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枣庄市薛城区青年人才优选
获得面试资格人员信息及分组情况

2021年5月29日上午（综合管理B)

序号 报考职位 报名序号 姓名 性别 学位 面试通知书编号 面试分组

1 综合管理B 000001 宋晴 女 硕士 B007 第一面试组

2 综合管理B 000009 宋昕 女 硕士 B036 第一面试组

3 综合管理B 000018 孙雪 女 硕士 B055 第一面试组

4 综合管理B 000023 李倩 女 硕士 B010 第一面试组

5 综合管理B 000034 徐誉源 女 硕士 B027 第一面试组

6 综合管理B 000044 陈楠 女 硕士 B050 第一面试组

7 综合管理B 000072 董艳艳 女 硕士 B051 第一面试组

8 综合管理B 000080 张莹 女 硕士 B074 第一面试组

9 综合管理B 000086 张令令 女 硕士 B048 第一面试组

10 综合管理B 000098 姚尧 女 硕士 B066 第一面试组

11 综合管理B 000108 王宁 女 硕士 B019 第一面试组

12 综合管理B 000115 翁梦薇 女 硕士 B102 第一面试组

13 综合管理B 000120 李聪 女 硕士 B037 第一面试组

14 综合管理B 000125 乔敏瑞 女 硕士 B104 第一面试组

15 综合管理B 000132 单慧翠 女 硕士 B028 第一面试组

16 综合管理B 000137 曹金阳 女 硕士 B072 第一面试组

17 综合管理B 000139 冯璐 女 硕士 B031 第一面试组

18 综合管理B 000150 杜瑞 女 硕士 B049 第一面试组

19 综合管理B 000153 宋方芹 女 硕士 B076 第一面试组



20 综合管理B 000160 翟莹莹 女 硕士 B070 第一面试组

21 综合管理B 000170 崔天然 女 硕士 B057 第一面试组

22 综合管理B 000195 石理冉 女 硕士 B004 第一面试组

23 综合管理B 000220 冯振振 女 硕士 B038 第一面试组

24 综合管理B 000232 王海林 女 硕士 B020 第一面试组

25 综合管理B 000234 王姗姗 女 硕士 B075 第一面试组

26 综合管理B 000237 李敬雅 女 硕士 B089 第一面试组

27 综合管理B 000263 王娩 女 硕士 B039 第一面试组

28 综合管理B 000285 刘雪 女 硕士 B082 第二面试组

29 综合管理B 000294 李欣宇 女 硕士 B060 第二面试组

30 综合管理B 000298 田珊 女 硕士 B032 第二面试组

31 综合管理B 000311 严煜 女 硕士 B009 第二面试组

32 综合管理B 000315 刘文静 女 硕士 B093 第二面试组

33 综合管理B 000324 张曜晴 女 硕士 B003 第二面试组

34 综合管理B 000327 孟倩 女 硕士 B013 第二面试组

35 综合管理B 000334 侯璇 女 硕士 B045 第二面试组

36 综合管理B 000340 孙莹 女 硕士 B040 第二面试组

37 综合管理B 000352 高舒 女 硕士 B091 第二面试组

38 综合管理B 000364 鲁文颖 女 硕士 B026 第二面试组

39 综合管理B 000377 李琳琳 女 硕士 B018 第二面试组

40 综合管理B 000398 陈茜 女 硕士 B017 第二面试组

41 综合管理B 000400 徐睿 女 硕士 B059 第二面试组

42 综合管理B 000413 张然 女 硕士 B096 第二面试组



43 综合管理B 000445 张金金 女 硕士 B101 第二面试组

44 综合管理B 000446 居利香 女 硕士 B033 第二面试组

45 综合管理B 000447 张耀文 女 硕士 B024 第二面试组

46 综合管理B 000452 康子娴 女 硕士 B054 第二面试组

47 综合管理B 000461 耿影 女 硕士 B035 第二面试组

