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山东省2022年度选拔录用选调生体检考察人选名单
（常规选调）

笔试准考证号 姓名 选调单位 选调职位
2211300203030 于越 青岛市 胶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2211300202106 王君怡 青岛市 胶州市司法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0202907 张惠迪 青岛市 胶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0201906 陈永浩 青岛市 胶州市卫生健康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0200308 朱家彤 青岛市 胶州市应急管理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0202829 冷泽源 青岛市 胶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0200111 闫升鹏 青岛市 莱西市综合管理类选调生职位A

2211300201113 郭晴 青岛市 莱西市综合管理类选调生职位B

2211300201029 武国华 青岛市 莱西市卫生健康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0200314 宋燕 青岛市 莱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0401415 靳庚辰 淄博市 张店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2211300400410 亓经纬 淄博市 张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选调生职位A

2211300401803 郭元棣 淄博市 张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选调生职位B

2211300400529 安佳闽 淄博市 周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0400206 吕云婕 淄博市 沂源县纪委监委选调生职位B

2211300401021 张龙飞 淄博市 经济开发区机关综合管理职位A

2211300400904 孟祥法 淄博市 经济开发区机关综合管理职位A

2211300401118 周蕴琪 淄博市 经济开发区机关综合管理职位B

2211300401208 王欣琰 淄博市 经济开发区机关综合管理职位B

2211300600415 毛凡铸 枣庄市 山亭区委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2211300601123 刘麒麒 枣庄市 山亭区政府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2211300601011 王凯凯 枣庄市 市中区纪委监委机关选调生职位

2211300600721 荣露露 枣庄市 市中区委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2211300600826 王鑫 枣庄市 市中区政府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2211300600820 朱潇雅 枣庄市 台儿庄区纪委监委机关选调生职位

2211300601615 段培亮 枣庄市 台儿庄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0601314 任滕 枣庄市 台儿庄区司法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0700215 高世伟 东营市 广饶县直部门单位选调生职位A

2211300700729 任海霞 东营市 广饶县直部门单位选调生职位B

2211300700725 马伟纪 东营市 广饶县直部门单位选调生职位C

2211300700207 隋昱君 东营市 广饶县直部门单位选调生职位D

2211300700616 张志强 东营市 利津县直部门单位选调生职位A

2211300700525 刘倩 东营市 利津县直部门单位选调生职位B

2211300700814 王玉震 东营市 利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选调生职位A

2211300801515 盛黎明 烟台市 芝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选调生职位A

2211300802411 孙雪 烟台市 芝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选调生职位B

2211300800713 赵金涛 烟台市 莱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选调生职位A

2211300802308 张家宁 烟台市 莱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选调生职位B

2211300801919 孔祥旭 烟台市 莱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选调生职位A

2211300800206 李昭慧 烟台市 莱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选调生职位B

2211300801618 董建志 烟台市 龙口市财政局选调生职位A

2211300802026 孙丽莉 烟台市 龙口市财政局选调生职位B

2211300801629 张天亮 烟台市 龙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选调生职位A

2211300801412 姜梦 烟台市 龙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选调生职位B

2211301000404 孙源成 潍坊市 市教育局滨海分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001013 吴英杰 潍坊市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滨海管理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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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301003420 刘乾鑫 潍坊市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滨海分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103208 刘淼 济宁市 曲阜市文物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101225 孔婷 济宁市 曲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100407 李姝晨 济宁市 邹城市纪委监委机关选调生职位

2211301101514 渠省委 济宁市 邹城市应急管理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102413 孔庆峰 济宁市 金乡县委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2211301102729 张爽 济宁市 金乡县政府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2211301102819 孔祥聚 济宁市 嘉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100904 杨杰 济宁市 嘉祥县应急管理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102813 齐林虎 济宁市 梁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101605 李喆 济宁市 梁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201712 胡英杰 泰安市 泰山区卫生健康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301501 张楚 威海市 文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区监察委员会机关选调生职位

