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吉县 2017 年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 

网上报名初审通过人员名单 

 

根据《浙江省安吉县 2017 年招聘教师公告》的既定规则和应聘

人员网上报名提交的材料，经初审，以下人员符合笔试资格（是否符

合录用资格以复审结果为准）。如有疑问须在 7 月 22 日 17:30 前与安

吉县教育局组织人事科联系。联系电话：0572-5123434。领取准考证

时间：2017 年 7 月 24 日（下午 14:00-17:00），准考证领取地点：安

吉县行政中心四楼 434 室。未在规定时间内领取准考证的，视作自动

放弃考试资格。如有特殊情况本人不能在规定时间内领取准考证的，

可电话预约委托他人代为领取。预约电话 0572-5123434。 

 

 

 

                     安吉县教育局 

                     2017 年 7 月 21 日 

 

 

 

 

 

 



安吉县 2017年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网上报名初审通过人员名单 

序号 报考学段 报考学科 姓名 序号 报考学段 报考学科 姓名 

1 中小学 语文 蔡成之 31 中小学 语文 马淑文 

2 中小学 语文 蔡思婷 32 中小学 语文 毛雪丽 

3 中小学 语文 陈岑 33 中小学 语文 潘红 

4 中小学 语文 陈菁菁 34 中小学 语文 彭玉玲 

5 中小学 语文 陈柳亦 35 中小学 语文 钱利颖 

6 中小学 语文 陈露露 36 中小学 语文 任玲 

7 中小学 语文 陈琴 37 中小学 语文 沈佳伶 

8 中小学 语文 陈仰文 38 中小学 语文 沈凯凤 

9 中小学 语文 陈叶 39 中小学 语文 沈梦珏 

10 中小学 语文 董娟 40 中小学 语文 沈文洁 

11 中小学 语文 董瑜婷 41 中小学 语文 汪乐琳 

12 中小学 语文 杜文雅 42 中小学 语文 汪迎霞 

13 中小学 语文 费红婷 43 中小学 语文 王爱萍 

14 中小学 语文 顾水红 44 中小学 语文 王建萍 

15 中小学 语文 桂箐阳 45 中小学 语文 王丽 

16 中小学 语文 胡嘉茜 46 中小学 语文 王抒 

17 中小学 语文 蒋玲 47 中小学 语文 王迎 

18 中小学 语文 金益 48 中小学 语文 王媛娜 

19 中小学 语文 李海啸 49 中小学 语文 王云霞 

20 中小学 语文 李林玉 50 中小学 语文 翁馨雨 

21 中小学 语文 李璐佳 51 中小学 语文 夏元旂 

22 中小学 语文 李瑛婷 52 中小学 语文 夏祝云 

23 中小学 语文 梁玮玮 53 中小学 语文 谢梦洁 

24 中小学 语文 林成丽 54 中小学 语文 辛宁 

25 中小学 语文 林倩 55 中小学 语文 许逸琛 

26 中小学 语文 林倩霞 56 中小学 语文 杨丽 

27 中小学 语文 刘诗 57 中小学 语文 杨梦婕 

28 中小学 语文 柳扬 58 中小学 语文 杨佩 

29 中小学 语文 龙淑芬 59 中小学 语文 叶吕青 

30 中小学 语文 马海琦 60 中小学 语文 叶玉燕 

 



