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招聘单位名称 应聘学科 应聘者姓名 体检结果 备注

1 石门中学 高中物理 王成 合格

2 石门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朱少强 合格

3 南海中学实验学校 初中语文 张瑞涛 合格

4 南海中学实验学校 初中数学 梁铭浩 合格

5 南海中学实验学校 初中地理 梁置铭 合格

6 南海中学实验学校 初中体育 谢钧彬 合格

7 南海中学实验学校 初中音乐 彭甜 合格

8 南海中学实验学校 小学数学 周莹莹 合格

9 南海中学实验学校 小学音乐 黄正 合格

10 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 陈晓平 合格

11 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高中政治 黄悦 合格

12 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高中地理 周世伟 合格

13 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高中地理 柴井余 合格

14 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高中体育 马韶安 合格

15 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 梁礼芳 合格

16 九江中学 高中生物 王文华 合格

17 九江中学 高中数学 王祥梅 合格

18 南海中学 高中物理 肖存新 合格

19 南海中学 高中地理 欧健滨 合格

20 星辉学校 特殊教育 李羽翔 合格

21 星辉学校 特殊教育 张晓军 合格

22 星辉学校 特殊教育 黄瑞滢 合格

23 狮山高级中学 高中生物 黄婷 合格

24 大沥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 林思彤 合格

25 桂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黄淑慧 合格

26 桂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谭婉健 合格

27 桂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小学数学 王婷 合格

28 桂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小学数学 李璟 合格

29 桂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小学英语 张嘉 合格

30 桂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小学英语 谢丽珠 合格

31 桂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小学体育 林雪滢 合格

32 桂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初中物理 蔡婉丹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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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桂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初中语文 林瑜 合格

34 桂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初中英语 洪晓斐 合格

35 西樵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数学 覃怡萍 合格

36 西樵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数学 梁惠明 合格

37 西樵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数学 王思敏 合格

38 西樵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陈思琪 合格

39 西樵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杨丽烨 合格

40 西樵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信息技术 李盛祥 合格

41 西樵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信息技术 林琪钧 合格

42 丹灶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数学 梁敏 合格

43 丹灶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张嘉证 合格

44 丹灶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张越 合格

45 九江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数学 何佳瑜 合格

46 九江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陈欣 合格

47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化学 吴峻宇 合格

48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英语 陈美扬 合格

49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心理 刘梁灏 合格

50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足球 李文钊 合格

51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谢贤婕 合格

52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李美娜 合格

53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英语 帅宁 合格

54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足球 骆伟联 合格

55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足球 邓飞艳 合格

56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历史 吴艳茹 合格

57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历史 卢超然 合格

58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数学 黄玮 合格

59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数学 赖翠英 合格

60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数学 袁源 合格

61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数学 蔡荔玲 合格

62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数学 曹成春 合格

63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物理 黄洁 合格

64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英语 何卓蕾 合格

65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英语 黄凝慧 合格

66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英语 赵嘉怡 合格

67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英语 刘东 合格

68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语文 谢琦圆 合格

69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语文 梁铭琪 合格

70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语文 李楚楚 合格



71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语文 梁文博 合格

72 里水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语文 石文清 合格

73 里水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语文 黄丽君 合格

74 里水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数学 蒋静 合格

75 里水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政治 刘小帅 合格

76 里水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物理 张银洋 合格

77 里水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数学 温永欣 合格

78 里水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物理 廖冬发 合格

79 里水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英语 李俊明 合格

80 里水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数学 庄沛颖 合格

81 里水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英语 何嘉欣 合格

82 九江中学 高中英语 殷原理 补检

83 南海一中 高中物理 邹萍 补检

84 南海中学实验学校 小学英语 李雨飞 补检

85 桂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小学英语 郑瑾 补检

86 桂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邓杨薇 补检

87 西樵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英语 廖怡菲 补检

88 西樵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数学 梁纪筠 补检

89 丹灶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数学 杨志珊 补检

90 丹灶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数学 刘昕欣 补检

91 丹灶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语文 王欣 补检

92 九江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数学 冯光春 补检

93 九江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蒋俚璐 补检

94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化学 刁卓诗 补检

95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政治 郭颖 补检

96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英语 张嘉敏 补检

97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数学 刘慧娴 补检

98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英语 许旦星 补检

99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化学 黄燕芬 补检

100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数学 林良树 补检

101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语文 吴倩仪 补检

102 里水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物理 吴汝婷 补检

103 南海中学实验学校 初中英语 邱卓然 进一步检查

104 南海中学实验学校 初中英语 卢雅静 进一步检查

105 南海中学实验学校 小学语文 欧阳莹 进一步检查

106 南海中学实验学校 小学数学 杨璇 进一步检查

107 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高中政治 温华冰 进一步检查

108 九江中学 高中化学 佘雪玲 进一步检查



109 狮山高级中学 高中物理 黎昳哲 进一步检查

110 星辉学校 心理 李星凯 进一步检查

111 星辉学校 特殊教育 黄少婷 进一步检查

112 星辉学校 特殊教育 詹斯婷 进一步检查

113 桂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郑晖苑 进一步检查

114 桂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吴文珊 进一步检查

115 桂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小学数学 朱应玉 进一步检查

116 桂城街道教育办公室 小学体育 胡嘉淇 进一步检查

117 西樵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黄绮睿 进一步检查

118 西樵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张隆浩 进一步检查

119 丹灶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英语 邓小辉 进一步检查

120 丹灶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陈嘉欣 进一步检查

121 九江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邓富聪 进一步检查

122 九江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心理 田晋峰 进一步检查

123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政治 程海媚 进一步检查

124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贾赟 进一步检查

125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语文 陈祺滢 进一步检查

126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数学 杨峰峰 进一步检查

127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数学 袁旋柔 进一步检查

128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英语 何愉恬 进一步检查

129 狮山镇教育办公室 小学心理 罗杰 进一步检查

130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物理 植慧茵 进一步检查

131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英语 严海楠 进一步检查

132 大沥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语文 陈婉灵 进一步检查

133 里水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英语 韩加艳 进一步检查

134 里水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英语 曾丽丹 进一步检查

135 里水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政治 凌秋霞 进一步检查

136 里水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语文 袁景怡 进一步检查

137 里水镇教育办公室 初中数学 林燕茹 进一步检查

备注：进一步检查项目将于体检当天告知，体检前不接受考生关于体检项目的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