48 综合管理B 000465 黄欣欣 女 硕士 B067 第二面试组

49 综合管理B 000484 孙冬梅 女 硕士 B016 第二面试组

50 综合管理B 000513 罗永含 女 硕士 B006 第二面试组

51 综合管理B 000514 牛津 女 硕士 B056 第二面试组

52 综合管理B 000522 马奎 女 硕士 B047 第二面试组

53 综合管理B 000538 贺茹 女 硕士 B083 第二面试组

54 综合管理B 000540 岳晴 女 硕士 B099 第二面试组

55 综合管理B 000553 于凉 女 硕士 B022 第三面试组

56 综合管理B 000556 高瑶 女 硕士 B103 第三面试组

57 综合管理B 000558 胡安妮 女 硕士 B015 第三面试组

58 综合管理B 000581 苗萌萌 女 硕士 B012 第三面试组

59 综合管理B 000589 曹利飞 女 硕士 B098 第三面试组

60 综合管理B 000605 冯欣彤 女 硕士 B087 第三面试组

61 综合管理B 000607 霍冉 女 硕士 B071 第三面试组

62 综合管理B 000609 胡冉冉 女 硕士 B088 第三面试组

63 综合管理B 000614 满清敏 女 硕士 B008 第三面试组

64 综合管理B 000617 唐苏雯 女 硕士 B092 第三面试组

65 综合管理B 000628 马欣 女 硕士 B046 第三面试组



66 综合管理B 000632 鲁建琪 女 硕士 B090 第三面试组

67 综合管理B 000642 王宁 女 硕士 B030 第三面试组

68 综合管理B 000647 刘甜 女 硕士 B042 第三面试组

69 综合管理B 000689 杨鹏雅 女 硕士 B029 第三面试组

70 综合管理B 000697 赵文洁 女 硕士 B043 第三面试组

71 综合管理B 000700 李文文 女 硕士 B105 第三面试组

72 综合管理B 000701 王文春 女 硕士 B085 第三面试组

73 综合管理B 000716 张怡静 女 硕士 B077 第三面试组

74 综合管理B 000724 张宇 女 硕士 B021 第三面试组

75 综合管理B 000733 秦文欣 女 硕士 B063 第三面试组

76 综合管理B 000737 曹佳雯 女 硕士 B044 第三面试组

77 综合管理B 000742 宋佳璐 女 硕士 B097 第三面试组

78 综合管理B 000761 杨雪婷 女 硕士 B058 第三面试组

79 综合管理B 000762 邢相楠 女 硕士 B107 第三面试组

80 综合管理B 000775 牛烁 女 硕士 B002 第三面试组

81 综合管理B 000777 王水灵 女 硕士 B041 第三面试组

82 综合管理B 000780 高艳红 女 硕士 B100 第四面试组

83 综合管理B 000787 许娟 女 硕士 B108 第四面试组

84 综合管理B 000793 钟琳 女 硕士 B080 第四面试组

85 综合管理B 000811 王文静 女 硕士 B023 第四面试组

86 综合管理B 000818 杨瑞 女 硕士 B068 第四面试组

87 综合管理B 000843 傅艺璇 女 硕士 B069 第四面试组

88 综合管理B 000866 刘雨 女 硕士 B065 第四面试组



89 综合管理B 000877 陈慧妍 女 硕士 B062 第四面试组

90 综合管理B 000890 刘一淼 女 硕士 B095 第四面试组

91 综合管理B 000895 侯腾 女 硕士 B073 第四面试组

92 综合管理B 000915 张真 女 硕士 B053 第四面试组

93 综合管理B 000935 张倩 女 硕士 B061 第四面试组

94 综合管理B 000955 李瑶瑶 女 硕士 B109 第四面试组

95 综合管理B 000961 提梦茹 女 硕士 B011 第四面试组

96 综合管理B 000964 张晓雨 女 硕士 B034 第四面试组

97 综合管理B 000967 陶新婷 女 硕士 B078 第四面试组