2211301300517 綦子宁 威海市 文登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301704 曹兰征 威海市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2211301300810 杨钰泓 威海市 乳山市委政法委选调生职位

2211301400628 陈世伟 日照市 东港区委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2211301401302 王颖慧 日照市 东港区委统战部选调生职位

2211301401927 时升 日照市 东港区政府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2211301400728 杜岳驰 日照市 岚山区委编办选调生职位A

2211301401615 张敏 日照市 岚山区委编办选调生职位B

2211301400826 孙艺荣 日照市 岚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400928 张高阳 日照市 岚山团区委选调生职位

2211301400530 李盈辰 日照市 岚山区司法局选调生职位A

2211301401716 张雨涵 日照市 岚山区司法局选调生职位B

2211301400619 刘栋 日照市 莒县县委宣传部选调生职位

2211301400201 张嗣东 日照市 莒县县委宣传部选调生职位

2211301400707 尹爱洁 日照市 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2211301402011 孙雨辰 日照市 五莲县纪委监委选调生职位A

2211301401006 马永欣 日照市 五莲县纪委监委选调生职位B

2211301400718 居金业 日照市 五莲县委组织部选调生职位

2211301802129 马长超 临沂市 罗庄区纪委监委选调生职位A

2211301801722 李雪琪 临沂市 罗庄区纪委监委选调生职位B

2211301801013 朱育瑶 临沂市 罗庄区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2211301602128 宋吉祥 德州市 乐陵市委组织部选调生职位A

2211301600930 马恩熙 德州市 乐陵市委组织部选调生职位B

2211301602611 魏相吉 德州市 齐河县委办公室选调生职位A

2211301600807 秦玉鑫 德州市 齐河县委办公室选调生职位B

2211301601913 王申月 德州市 齐河县政府办公室选调生职位A

2211301600201 李梦媛 德州市 齐河县政府办公室选调生职位B

2211301702406 赵娜 聊城市 临清市委组织部选调生职位

2211301702721 申亚云 聊城市 临清市委宣传部选调生职位

2211301701304 郝雯雯 聊城市 临清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2211301702529 班雪 聊城市 临清市发展和改革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701109 焦惠 聊城市 临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702011 吕琳琳 聊城市 临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700202 冯修冉 聊城市 东阿县委组织部选调生职位

2211301701515 杜兴豪 聊城市 东阿县委组织部选调生职位

2211301700226 王若男 聊城市 东阿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2211301501116 张世佳 滨州市 滨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500410 赵凌云 滨州市 滨城区卫生健康局选调生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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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301501916 汪海宁 滨州市 滨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500406 李晗婧 滨州市 惠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选调生职位

2211301501828 李自翔 滨州市 惠民县工业和信息化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501408 张峻玮 滨州市 惠民县卫生健康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500921 张润其 滨州市 惠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选调生职位

2211301501328 丁雨佳 滨州市 博兴县司法局选调生职位B

2211301501901 李秀青 滨州市 博兴县卫生健康局选调生职位A

2211301501612 杨晓航 滨州市 博兴县卫生健康局选调生职位B

2211300500321 司晋伟 淄博市 高青县研究生男

2211300500111 朱衍雯 淄博市 高青县研究生女

2211300900310 王维钰 烟台市 龙口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900105 米映静 烟台市 龙口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401805 韩杰 日照市 莒县本科生男

