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年度枣庄市各级机关招录公务员第一批拟录用人员名单
招录机关 用人单位 职位名称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毕业院校或工作单位 举报电话

中共枣庄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监察委员会 派驻机构 纪检监察职位A 2201040102104 崔哲 女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德州销售分公司 0632-3321448

中共枣庄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监察委员会 派驻机构 纪检监察职位A 2201040501703 赵林林 男 枣庄市台儿庄区教育和体育局 0632-3321448

中共枣庄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监察委员会 派驻机构 纪检监察职位B 2201040101901 陈媛 女 宿州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管理中心 0632-3321448

中共枣庄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监察委员会 派驻机构 纪检监察职位C 2201040502928 王雨柔 女 滕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0632-3321448

中共枣庄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监察委员会 派驻机构 纪检监察职位C 2201040501026 宋梓逸 男 山东伦祥建设有限公司 0632-3321448

中共枣庄市委宣传部 机关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100724 鹿紫菡 女 南京艺术学院 0632-3321834

中共枣庄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机关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403526 孙高升 男 枣庄市峄城区城乡水务发展中心 0632-3315701

中共枣庄市委政法委员会 机关 综合文字职位 2201040502603 朱倩 女 山东师范大学 0632-8175716

中共枣庄市委政法委员会 机关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100325 王洋洋 男 安徽财经大学 0632-8175716

中共枣庄市委政法委员会 机关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503913 熊健龙 男 山东科技大学 0632-8175716

中共枣庄市委政策研究室（中共枣庄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机关 调研职位 2201040502817 康迪 男 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发展和改革局 0632-8686566

中共枣庄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机关 网络安全管理职位 2201040403820 李泉伦 男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0632-8681886

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机关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500719 许高雅 女 山东大学 0632-8888936

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机关 行政综合职位 2201040400202 朱小兰 女 枣庄市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0632-3355019

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机关 财务管理职位 2201040500613 甘洪洪 女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0632-3355019

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机关 价格管理职位 2201040502024 董键 男 山东峄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632-3355019

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机关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500819 尹晓慧 女 滕州市住房建设事业发展中心 0632-3355019

枣庄市教育局 机关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502326 金中 男 枣庄市港航和机场建设发展中心 0632-3319602

枣庄市科学技术局 机关 科技管理职位 2201040503626 陈晨 女 枣庄市台儿庄区工信局 0632-3314164

枣庄市科学技术局 机关 科技管理职位 2201040500210 程昌允 男 济南嘉乐生殖医院 0632-331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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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机关 普通管理职位A 2201040503310 高闻达 男 中共枣庄市委办公室专用通信局 0632-3318933

枣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机关 普通管理职位A 2201040500716 李源 男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总工会 0632-3318933

枣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机关 普通管理职位B 2201040502104 潘威辰 男 烟台大学 0632-3318933

枣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机关 普通管理职位C 2201040502208 李鹏 女 枣庄市审计服务中心 0632-3318933

枣庄市民政局 机关 综合文字职位 2201040500527 孙文娟 女 滕州市实验小学 0632-3314161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职位 2201040404126 顾永 男 枣庄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0632-3311658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职位 2201040400526 晁臻 男 山东大学 0632-3311658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职位 2201040404004 陈所 男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老干部服务中心 0632-3311658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枣庄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 劳动保障监察职位 2201040403416 王淑源 女 英国邓迪大学 0632-3311658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机关 土地矿产规划管理职位 2201040500303 霍纯晓 男 青岛农业大学 0632-8662079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机关 土地矿产规划管理职位 2201040501613 张一萍 女 枣庄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 0632-8662079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机关 土地矿产规划管理职位 2201040500614 王美琦 女 微山县建筑设计院 0632-8662079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综合执法支队 综合执法职位A 2201040102017 林娇青 女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0632-8662079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综合执法支队 综合执法职位B 2201040100607 秦天邦 男 西南科技大学 0632-8662079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综合执法支队 综合执法职位B 2201040100924 宋大伟 女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0632-8662079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综合执法支队 综合执法职位C 2201040500517 齐春婷 女 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宿豫分局 0632-8662079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综合执法支队 综合执法职位C 2201040500818 董方方 女 山东正恒建业土地整治规划有限公司 0632-8662079