98 综合管理B 000969 熊淑宁 女 硕士 B014 第四面试组

99 综合管理B 000974 张晓 女 硕士 B052 第四面试组

100 综合管理B 001025 邵丹 女 硕士 B001 第四面试组

101 综合管理B 001031 张楠 女 硕士 B086 第四面试组

102 综合管理B 001048 宋然然 女 硕士 B081 第四面试组

103 综合管理B 001051 赵文文 女 硕士 B064 第四面试组

104 综合管理B 001059 彭山 女 硕士 B025 第四面试组

105 综合管理B 001065 陈艳莉 女 硕士 B079 第四面试组

106 综合管理B 001072 赵越 女 硕士 B084 第四面试组

107 综合管理B 001080 杜娟 女 硕士 B005 第四面试组

108 综合管理B 001097 李玲 女 硕士 B106 第四面试组

109 综合管理B 001104 冯宇 女 硕士 B094 第四面试组



2021年5月29日下午（综合管理A、C、D）

序号 报考职位 报名序号 姓名 性别 学位 面试通知书编号 面试分组

1 综合管理A 000016 王永磊 男 硕士 A045 第一面试组

2 综合管理A 000019 杜劲松 男 硕士 A013 第一面试组

3 综合管理A 000020 邵诸锋 男 硕士 A021 第一面试组

4 综合管理A 000061 黄帅 男 硕士 A058 第一面试组

5 综合管理A 000066 孟哲 男 硕士 A024 第一面试组

6 综合管理A 000107 贺成坤 男 硕士 A010 第一面试组

7 综合管理A 000157 宋宜春 男 硕士 A023 第一面试组

8 综合管理A 000162 杨珂 男 硕士 A052 第一面试组

9 综合管理A 000164 袁朝杰 男 硕士 A046 第一面试组

10 综合管理A 000175 时均太 男 硕士 A032 第一面试组

11 综合管理A 000187 李晓晨 男 硕士 A026 第一面试组

12 综合管理A 000210 田世林 男 硕士 A001 第一面试组

13 综合管理A 000257 韩建林 男 硕士 A022 第一面试组

14 综合管理A 000259 刘庆军 男 硕士 A041 第一面试组

15 综合管理A 000262 徐进 男 硕士 A019 第一面试组

16 综合管理A 000288 刘涛 男 硕士 A006 第一面试组

17 综合管理A 000293 于广发 男 硕士 A031 第一面试组

18 综合管理A 000299 李童 男 硕士 A047 第一面试组

19 综合管理A 000333 魏永帅 男 硕士 A028 第一面试组

20 综合管理A 000365 房勇旭 男 硕士 A011 第一面试组

21 综合管理A 000369 孙启用 男 硕士 A005 第一面试组



22 综合管理A 000371 魏加骏 男 硕士 A043 第一面试组

23 综合管理A 000376 吴飞翔 男 硕士 A050 第一面试组

24 综合管理A 000383 崔燕春 男 硕士 A057 第一面试组

25 综合管理A 000414 王慧峰 男 硕士 A008 第一面试组

26 综合管理A 000424 于水 男 硕士 A029 第一面试组

27 综合管理A 000443 丁士杰 男 硕士 A049 第一面试组

28 综合管理A 000444 宗昊 男 硕士 A004 第一面试组

29 综合管理A 000451 闫东 男 硕士 A018 第一面试组

30 综合管理A 000472 李青松 男 硕士 A030 第二面试组

31 综合管理A 000498 李壮 男 硕士 A039 第二面试组

32 综合管理A 000509 马群 男 硕士 A020 第二面试组

33 综合管理A 000510 吴昊 男 硕士 A053 第二面试组

34 综合管理A 000515 孙源 男 硕士 A054 第二面试组

35 综合管理A 000551 袁帅 男 硕士 A034 第二面试组

36 综合管理A 000557 周长亮 男 硕士 A055 第二面试组

37 综合管理A 000572 王众 男 硕士 A033 第二面试组