2211301401024 秦伟皓 日照市 莒县本科生男

2211301400519 张润之 日照市 莒县本科生男

2211301400220 丁梓莹 日照市 莒县本科生女

2211301400825 刘晓艺 日照市 莒县本科生女

2211301401824 崔照清 日照市 莒县本科生女

2211301401724 秦绪喆 日照市 五莲县研究生男

2211301400419 徐进 日照市 五莲县研究生男

2211301401017 刘畅 日照市 五莲县研究生男

2211301402223 臧钰铭 日照市 五莲县研究生女

2211301400224 牟丽君 日照市 五莲县研究生女

2211301401620 赵文宁 日照市 五莲县研究生女

2211300105201 刘青哲 济南市 历下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104620 靳立增 济南市 市中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100107 刘格闻 济南市 市中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100623 刘广达 济南市 历城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102725 梁宗跃 济南市 历城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101418 李星龙 济南市 长清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102714 吴嘉乐 济南市 章丘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105113 王鹏 济南市 章丘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104829 杜祖昌 济南市 济阳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105629 路鸿超 济南市 钢城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100326 冯博 济南市 平阴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102625 赵明源 济南市 平阴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103008 王金峰 济南市 商河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102128 崔江哲 济南市 南部山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101808 苑崇卿 济南市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100715 曾茹 济南市 历下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105210 王富源 济南市 市中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100220 刘青华 济南市 市中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104214 张子轩 济南市 历城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103917 孙慕清 济南市 历城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103526 李蕾 济南市 长清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102518 王萌 济南市 章丘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102410 李晶 济南市 章丘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101921 史欣怡 济南市 济阳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101822 郭彦秀 济南市 钢城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102012 王黎明 济南市 平阴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105618 孙文璟 济南市 平阴县本科生（女）职位

第 3 页



2211300104017 董雨 济南市 商河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104521 王芙蓉 济南市 南部山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100908 侯晴 济南市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102222 王帅 济南市 槐荫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101302 刘泽宇 济南市 济阳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103102 张艳明 济南市 莱芜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102525 王梦起 济南市 商河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100613 袁铭泽 济南市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101621 孙雨 济南市 槐荫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101124 靳珍 济南市 济阳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100419 张璨 济南市 莱芜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104810 李晓 济南市 商河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102501 房海燕 济南市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202316 王博豪 青岛市 青岛市黄岛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202016 刘务实 青岛市 胶州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200319 曹晨 青岛市 平度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202609 厉功程 青岛市 平度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201625 陈曦 青岛市 平度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200602 崔莉 青岛市 青岛市黄岛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202207 高润琦 青岛市 胶州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202410 彭盼盼 青岛市 平度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202027 张巧璇 青岛市 平度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202726 王元宏 青岛市 平度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200101 张登龙 青岛市 黄岛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200502 徐相辉 青岛市 黄岛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200518 唐延祥 青岛市 城阳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302613 王尧 青岛市 城阳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300516 栾振业 青岛市 即墨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302001 姚珂宇 青岛市 即墨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202328 王宜晨 青岛市 胶州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201605 张昌奔 青岛市 胶州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301524 董宏坤 青岛市 胶州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300406 刘煜豪 青岛市 胶州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202226 郑泽东 青岛市 胶州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303020 王睿训 青岛市 胶州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0300119 李骄阳 青岛市 黄岛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302130 李泓霖 青岛市 黄岛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301105 于敬冉 青岛市 城阳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301028 安潇 青岛市 城阳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300926 李敏 青岛市 即墨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301810 李洁 青岛市 即墨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301005 孙晓沛 青岛市 胶州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301523 夏静 青岛市 胶州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301815 庄笑笑 青岛市 胶州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302430 黄娜 青岛市 胶州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301923 吴怡 青岛市 胶州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301409 马琳琳 青岛市 胶州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0401717 李同越 淄博市 张店区本科生男

2211300401317 王旭 淄博市 张店区本科生男

2211300401418 李俊仪 淄博市 淄川区本科生男

2211300401727 宋高锐 淄博市 淄川区本科生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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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300400516 朱星宇 淄博市 临淄区本科生男