序号 报考学段 报考学科 姓名 序号 报考学段 报考学科 姓名 

61 中小学  语文 于蓉 91 中小学 数学 丁莉 

62 中小学 语文 余欢 92 中小学 数学 董玲燕 

63 中小学 语文 余心洁 93 中小学 数学 方巧敏 

64 中小学 语文 喻思雯 94 中小学 数学 方一赟 

65 中小学 语文 张娟 95 中小学 数学 傅舒君 

66 中小学 语文 张刘英 96 中小学 数学 高盼 

67 中小学 语文 张璐瑜 97 中小学 数学 葛雯瑾 

68 中小学 语文 张敏 98 中小学 数学 顾云宇 

69 中小学 语文 张鹏燕 99 中小学 数学 郭恩纳 

70 中小学 语文 张奇璋 100 中小学 数学 郭丽娜 

71 中小学 语文 张小芳 101 中小学 数学 韩家园 

72 中小学 语文 章晓芳 102 中小学 数学 何进 

73 中小学 语文 赵男 103 中小学 数学 何郁霞 

74 中小学 语文 周小飞 104 中小学 数学 胡琦炜 

75 中小学 语文 周颖飞 105 中小学 数学 胡霞 

76 中小学 语文 朱涵裕 106 中小学 数学 黄春燕 

77 中小学 语文 朱开元 107 中小学 数学 黄丹婷 

78 中小学 语文 朱媚 108 中小学 数学 黄晓璐 

79 中小学 语文 朱瑜 109 中小学 数学 季正乔 

80 中小学 语文 诸寅初 110 中小学 数学 姜永嘉 

81 中小学 语文 祝雪松 111 中小学 数学 靳佳 

82 中小学 语文 邹小丽 112 中小学 数学 黎开莲 

83 中小学 数学 蔡飞 113 中小学 数学 李楚君 

84 中小学 数学 陈彬 114 中小学 数学 李凌云 

85 中小学  数学 陈敏 115 中小学 数学 李勤 

86 中小学 数学 陈楠 116 中小学 数学 厉婷娴 

87 中小学 数学 陈水萍 117 中小学 数学 梁小梅 

88 中小学 数学 陈思雨 118 中小学 数学 林艺芷 

89 中小学 数学 陈秀伟 119 中小学 数学 凌丽娟 

90 中小学 数学 从丹丹 120 中小学 数学 刘如意 

 



序号 报考学段 报考学科 姓名 序号 报考学段 报考学科 姓名 

121 中小学 数学 刘舒雯 151 中小学 数学 王奕 

122 中小学 数学 柳青 152 中小学 数学 魏小涵 

123 中小学 数学 吕清 153 中小学 数学 吴静 

124 中小学 数学 吕怡婷 154 中小学 数学 吴水贞 

125 中小学 数学 梅倩 155 中小学 数学 夏涛 

126 中小学 数学 裴青云 156 中小学 数学 项婕妤 

127 中小学 数学 钱金 157 中小学 数学 徐斌 

128 中小学 数学 邱钰婷 158 中小学 数学 徐梦雯 

129 中小学 数学 任爱钢 159 中小学 数学 徐莹 

130 中小学 数学 戎金妮 160 中小学 数学 许春艳 

131 中小学 数学 阮姚珊 161 中小学 数学 颜倩 

132 中小学 数学 尚丽萍 162 中小学 数学 杨高英 

133 中小学 数学 沈龙凯 163 中小学 数学 杨珊珊 

134 中小学 数学 沈萍 164 中小学 数学 叶开意 

135 中小学 数学 沈琪红 165 中小学 数学 叶丽娜 

136 中小学 数学 沈天天 166 中小学 数学 叶萍 

137 中小学 数学 沈旭 167 中小学 数学 余青蔚 

138 中小学 数学 沈悦 168 中小学 数学 俞云洁 

139 中小学 数学 沈智艺 169 中小学 数学 岳承林 

140 中小学 数学 施炯炯 170 中小学 数学 张超群 

141 中小学 数学 宋达 171 中小学 数学 张迪 

142 中小学 数学 孙佳培 172 中小学 数学 张弘 

143 中小学 数学 唐甜恬 173 中小学 数学 张坤 

144 中小学 数学 童旭景 174 中小学 数学 张梦岚 

145 中小学 数学 屠思琦 175 中小学 数学 张翔 

146 中小学 数学 王丹 176 中小学 数学 张彦雨 

147 中小学 数学 王君 177 中小学 数学 张依鑫 

148 中小学 数学 王柳娴 178 中小学 数学 张芸 

149 中小学 数学 王霞 92.7 179 中小学 数学 章燕 

150 中小学 数学 王霞 91.9 180 中小学 数学 赵静 

 



序号 报考学段 报考学科 姓名 序号 报考学段 报考学科 姓名 

181 中小学 数学 周佳琪 184 中小学 数学 竺能卿 

182 中小学 数学 朱燕云 185 中小学 数学 竺悦迎 

183 中小学 数学 竺梦奇 186 中小学 数学 邹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