38 综合管理A 000574 赵庆浩 男 硕士 A017 第二面试组

39 综合管理A 000576 闵令飞 男 硕士 A040 第二面试组

40 综合管理A 000583 陈振元 男 硕士 A003 第二面试组

41 综合管理A 000596 姜庆运 男 硕士 A025 第二面试组

42 综合管理A 000602 孙中举 男 硕士 A027 第二面试组

43 综合管理A 000634 聂宗恒 男 硕士 A009 第二面试组

44 综合管理A 000649 徐树雨 男 硕士 A035 第二面试组



45 综合管理A 000668 黄城铭 男 硕士 A012 第二面试组

46 综合管理A 000735 武建国 男 硕士 A044 第二面试组

47 综合管理A 000741 周润生 男 硕士 A056 第二面试组

48 综合管理A 000744 刘传鹏 男 硕士 A002 第二面试组

49 综合管理A 000774 徐一 男 硕士 A036 第二面试组

50 综合管理A 000838 赵耀南 男 硕士 A014 第二面试组

51 综合管理A 000852 孟浩 男 硕士 A038 第二面试组

52 综合管理A 000943 颜祥雨 男 硕士 A016 第二面试组

53 综合管理A 000959 马百通 男 硕士 A007 第二面试组

54 综合管理A 000976 房建磊 男 硕士 A051 第二面试组

55 综合管理A 001054 李俊宏 男 硕士 A037 第二面试组

56 综合管理A 001060 种法根 男 硕士 A048 第二面试组

57 综合管理A 001111 王欢 男 硕士 A015 第二面试组

58 综合管理C 000005 郭兴宇 男 学士 C015 第三面试组

59 综合管理C 000014 王永宽 男 学士 C004 第三面试组

60 综合管理C 000017 周宗民 男 学士 C006 第三面试组

61 综合管理C 000065 石笑竹 男 学士 C001 第三面试组

62 综合管理C 000069 高文剑 男 学士 C002 第三面试组

63 综合管理C 000070 李树九 男 学士 C023 第三面试组

64 综合管理C 000082 张峰 男 学士 C010 第三面试组

65 综合管理C 000096 王绍琦 男 双学士 C033 第三面试组

66 综合管理C 000178 朱宗升 男 学士 C034 第三面试组

67 综合管理C 000179 刘晨皓 男 学士 C014 第三面试组



68 综合管理C 000212 殷志远 男 学士 C025 第三面试组

69 综合管理C 000218 吴敬亨 男 学士 C013 第三面试组

70 综合管理C 000224 梁好 男 学士 C007 第三面试组

71 综合管理C 000233 刘甲通 男 学士 C009 第三面试组

72 综合管理C 000246 李治 男 学士 C030 第三面试组

73 综合管理C 000249 王津昊 男 学士 C026 第三面试组

74 综合管理C 000320 韩绪 男 学士 C027 第三面试组

75 综合管理C 000349 单宣衡 男 学士 C005 第三面试组

76 综合管理C 000394 张昊 男 学士 C029 第三面试组

77 综合管理C 000430 黄冠龙 男 学士 C028 第三面试组

78 综合管理C 000437 陈泽 男 学士 C031 第三面试组

79 综合管理C 000439 姜凯锋 男 学士 C022 第三面试组

80 综合管理C 000525 孙炜翔 男 学士 C019 第三面试组

81 综合管理C 000578 陈帅宇 男 学士 C020 第三面试组

82 综合管理C 000629 孙中政 男 学士 C011 第三面试组

83 综合管理C 000650 杨卿煜 男 学士 C016 第三面试组

84 综合管理C 000723 黄奕博 男 学士 C017 第三面试组

85 综合管理C 000748 吴帅 男 学士 C008 第三面试组

86 综合管理C 000752 卢冠州 男 学士 C024 第三面试组

87 综合管理C 000760 李普勇 男 学士 C012 第三面试组