2211300400813 厉运浩 淄博市 临淄区本科生男

2211300400524 蒋怡豪 淄博市 桓台县本科生男

2211300400220 许俊庭 淄博市 桓台县本科生男

2211300401827 刘骐铭 淄博市 沂源县本科生男

2211300400223 韩丰旭 淄博市 沂源县本科生男

2211300401724 刘子琦 淄博市 沂源县本科生男

2211300401420 王浩丞 淄博市 经济开发区本科生男

2211300401517 韩金吉 淄博市 经济开发区本科生男

2211300400112 董晓璇 淄博市 张店区本科生女

2211300400125 张有慧 淄博市 张店区本科生女

2211300401220 于静雯 淄博市 淄川区本科生女

2211300400616 刘瑞楠 淄博市 淄川区本科生女

2211300401326 段佼宏 淄博市 临淄区本科生女

2211300400610 边昕如 淄博市 临淄区本科生女

2211300400615 崔晓蕾 淄博市 桓台县本科生女

2211300400121 韩蕾 淄博市 桓台县本科生女

2211300401515 吕皓月 淄博市 沂源县本科生女

2211300500409 王雪岩 淄博市 沂源县本科生女

2211300401127 刘俊菲 淄博市 沂源县本科生女

2211300400418 冯晓 淄博市 经济开发区本科生女

2211300400224 孙小淳 淄博市 经济开发区本科生女

2211300600506 李帅 枣庄市 滕州市本科生男岗位

2211300600913 张容祥 枣庄市 薛城区本科生男岗位

2211300601101 崔恒瑞 枣庄市 山亭区本科生男岗位

2211300600926 常立昊 枣庄市 山亭区本科生男岗位

2211300600829 孙华德 枣庄市 峄城区本科生男岗位

2211300600830 陈晓卓 枣庄市 滕州市本科生女岗位

2211300601303 周谦和 枣庄市 薛城区本科生女岗位

2211300600811 张冉 枣庄市 山亭区本科生女岗位

2211300601506 孔德懿 枣庄市 山亭区本科生女岗位

2211300600303 何静 枣庄市 峄城区本科生女岗位

2211300600616 胡安斌 枣庄市 滕州市研究生男岗位

2211300600306 渠鑫健 枣庄市 薛城区研究生男岗位

2211300601109 绳荣天 枣庄市 市中区研究生男岗位

2211300601607 徐洪贺 枣庄市 台儿庄区研究生男岗位

2211300601221 黄康 枣庄市 台儿庄区研究生男岗位

2211300600319 罗新宇 枣庄市 滕州市研究生女岗位

2211300601320 王秋苏 枣庄市 薛城区研究生女岗位

2211300600712 杨逸 枣庄市 市中区研究生女岗位

2211300601328 刘雅琪 枣庄市 台儿庄区研究生女岗位

2211300600426 刘向如 枣庄市 台儿庄区研究生女岗位

2211300800613 朱鹏安 烟台市 福山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801317 王卓 烟台市 福山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800801 崔宫健 烟台市 牟平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801920 张浩楠 烟台市 牟平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800503 辛德嵩 烟台市 蓬莱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801216 史金明 烟台市 海阳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801224 夏黎明 烟台市 海阳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801410 李泽海 烟台市 莱阳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800212 孙帅 烟台市 栖霞市本科生（男）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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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300800127 梁中远 烟台市 栖霞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802127 林栋 烟台市 招远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800811 郭志锋 烟台市 招远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800617 崔钊菡 烟台市 莱州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801701 王晓航 烟台市 莱州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800416 戴瑞文 烟台市 长岛综合试验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801422 刘宇川 烟台市 长岛综合试验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0801824 张菁益 烟台市 福山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801213 杨佳慧 烟台市 福山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801615 张佳慧 烟台市 牟平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802405 刘悦 烟台市 牟平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800626 隋昊男 烟台市 蓬莱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802220 鲁益超 烟台市 海阳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801429 于群航 烟台市 海阳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800520 俞纯洁 烟台市 莱阳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801727 林新颖 烟台市 栖霞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800420 尹昭力 烟台市 栖霞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801808 齐晓钰 烟台市 招远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800318 王婷婷 烟台市 招远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802120 吴玉娇 烟台市 莱州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801016 杜晓瑞 烟台市 莱州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800528 林颖 烟台市 长岛综合试验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0802515 吴婧涵 烟台市 长岛综合试验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001303 张瑞琛 潍坊市 奎文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000902 范凯源 潍坊市 潍城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002502 于浩 潍坊市 高密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000522 苏希煜 潍坊市 昌邑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001529 袁伟航 潍坊市 临朐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002602 王同浩 潍坊市 