉茹 321088********4868 递补

2030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物理教师 王硕 232332********0066 递补

2030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物理教师 李渝超 140427********8035 递补

2031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化学教师 周思雨 411082********4825 递补

2031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化学教师 李沁原 321182********4027 递补

2031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化学教师 李洁 130721********0529 递补

2031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化学教师 曾鑫梓薇 510722********5968 递补

2031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化学教师 申永杰 371122********761X 递补

2031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化学教师 安楠 370881********4843 递补

2032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英语教师 陈璞 420323********0023 递补

2032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英语教师 吴珏淼 340111********7526 递补

2032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英语教师 王复习 341281********2819 递补

2032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英语教师 曹潇戈 411403********0328 递补

2032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英语教师 赵会 130828********062X 递补

2032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英语教师 崔礼宁 140421********5249 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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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3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历史教师 夏洋 340521********0064 递补

2033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历史教师 李琴 513029********2083 递补

2034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地理教师 何新莹 371482********2624 递补

2035 江苏省梅村高级中学空港分校 高中生物教师 朱文龙 320282********1570 递补

2037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魏雅雯 320121********0527 递补

2037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吕雪 321282********0063 递补

2039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英语教师 高俨玲 500233********002X 递补

2039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英语教师 王心悦 321023********5423 递补

2040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李教辉 430521********379X 递补

2040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白卓青 130727********1085 递补

2040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崔丹妮 140423********1628 递补

2044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姚如蔓 320802********1527 递补

2044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陈婷 370405********0023 递补

2045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玄蕾蕾 370703********3725 递补

2045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程双双 411322********0026 递补

2045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柳海东 350301********2115 递补

2045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李铮栋 320483********4412 递补

2045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潘李铮 320483********0959 递补

2047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李然然 371326********202X 递补

2047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冯旭莹 410621********2048 递补

2048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胡凯 340823********4436 递补

2048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李朝 372330********5508 递补

2048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何巧兰 511381********8922 递补

2050 无锡市第六高级中学 高中地理教师 赵明洁 341182********0629 递补

2051 无锡市第六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吴婕妤 140221********7941 递补

2051 无锡市第六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蔡琳琳 230221********0425 递补

2053 无锡市第六高级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徐杰 412728********1545 递补

2054 无锡市第六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李文蓉 370983********6928 递补

2054 无锡市第六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夏曼曼 412702********2320 递补

2055 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 中学数学教师 许瑶瑶 320925********1468 递补

2055 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 中学数学教师 王涵 340604********2021 递补

2057 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 中学地理教师 刘新星 410621********0017 递补

2058 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 中学历史教师 赵煜 142226********6023 递补

2063 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廖毓 530102********3724 递补

2063 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李蕾蕾 430521********8748 递补

2064 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 高中英语教师 金铭 342422********4026 递补

2065 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郭宇宏 141034********0104 递补

2065 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左章成 340823********6150 递补

2067 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 高中历史教师 王佳利 130426********0047 递补

2069 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 高中地理教师 马永玲 371122********6323 递补

2070 无锡市湖滨中学 中学数学教师 邵冬蕊 370828********3642 递补

2070 无锡市湖滨中学 中学数学教师 陈雨晴 411481********1527 递补

2072 无锡市湖滨中学 高中历史教师 田力 130804********1020 递补

2073 无锡市湖滨中学 中学物理教师 韩晓彤 370982********8028 递补

2073 无锡市湖滨中学 中学物理教师 申小咪 411323********6324 递补

2075 无锡市江南新城实验中学 初中数学教师 严心雨 320582********422X 递补

2075 无锡市江南新城实验中学 初中数学教师 袁梦 410522********5526 递补

2075 无锡市江南新城实验中学 初中数学教师 毛欣睿 320602********3027 递补

2076 无锡市江南新城实验中学 初中英语教师 谢玲玉 211221********0620 递补

2076 无锡市江南新城实验中学 初中英语教师 孙梦洁 371327********302X 递补

2076 无锡市江南新城实验中学 初中英语教师 王一笑 320982********0029 递补

2077 无锡市江南新城实验中学 初中物理教师 唐湘侬 411524********1441 递补

2078 无锡市江南新城实验中学 初中化学教师 孟康 370828********4061 递补

2083 无锡市妇联实验托幼中心 幼儿教师 陈燕萍 340521********4420 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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