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枣庄市2021年青年人才优选拟录用人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报考职位 身份证号码 毕业院校 备注

1 孙亚 综合管理A 370406********7437 上海师范大学

2 李庆磊 综合管理A 370481********2614 北京工业大学

3 张元昊 综合管理A 370402********1917 青岛农业大学

4 杨政泰 综合管理A 371522********2911 大连民族大学

5 高睿 综合管理A 370481********7014 上海海洋大学

6 李宇 综合管理A 370402********2519 曲阜师范大学

7 刘贝贝 综合管理A 370405********0611 山东科技大学

8 王泽英 综合管理A 370481********0915 新疆大学

9 宋佳恒 综合管理A 370402********0018 中国矿业大学

10 贾庆珠 综合管理A 370406********601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1 侯晓辉 综合管理A 370405********381X 四川大学

12 毛秀程 综合管理A 370402********191X 昆明理工大学

13 宋照喜 综合管理A 370402********3010 西南大学

14 田圣民 综合管理A 370402********1013 厦门大学

15 商庆垄 综合管理A 370481********2259 上海理工大学

16 刘建伟 综合管理A 370404********2216 昆明理工大学

17 肖阳 综合管理A 371323********0033 苏州大学

18 姜俊杰 综合管理A 370702********5134 天津商业大学

19 刘家铭 综合管理A 370783********3314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 种雪薇 综合管理B 370403********6125 山东农业大学

21 曹弘 综合管理B 370481********6024 福州大学

22 甘楠 综合管理B 370481********002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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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宋林林 综合管理B 370403********2747 山东大学

24 张馨元 综合管理B 370402********1029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5 吴旋 综合管理B 370404********3727 河北工业大学

26 王欣语 综合管理B 370402********8029 江苏师范大学

27 魏茜茜 综合管理B 370402********3047 中国海洋大学

28 杨力 综合管理B 370403********6187 中国海洋大学

29 屈云彤 综合管理B 370481********0627 中央民族大学

30 邱蒙蒙 综合管理B 370481********0025 中国戏曲学院

31 黄敏 综合管理B 370405********3824 山东中医药大学

32 柴倩 综合管理B 370481********0922 悉尼大学

33 王楠 综合管理B 370481********6725 吉林大学

34 庄晓旭 综合管理B 370883********5527 内蒙古科技大学

35 苏梅 综合管理B 370481********3222 山东财经大学

36 提梦茹 综合管理B 370405********4620 中国科学院大学

37 张莹 综合管理B 370826********1243 暨南大学

38 杨文敏 综合管理B 371202********0064 浙江师范大学

39 王丹平 综合管理B 370402********7721 云南师范大学

40 周志明 综合管理C 370404********0030 南昌大学

41 付一宸 综合管理C 370403********7219 中国海洋大学

42 周小杰 综合管理C 371302********1239 新疆大学

43 史硕 综合管理C 370883********621X 武汉理工大学

44 刘国梁 综合管理C 370402********3919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45 张大驰 综合管理C 371521********4231 内蒙古大学

46 田瀚中 综合管理C 370481********6015 郑州大学

47 张志霖 综合管理C 371121********0010 天津工业大学

48 刘耀锴 综合管理C 370481********095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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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彭颜德 综合管理C 370481********0010 吉林大学

50 王金浩 综合管理C 370882********2417 东北农业大学

51 葛光远 综合管理C 370404********6839 山东大学

52 王心宇 综合管理C 370405********2517 西北工业大学

53 李文祥 综合管理C 370405********0211 中国矿业大学

54 李晓阳 综合管理C 370923********0634 石河子大学

55 路通 综合管理C 370124********501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6 宋昊 综合管理C 372324********6415 内蒙古大学

57 苏振北 综合管理C 370404********5712 北京体育大学

58 王烁璇 综合管理C 370481********5336 海南大学

59 段永昊 综合管理C 370481********2618 北京体育大学

60 刘广为 综合管理C 370404********0033 吉林大学

61 梁芷豪 综合管理C 370402********001X 广西大学

62 布文康 综合管理C 370826********1612 北京体育大学

63 马心晖 综合管理C 632223********0576 中国矿业大学

64 朱宗升 综合管理C 370481********5612 大连海事大学

65 刘晨皓 综合管理C 370404********6818 南京师范大学

66 韩绪 综合管理C 370882********1210 宁夏大学

67 王津昊 综合管理C 370402********2015 宁夏大学

68 张作东 综合管理C 370883********1214 北京化工大学

69 刘少洋 综合管理C 371581********0475 郑州大学

70 王浩林 综合管理C 371425********6073 东北农业大学

71 陈亚楠 综合管理D 371302********4329 华中师范大学

72 孟欣 综合管理D 370404********0027 华中农业大学

73 吴晓寒 综合管理D 542301********1520 大连理工大学

74 赵文君 综合管理D 370481********0021 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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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王玉佳 综合管理D 370282********0323 山东大学

76 申淑琪 综合管理D 370828********4724 广西大学

77 张启玥 综合管理D 370481********4264 山东大学

78 潘雅卿 综合管理D 142222********0049 华北电力大学

79 杨淑娴 综合管理D 342502********6021 华中农业大学

80 宋晨秋 综合管理D 370481********6021 贵州大学

81 丁娅 综合管理D 370481********8121 河南大学

82 郑雯 综合管理D 372928********5420 华中农业大学

83 张钰婷 综合管理D 371329********2129 华中师范大学

84 李文丽 综合管理D 120223********4460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85 侯宏进 综合管理D 370404********2220 湖南大学

86 江山 综合管理D 370402********1022 海南大学

87 裴路漫 综合管理D 232332********2123 东北农业大学

88 谷澍 综合管理D 370404********682X 南京林业大学

89 褚银娟 综合管理D 370404********6223 石河子大学

90 董姝瑶 综合管理D 370403********4523 海南大学

91 李瑞 综合管理D 372922********5722 东北农业大学

92 邵明雪 综合管理D 370403********6627 南京邮电大学

93 韩雨荷 综合管理D 370402********3062 东北师范大学罗格斯大学

94 孙琦 综合管理D 370704********0623 中国矿业大学

95 杜彤宇 综合管理D 370921********0023 中国矿业大学

96 甄峻卉 综合管理D 370481********4640 北京交通大学

97 马安琪 综合管理D 370404********0047 中国美术学院

98 刘南君 综合管理D 370402********2566 西南石油大学

99 赵月曼 综合管理D 370481********0025 江南大学

100 宁婧 综合管理D 370402********4329 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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