临朐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001524 王浩 潍坊市 昌乐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001915 谭国亮 潍坊市 峡山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001901 李钧泽 潍坊市 峡山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003612 商云凤 潍坊市 奎文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001114 张瑜 潍坊市 潍城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002428 迟紫淼 潍坊市 高密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001814 庄茜雯 潍坊市 昌邑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003916 滕海锦 潍坊市 临朐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001127 聂曙晴 潍坊市 临朐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003022 周俊羽 潍坊市 昌乐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002902 孙苒 潍坊市 峡山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003423 周晓晗 潍坊市 峡山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002819 单凯 潍坊市 坊子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001125 孙文恒 潍坊市 寒亭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003427 张云瑞 潍坊市 青州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001410 贾志凯 潍坊市 诸城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003727 赵康 潍坊市 寿光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003106 李子祥 潍坊市 安丘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001414 李金坤 潍坊市 高密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002122 高正玮 潍坊市 昌邑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001111 祝润楠 潍坊市 临朐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002108 刘麟辉 潍坊市 昌乐县研究生（男）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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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301003424 宋箫箫 潍坊市 坊子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003205 刘欣 潍坊市 寒亭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001025 马晓金 潍坊市 青州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000930 苑笑 潍坊市 诸城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003901 尹照峰 潍坊市 寿光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002905 王宏 潍坊市 安丘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003315 尹腾翱 潍坊市 高密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001624 李腾 潍坊市 昌邑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001613 刘晓飞 潍坊市 临朐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001028 季晓瑜 潍坊市 昌乐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101608 郑伯灿 济宁市 泗水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100214 曹智辉 济宁市 微山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103020 朱奇广 济宁市 鱼台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101218 闫怡陶 济宁市 鱼台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100912 李晨 济宁市 金乡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100417 李永鑫 济宁市 嘉祥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101226 边传龙 济宁市 嘉祥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103029 孔德智 济宁市 汶上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101326 徐基恒 济宁市 汶上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100611 闫国栋 济宁市 梁山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102322 王静珂 济宁市 泗水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102826 孙漪笑 济宁市 微山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103205 殷寒敏 济宁市 鱼台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102330 赵琳 济宁市 鱼台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102327 周广锦 济宁市 金乡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101409 孔维琛 济宁市 嘉祥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101005 张之翌 济宁市 嘉祥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103321 李胜雪 济宁市 汶上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101307 郑彤 济宁市 汶上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103125 康琪 济宁市 梁山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103110 曹汐 济宁市 任城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101424 王冉 济宁市 兖州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103204 王新亮 济宁市 曲阜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101101 任君政 济宁市 邹城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102128 李宝田 济宁市 金乡县研究生男岗位

