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招聘单位 岗位名称 姓名 面谈初选成绩

1 日照市特殊教育学校 特教教师 刘军凤 79.60

2 日照市特殊教育学校 特教教师 刘晓梦 85.00

3 日照市特殊教育学校 特教教师 刘子涵 88.60

4 日照市特殊教育学校 特教教师 孟黎明 80.40

5 日照市特殊教育学校 特教教师 闫方亚 78.20

6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丁莉 81.80

7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范媛媛 85.00

8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高仟惠 85.80

9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兰文 85.60

10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李晗 77.40

11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刘英杰 80.40

12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牟婧 82.00

13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潘鹏云 84.80

14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王钰 76.80

15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薛晨 79.00

16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于悦 80.60

17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张情 84.50

18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安萍萍 81.00

19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程莹莹 82.20

20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丁泉月 83.20

21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董玉华 80.00

2022年日照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急需紧缺青年人才
优选面谈初选成绩

    按照《2022年日照市市属事业单位急需紧缺青年人才优选公告》《2022年日照市
市属事业单位急需紧缺青年人才优选综合类岗位面谈初选公告》《2022年日照市教育
局直属学校急需紧缺青年人才优选面谈初选公告》等有关规定，现将日照市教育局直
属学校面谈初选成绩予以公布。

                                                     日照市教育局
                                                     2022年6月21日



序号 招聘单位 岗位名称 姓名 面谈初选成绩

22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韩诗 85.80

23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汉强 81.40

24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何应心 80.60

25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李发杰 83.40

26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李凯文 81.40

27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李咏雪 76.60

28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刘松欣 77.60

29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庞晓艳 79.80

30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王湘臻 82.40

31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王新月 81.50

32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王艳君 77.50

33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夏培艳 78.40

34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谢蕾 79.00

35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杨蕊 83.20

36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杨书香 83.80

37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杨洋 82.60

38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张长娥 79.60

39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张佳蓓 79.40

40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郑筱菡 83.20

41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地理教师 祝凤琦 81.80

42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安敏 71.60

43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安淑阳 69.60

44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陈姿含 75.80

45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费晓宇 74.00

46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何忠杰 75.20

47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侯传娜 78.00

48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姜喆 72.20

49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李珂 73.20



序号 招聘单位 岗位名称 姓名 面谈初选成绩

50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李钊全 79.80

51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刘铭 75.60

52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刘莹 78.80

53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吕咪咪 74.60

54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莫文凯 65.20

55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潘广燕 73.00

56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尚青霏 72.80

57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司娜 76.60

58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孙彦婷 75.00

59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孙宇 68.40

60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王丹 76.00

61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王佳男 77.60

62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王培源 77.40

63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王雅新 71.80

64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王艳霞 77.40

65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魏久云 76.40

66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徐琦 78.00

67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杨淑妮 77.60

68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张丽 78.80

69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赵文彤 74.80

70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周圆圆 72.20

71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政治教师 庄文丽 74.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