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滨区2022年特岗教师招聘拟聘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段 学科 准考证号 拟聘单位

1 石娇娇 女 初中 初中化学 69011111221 汉滨区牛蹄镇牛蹄九年制学校

2 汪虎 男 初中 初中数学 69011050747 汉滨区大河中学

3 柯椋 男 初中 初中数学 69011050742 汉滨区五里镇富强九年制学校

4 王宁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69011050739 汉滨区双龙镇双龙初级中学

5 张全金 男 初中 初中数学 69011050741 汉滨区晏坝镇正衡九年制学校

6 王思琪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69011050734 汉滨区紫荆镇紫荆九年制学校

7 陈慧茹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69011050749 汉滨区沈坝镇沈坝九年制学校

8 叶章静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69011050746 汉滨区中原镇中原九年制学校

9 张峰 男 初中 初中体育 69011131275 汉滨区大河中学

10 陈林 男 初中 初中体育 69011131272 汉滨区大竹园镇大竹园九年制
学校

11 胡连福 男 初中 初中物理 69011101175 汉滨区洪山镇洪山九年制学校

12 何松 男 初中 初中物理 69011101174 汉滨区茨沟镇东镇九年制学校

13 潘长倩 女 初中 初中信息技术 69011171410 汉滨区双龙镇双龙初级中学

14 王磊 男 初中 初中信息技术 69011171399 汉滨区大河镇双溪九年制学校

15 王婷 女 初中 初中信息技术 69011171404 汉滨区紫荆镇紫荆九年制学校

16 陈兰 女 初中 初中音乐 69011141373 汉滨区中原镇中原九年制学校

17 李盛雅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69011060846 汉滨区大河中学

18 曾可欣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69011060857 汉滨区晏坝镇正衡九年制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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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刘付佳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69011040561 汉滨区大竹园镇大竹园九年制
学校

20 陈娟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69011040588 汉滨区大河镇双溪九年制学校

21 吴春玲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69011040556 汉滨区茨沟镇东镇九年制学校

22 夏蜜蜜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69011040548 汉滨区中原镇中原九年制学校

23 戚明荣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69012173329 汉滨区大河镇大河小学

24 马金芬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69012173331 汉滨区茨沟镇东镇九年制学校
二郎教学点

25 陈欣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69012173327 汉滨区紫荆镇紫荆九年制学校
一军教学点

26 郑鸿波 女 小学 小学科学 69012173326 汉滨区中原镇中原小学

27 胡洁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69012152991 汉滨区大河镇兴红小学

28 张倩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69012153013 汉滨区紫荆镇紫荆九年制学校
一军教学点

29 刘梓萱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69012153059 汉滨区牛蹄镇牛蹄九年制学校
林本教学点

30 王伢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69012153009 汉滨区中原镇马坪小学

31 何会琼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69012132806 汉滨区双龙镇双龙小学

32 王丹丹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69012132833 汉滨区双龙镇五四小学

33 吴晓芳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69012132775 汉滨区大河镇蒿溪小学

34 陈欣荷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69012132756 汉滨区流水镇流水小学良田教
学点

35 刘亚娟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69012132789 汉滨区茨沟镇东镇九年制学校
二郎教学点

36 肖蔓蔓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69012132805 汉滨区中原镇中原小学双湾教
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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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林荣巧 女 小学
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
69012132742 汉滨区紫荆镇规划小学

38 靳伟伟 女 小学
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
69012132748 汉滨区沈坝镇元丰小学

39 陈皓楠 男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9012173313 汉滨区大竹园镇大竹园九年制
学校

40 江加翠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9012173320 汉滨区大河镇大河小学

41 何学妮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9012173306 汉滨区大河镇兴红小学

42 陈婷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69012173308 汉滨区叶坪镇叶坪小学

43 刘崇欢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69012142922 汉滨区五里镇五里小学

44 李珏霖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69012142933 汉滨区双龙镇三星小学

45 代濛濛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69012142923 汉滨区坝河镇勇敢小学

46 孙爱媛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69012142948 汉滨区流水镇流水小学新堰教
学点

47 王小菜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69012142925 汉滨区紫荆镇规划小学

48 王微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69012041430 汉滨区大河镇蒿溪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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