2211301102112 张宏伟 济宁市 济宁高新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101427 刘磊 济宁市 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101308 王楠楠 济宁市 任城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102517 段丽杰 济宁市 兖州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100529 刘政 济宁市 曲阜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101628 纪富冉 济宁市 邹城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102111 柳纹纹 济宁市 金乡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100922 颜廷旋 济宁市 济宁高新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103006 张春秒 济宁市 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200212 付冲 泰安市 泰山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201306 付晗 泰安市 泰山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200216 季祥 泰安市 岱岳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202113 李宏瑞 泰安市 岱岳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202221 袁振新 泰安市 新泰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200902 马永烁 泰安市 新泰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201321 刘族君持 泰安市 肥城市本科生（男）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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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301201928 赵元斌 泰安市 肥城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202224 张德专 泰安市 肥城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200111 赵欣宇 泰安市 宁阳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201715 李涛旭 泰安市 宁阳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201813 马驷骋 泰安市 宁阳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200324 焦宗乾 泰安市 东平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202505 邵长凯 泰安市 东平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201617 任传鹏 泰安市 徂汶景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200921 刘富惠 泰安市 泰山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202617 董莹 泰安市 泰山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201305 徐超慧 泰安市 岱岳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202606 韩宜霖 泰安市 岱岳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201224 冉怡萍 泰安市 新泰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200912 梁梦琦 泰安市 新泰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202001 姬畅 泰安市 肥城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202427 李欣 泰安市 肥城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200501 徐雪迪 泰安市 肥城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200319 赵洁 泰安市 宁阳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202525 刘扬 泰安市 宁阳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201024 于程 泰安市 宁阳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202326 王菲 泰安市 东平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202219 房蕊 泰安市 东平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201911 亓宇豪 泰安市 徂汶景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202008 魏帅 泰安市 新泰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200402 赵燕鹏 泰安市 东平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200724 刘佳东 泰安市 泰山景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200224 黄锐 泰安市 新泰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201118 张秀雯 泰安市 东平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200703 刘启辉 泰安市 泰山景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300926 梁书鸣 威海市 环翠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300106 郐涵 威海市 文登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301706 江禹廷 威海市 荣成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301625 曹渊 威海市 乳山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301320 王钰涵 威海市 环翠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302010 崔宏园 威海市 文登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301015 魏秀玉 威海市 荣成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301123 张一彤 威海市 乳山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301327 王真 威海市 环翠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300827 贾玥泽 威海市 文登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300804 宗建国 威海市 文登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300603 齐旭涛 威海市 荣成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301212 赵尊强 威海市 荣成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300905 冯子扬 威海市 乳山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300227 王鲁洲 威海市 乳山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301514 孔奥文 威海市 高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300904 胡佳伟 威海市 经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302007 张腾 威海市 经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301012 李程鹏 威海市 经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300822 张凯 威海市 临港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300313 刘刚 威海市 南海新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301709 刘琳 威海市 环翠区研究生（女）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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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301301906 曹嫚云 威海市 文登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301604 朱雪凝 威海市 文登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300615 毕警予 威海市 荣成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301711 于小童 威海市 荣成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301827 吕霜霜 威海市 乳山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300701 姜明鑫 威海市 乳山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301111 崔鑫茹 威海市 高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301808 李文慧 威海市 经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300521 刘静宇 威海市 经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301806 刘紫瑾 威海市 经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301324 王力媛 威海市 临港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301703 武淑君 威海市 南海新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801416 尤晓童 临沂市 河东区本科生男岗位

