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大同大学2022年公开招聘进入面试人员名单

招聘岗位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1 高凯芳 22000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1 李文慧 22000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1 刘晓婷 22000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1 索楠 22001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2 王艳芳 22002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2 李敏 22001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2 蔺志敏 22001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3 王艳坤 22004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3 金媛 22003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3 马威威 22003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3 崔晓宁 22002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3 宋安耀 22003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3 孙帅斌 22004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3 周阳 22004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3 范文瑾 22002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3 李航 22003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3 朱雨 22004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4 吴枢璇 22006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4 刘桂萍 22005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4 罗志芳 22006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5 贾涛 22006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5 段霄旭 22006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5 张凯 22007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6 任倩 22005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6 李如玉 22005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6 高嘉珩 22004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7 徐小明 22057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7 周慧敏 22058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7 柴丽 22053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7 李泽陆 22055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7 李梦瑶 22054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7 姜小玲 22054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7 孙璐 22056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7 康艺 22054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7 朱虹 22058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8 王文萍 22009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8 兰冰 22008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8 袁梓涵 22009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9 白雪 22009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9 罗匀希 22010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09 郭佳 2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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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0 梁晨 22010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0 乐雅娜 22010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0 任国瑞 22011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0 王卓 22011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0 赵梧桐 22011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0 薛一静 22011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1 谢阳 22013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1 王超宇 22012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1 白伟 22011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1 董婧玉 22012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1 李俊呈 22012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1 王真子 22013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2 贠晶 22015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2 杨晓丹 22015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2 吴安琪 22015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2 齐志鹏 22014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2 姚琦 22015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2 付媛媛 22013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3 李娅 22016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3 樊敬坤 22016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3 孙政 22017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4 高燕鑫 22017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4 王静 22019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4 赵胜钰 22020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4 边丽娜 22017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4 李晓月 22018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4 谢文丹 22020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5 戴安婧 22025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5 孙亚苏 22025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5 郝敏 22025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5 赵海燕 22026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5 张楠 22026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5 席丛丛 22026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6 田维芳 22033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6 高志杰 22032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6 王红珍 22034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6 刘姣 22033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6 徐鸣 22034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6 张欣慰 22034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6 樊慧娟 22032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6 华卉 22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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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6 田朵朵 22033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6 李靖 22033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6 马增妮 22033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6 韩凤翔 22033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6 王楠 22034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6 李希明 22033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6 王莹 22034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8 秦美君 22007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8 朱艳茹 22007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8 陈晨 22007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8 王泽玲 22007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9 曹馨月 22035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9 王娇 22036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9 闫高慧 22036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9 谢冰新 22036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9 杨菲非 22036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9 李俊玲 22035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9 任蕾 22036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9 曹燕茹 22035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19 李钊 22036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1 陈卓杨 22041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1 邹杨 22042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1 齐锦莉 22041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3 罗晓晨 22021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3 谢丽强 22022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3 何敏 22021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3 何韦皓 22021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3 徐宁 22022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3 郭静静 22021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3 苗帅 22021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5 黄阿慧 22044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5 陶心雅 22044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5 张一博 22044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5 崔璐璐 22044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6 林蒙蒙 22029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6 刘雅琪 22030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6 田丽华 22030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7 李琛 22031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7 孙衎 22031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7 贾晓飞 22031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7 苑文鑫 2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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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8 肖园 22047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8 翟酉湘 22047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8 王泽红 22047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8 刘征宇 22047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8 刘冠军 22047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8 王坤 22047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8 王俊杰 22047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8 张曹麒 22048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9 张恒 22043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9 王彦朋 22043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9 于沛禾 22043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9 段建华 22042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9 支昊 22043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9 曹一凡 22042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29 赵鹏 22043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0 高梓茜 22100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0 张毅 22101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0 张文凯 22100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0 田飞飞 22100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0 杨佳敏 22100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0 张宁 22100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1 郭文菲 22050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1 张玉霞 22052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1 和雅杰 22050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2 李叶 22027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2 武晓蕊 22028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2 陈琦 22026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2 杨承瑞 22028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2 胡晓彦 22027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2 康秀东 22027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2 王晶晶 22028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3 芦圣凯 22062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3 刘峻荣 22061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3 贾玮 22059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3 李柘柘 22060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3 张晓波 22064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3 段智慧 22059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3 管权 22059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3 席刚 22063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3 赵雅民 22064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3 吕俊毅 22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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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3 程浩华 22059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3 李茂盛 22060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3 李震宇 22061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4 张博华 22092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4 张晨阳 22065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4 孙丽丽 22083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4 麻凯莉 22079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4 郭皓雪 22070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4 张靖 22092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4 李淼 22074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4 史佳萌 22082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4 史晓艺 22082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4 单晓菲 22067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4 武汉青 22087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4 解彩玲 22072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4 马莉 22079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4 杨小琪 22090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4 段诗瑶 22068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4 刘晓倩 22078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5 焦国荣 22023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5 武斌伟 22024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5 孙佩佩 22023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6 徐少男 22049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6 姚猛 22049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6 郭慧聪 22048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6 李敏 22048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6 王溪 22049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6 高志 22048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6 刘新 22048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6 雷宏 22048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6 程果 22048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6 韩欣欣 22048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7 贺锟 22044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7 常昊 22044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7 侯捷 22044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8 徐丽江 22101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8 李文昕 22101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8 张贝贝 22101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9 张孟圆 22039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9 曹慧娟 22037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9 刘焕焕 22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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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大学专技39 魏明倩 22038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0 杜钰婕 221031 放弃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0 武艳瑶 22103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0 孙楠 22103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1 李佳曦 22034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1 陈顺妍 22034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1 王鑫 22035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1 刘丽洁 22035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1 陈佳文 22034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1 贾睿 22034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2 苏纳 22102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2 王岩 22102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2 康佳佳 22101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4 鲍杰 22045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4 王惠 22046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4 马璇 22046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5 张丽芙 22100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5 牛霞 22098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45 李秋艳 22097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51 郭静泽 22064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0 张文龙 22107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0 张小琦 22107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0 刘小平 22106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0 范培超 22105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0 冯海龙 22105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0 李磊 22106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0 孔昭臣 22106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0 张玥 22107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0 元再卿 22107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0 王刚 22106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0 秦丹 22106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0 仝玉婷 22106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0 王婧 22107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0 王佳茜 22107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0 刘大庆 22106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0 朱佳文 22107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1 侯泽东 22102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1 周莹 22102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1 魏晓宁 22102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2 武雅琴 22105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2 范嘉琦 22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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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2 李慧 22105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3 解博 22032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3 王思雨 22032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4 温馨 22104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4 李欣悦 22104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4 祁泽 22104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4 苟雨欣 22104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4 郝彦鑫 22104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4 李璐璐 22104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5 李艳奇 220080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5 栗波 22008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5 魏文婷 22008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6 陈晨 22096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7 高玉英 22039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7 康俊敏 220399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7 郭晓丽 22039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7 陈琦 22039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7 高慧敏 22039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7 马珂 22040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8 李宜霖 22040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8 刘慧荣 22040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8 马慧 220406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68 袁文馨 22040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70 李娟 22108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70 刘铭冠 221091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70 马杰 221094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70 吕晓林 221093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70 刘博 221088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70 焦强 221085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70 逯文燕 221092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70 武智鹏 221097
山西大同大学专技70 张帅 221099

*说明：在笔试成绩公示期间，经对准考证号为220440的考生崔璐璐的笔试成绩进一步复核，由原61分更正为
              65分，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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