88 综合管理C 000831 孙宇航 男 学士 C032 第三面试组

89 综合管理C 000833 焦慧杰 男 学士 C003 第三面试组

90 综合管理C 000934 李洪凯 男 学士 C018 第三面试组



91 综合管理C 001116 田瀚中 男 学士 C021 第三面试组

92 综合管理D 000010 王文玉 女 学士 D021 第四面试组

93 综合管理D 000011 任玉瑶 女 学士 D031 第四面试组

94 综合管理D 000047 张紫薇 女 学士 D008 第四面试组

95 综合管理D 000103 孙萌娅 女 学士 D030 第四面试组

96 综合管理D 000131 刘昱彤 女 学士 D016 第四面试组

97 综合管理D 000148 张程 女 学士 D032 第四面试组

98 综合管理D 000155 张巧雨 女 学士 D011 第四面试组

99 综合管理D 000163 高娅 女 学士 D020 第四面试组

100 综合管理D 000173 杨娇娇 女 学士 D015 第四面试组

101 综合管理D 000222 沈珍茹 女 学士 D002 第四面试组

102 综合管理D 000243 徐硕 女 学士 D039 第四面试组

103 综合管理D 000255 徐士本 女 学士 D037 第四面试组

104 综合管理D 000313 杨悦 女 学士 D036 第四面试组

105 综合管理D 000322 李嘉琪 女 学士 D027 第四面试组

106 综合管理D 000330 胡馨月 女 学士 D019 第四面试组

107 综合管理D 000341 张凤乔 女 学士 D035 第四面试组

108 综合管理D 000351 相浩然 女 学士 D043 第四面试组

109 综合管理D 000361 丁瑶 女 学士 D017 第四面试组

110 综合管理D 000370 王克萌 女 双学士 D012 第四面试组

111 综合管理D 000372 宋晨秋 女 学士 D010 第四面试组

112 综合管理D 000386 李蕊 女 学士 D041 第四面试组

113 综合管理D 000389 冯国珍 女 学士 D023 第四面试组



114 综合管理D 000410 张雅丽 女 学士 D018 第四面试组

115 综合管理D 000436 范晓萌 女 学士 D044 第四面试组

116 综合管理D 000454 杨楠 女 学士 D007 第四面试组

117 综合管理D 000466 张若凡 女 学士 D009 第四面试组

118 综合管理D 000489 蔡珂慧 女 学士 D013 第四面试组

119 综合管理D 000491 闫宸语 女 学士 D034 第四面试组

120 综合管理D 000543 纪莉 女 学士 D001 第四面试组

121 综合管理D 000545 宋美华 女 学士 D024 第四面试组

122 综合管理D 000579 洪芳源 女 学士 D003 第四面试组

123 综合管理D 000627 聂聪 女 学士 D038 第四面试组

124 综合管理D 000660 杨永琪 女 学士 D025 第四面试组

125 综合管理D 000714 丁菲 女 学士 D042 第四面试组

126 综合管理D 000757 褚银娟 女 学士 D033 第四面试组

127 综合管理D 000798 裴启冉 女 学士 D026 第四面试组

128 综合管理D 000854 赵明明 女 学士 D014 第四面试组

129 综合管理D 000872 倪翔 女 学士 D006 第四面试组

130 综合管理D 000892 丁瑶 女 学士 D028 第四面试组

131 综合管理D 000942 史亚鑫 女 学士 D022 第四面试组

132 综合管理D 000952 褚念梅 女 学士 D040 第四面试组

133 综合管理D 000960 庄琪 女 学士 D005 第四面试组

134 综合管理D 001055 孙峰 女 学士 D029 第四面试组

135 综合管理D 001118 甄峻卉 女 双学士 D004 第四面试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