2211301800928 季顺意 临沂市 郯城县本科生男岗位

2211301802218 高俊卿 临沂市 兰陵县本科生男岗位

2211301801129 陈昊 临沂市 沂水县本科生男岗位

2211301801515 坤子祺 临沂市 蒙阴县本科生男岗位

2211301801921 王德雨 临沂市 平邑县本科生男岗位

2211301800729 陈晓龙 临沂市 沂南县本科生男岗位

2211301802212 高子茗 临沂市 沂南县本科生男岗位

2211301800624 焦阳 临沂市 河东区本科生女岗位

2211301802518 赵晗 临沂市 郯城县本科生女岗位

2211301800906 杨文君 临沂市 兰陵县本科生女岗位

2211301801320 刘佳伟 临沂市 沂水县本科生女岗位

2211301802727 耿云 临沂市 蒙阴县本科生女岗位

2211301800419 张悦 临沂市 平邑县本科生女岗位

2211301801529 卞方玉 临沂市 沂南县本科生女岗位

2211301800507 袁文华 临沂市 沂南县本科生女岗位

2211301801010 曾现云 临沂市 兰山区研究生男岗位

2211301802710 宋杰 临沂市 兰陵县研究生男岗位

2211301802128 盛国飞 临沂市 莒南县研究生男岗位

2211301801809 刘庆港 临沂市 莒南县研究生男岗位

2211301802123 解鑫品 临沂市 沂水县研究生男岗位

2211301800128 季鹏飞 临沂市 费县研究生男岗位

2211301801626 朱立顺 临沂市 平邑县研究生男岗位

2211301801813 杨维光 临沂市 临沭县研究生男岗位

2211301800909 黄珂磊 临沂市 高新区研究生男岗位

2211301801119 仇玉娟 临沂市 兰陵县研究生女岗位

2211301802911 王晴 临沂市 莒南县研究生女岗位

2211301803010 瞿晓颖 临沂市 莒南县研究生女岗位

2211301801513 张宇 临沂市 沂水县研究生女岗位

2211301801428 王龙飞 临沂市 费县研究生女岗位

2211301802616 曹可新 临沂市 平邑县研究生女岗位

2211301801807 王磊 临沂市 临沭县研究生女岗位

2211301801604 周子路 临沂市 高新区研究生女岗位

2211301602115 郭涛 德州市 陵城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602120 路法全 德州市 禹城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602502 刘浩 德州市 乐陵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600119 马吉浩 德州市 宁津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602213 侯杰 德州市 齐河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600926 郭林 德州市 临邑县本科生（男）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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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301602029 代尚旭 德州市 夏津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600629 王雅文 德州市 陵城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601601 肖涵 德州市 禹城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600103 徐亚菲 德州市 乐陵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602712 王滢 德州市 宁津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602705 刘玉珍 德州市 齐河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602408 张晓玮 德州市 临邑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600630 林清华 德州市 夏津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602024 徐洪杰 德州市 德城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601514 张恒 德州市 德城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602615 郑士琳 德州市 禹城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601903 郭峻宇 德州市 乐陵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601701 刘程浩 德州市 乐陵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602726 刘浩 德州市 齐河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600922 朱梓豪 德州市 临邑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601323 宗帅 德州市 临邑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600228 荆建业 德州市 平原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602401 赵顺治 德州市 武城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601412 赵伟 德州市 武城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601606 杨永康 德州市 夏津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600111 刘伟钰 德州市 庆云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602801 马文杰 德州市 德城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602617 薛超娟 德州市 德城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600410 杨婧文 德州市 禹城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600214 徐丽玮 德州市 乐陵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600602 张萌萌 德州市 乐陵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601627 李婷婷 德州市 齐河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602117 刘丽 德州市 临邑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602326 张洁茹 德州市 临邑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602106 汪明慧 德州市 平原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602003 汪洁 德州市 武城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601922 田颖 德州市 武城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602520 史志化 德州市 夏津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601920 姚越 德州市 庆云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700511 刘硕 聊城市 临清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701504 侯典旭 聊城市 临清市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702322 李海粟 聊城市 冠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700526 支润涛 聊城市 冠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701827 王培宁 聊城市 莘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702103 张昌盛 聊城市 莘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702113 王亚彪 聊城市 阳谷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700211 刘绪洁 聊城市 东阿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702709 高广鹏 聊城市 东阿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700111 刘帅豪 聊城市 高唐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702420 常子浩 聊城市 开发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701205 王雨洁 聊城市 临清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701105 齐思涵 聊城市 临清市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700206 董雨昕 聊城市 冠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701423 尹雨晴 聊城市 冠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701828 代秀丽 聊城市 莘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701929 杨玉莹 聊城市 莘县本科生（女）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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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301701701 张翔慧 聊城市 阳谷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700406 宋佳蕊 聊城市 东阿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701218 党亚珍 聊城市 东阿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701328 冯晓琳 聊城市 高唐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702016 姚梦昕 聊城市 开发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700922 杨克鹏 聊城市 东昌府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701420 张缘 聊城市 东昌府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701023 穆立喆 聊城市 冠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702207 刘凯 聊城市 莘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702621 石福瑞 聊城市 阳谷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700229 郝蕾 聊城市 东昌府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700821 李琦琦 聊城市 东昌府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702703 郭丽 聊城市 冠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702409 赫子淼 聊城市 莘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700312 许胜男 聊城市 阳谷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500924 付梓烨 滨州市 滨城区本科男职位

2211301501225 刚慎帅 滨州市 沾化区本科男职位

2211301501105 刘胜溪 滨州市 邹平市本科男职位

2211301501409 于龙基 滨州市 阳信县本科男职位

2211301501813 张永康 滨州市 阳信县本科男职位

2211301500225 李晨浩 滨州市 无棣县本科男职位

2211301500806 丁一航 滨州市 无棣县本科男职位

2211301501721 杨健 滨州市 无棣县本科男职位

2211301501217 王佳宁 滨州市 博兴县本科男职位

2211301501417 付知济 滨州市 博兴县本科男职位

2211301501812 何梦茜 滨州市 滨城区本科女职位

2211301501028 张雨馨 滨州市 沾化区本科女职位

2211301500618 王璐 滨州市 邹平市本科女职位

2211301501322 阮梦瑶 滨州市 阳信县本科女职位

2211301500824 周艳琪 滨州市 阳信县本科女职位

2211301501104 谷传楠 滨州市 无棣县本科女职位

2211301501511 袁家星 滨州市 无棣县本科女职位

2211301501821 何安然 滨州市 无棣县本科女职位

2211301500306 窦雨婷 滨州市 博兴县本科女职位

2211301500203 钟雪纯 滨州市 博兴县本科女职位

2211301501027 张铮铮 滨州市 邹平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501430 季泽伟 滨州市 邹平市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500116 邢相美 滨州市 惠民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500423 孙秀朋 滨州市 无棣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501002 李建龙 滨州市 博兴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500513 苗晓雨 滨州市 邹平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501726 周霄 滨州市 邹平市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500802 张佳慧 滨州市 惠民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501219 孙子青 滨州市 无棣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500609 王敏 滨州市 博兴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902423 薛北方 菏泽市 牡丹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2426 王宇 菏泽市 牡丹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1120 范康帅 菏泽市 牡丹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2224 薛文鹏 菏泽市 定陶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2013 刘畅 菏泽市 定陶区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0929 牛玉宁 菏泽市 曹县本科生（男）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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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301901022 刘天祥 菏泽市 曹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1515 孔千禧 菏泽市 曹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0308 王腾 菏泽市 曹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2004 王天泽 菏泽市 单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1728 时振佳 菏泽市 单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0726 李良壮 菏泽市 单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1309 刘英豪 菏泽市 单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0125 王杰 菏泽市 东明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1112 朱冠正 菏泽市 东明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1224 杨一凡 菏泽市 东明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0114 李祥 菏泽市 东明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1710 葛岚冰 菏泽市 鄄城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1812 吴振宇 菏泽市 鄄城县本科生（男）职位

2211301901214 张茹 菏泽市 牡丹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0722 陈知心 菏泽市 牡丹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1608 付婷婷 菏泽市 牡丹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1525 常峥 菏泽市 定陶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2102 许亚铭 菏泽市 定陶区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1625 耿璐 菏泽市 曹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0721 李颖颖 菏泽市 曹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2206 白晓宇 菏泽市 曹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1109 王鑫春 菏泽市 曹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2417 黄佳慧 菏泽市 单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0908 程一诺 菏泽市 单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1108 张海燕 菏泽市 单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1910 李悦 菏泽市 单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1905 何宜笑 菏泽市 东明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2301 李雨菲 菏泽市 东明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0208 刘思涵 菏泽市 东明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0309 李铭 菏泽市 东明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1820 孙亚旭 菏泽市 鄄城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1304 郝艳芹 菏泽市 鄄城县本科生（女）职位

2211301901016 曹旭 菏泽市 牡丹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900626 张世钰 菏泽市 定陶区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900101 祝永旭 菏泽市 巨野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901911 肖帅 菏泽市 鄄城县研究生（男）职位

2211301901629 崔慧慧 菏泽市 牡丹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900429 李佩佩 菏泽市 定陶区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901330 沈艺 菏泽市 巨野县研究生（女）职位

2211301901210 宋慧敏 菏泽市 鄄城县研究生（女）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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