枣庄市生态环境局 枣庄市生态环境局薛城分局 生态环境监督监测职位 2201041001102 张智博 男 叶县环境保护局 0632-3285056

枣庄市生态环境局 枣庄市生态环境局市中分局 生态环境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1002223 张桐桐 男 中国矿业大学 0632-3285056

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关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304413 冯志业 男 山东瑞达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0632-8665567

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关 工程管理职位 2201040302328 王玉龙 男 山东金佰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632-8665567

枣庄市商务局 机关 法制管理岗 2201040300322 龙颢毓 男 枣庄市台儿庄区环境事务服务中心 0632-3321097

枣庄市商务局 机关 综合文字岗 2201040300216 曲明亮 男 济宁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0632-332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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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机关 医疗卫生管理职位 2201040302909 殷悦 男 山东中医药大学 0632-3316725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机关 财务管理职位 2201040301318 张舒欣 女 济南大学 0632-3316725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枣庄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支队 卫生综合执法职位 2201040303403 张方方 女 枣庄市峄城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0632-3316725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枣庄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支队 卫生综合执法职位 2201040300909 高晶 女 烟台大学 0632-3316725

枣庄市应急管理局 机关 安全生产监管职位 2201040302408 孙桦 女 微山县应急管理局 0632-8685071

枣庄市应急管理局 机关 法制审核职位 2201040300228 宋雪 女 枣庄市市中区交通运输局 0632-8685071

枣庄市应急管理局 枣庄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安全生产基础辅助职位A 2201040304009 吕南 男 山东科技大学 0632-8685071

枣庄市应急管理局 枣庄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安全生产基础辅助职位B 2201040303230 蔡林 男 枣矿集团岱庄煤业公司 0632-8685071

枣庄市应急管理局 枣庄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安全生产基础辅助职位C 2201040304008 陈伟 男 山东省保时通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枣庄分公司 0632-8685071

枣庄市应急管理局 枣庄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综合文字职位 2201040101122 佟聪聪 女 黑龙江大学 0632-8685071

枣庄市应急管理局 枣庄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地震灾害监测职位 2201040100627 李根 男 河南八度土地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0632-8685071

枣庄市应急管理局 枣庄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防汛抗旱监管职位 2201040304222 周广浩 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0632-8685071

枣庄市应急管理局 枣庄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信息化建设职位 2201040302302 李萌萌 女 临沂大学 0632-8685071

枣庄市应急管理局 枣庄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安全生产综合协调职位 2201040303917 钟儒雅 女 山东师范大学 0632-8685071

枣庄市应急管理局 枣庄市应急救援保障中心 安全生产保障职位 2201040301804 王新成 男 山东建筑大学 0632-8685071

枣庄市审计局 机关 审计职位A 2201040303019 赵如萍 女 青岛黄海学院 0632-3696882

枣庄市审计局 机关 审计职位A 2201040301214 隋媛 女 枣庄市薛城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0632-3696882

枣庄市审计局 机关 审计职位B 2201040303125 张真 男 枣庄市山亭区桑村镇政府 0632-3696882

枣庄市审计局 机关 审计职位B 2201040102403 周苡冉 女 华北理工大学 0632-3696882

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机关 行政审批职位 2201040400116 张涛 男 枣庄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0632-3168677

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机关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302926 刘娜 女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0632-3286072

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机关 市场监管综合职位 2201040400409 李昂 男 青岛农业大学 0632-3286072

枣庄市统计局 机关 统计业务职位 2201040302213 张千喜 男 德州学院 0632-3318952

第 3 页，共 14 页



招录机关 用人单位 职位名称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毕业院校或工作单位 举报电话

枣庄市统计局 机关 统计业务职位 2201040300716 刘家卉 女 山东大学 0632-3318952

枣庄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机关 业务研究职位 2201040303829 王晓玲 女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薛城支行 0632-8059600

枣庄市信访局 机关 财务管理职位 2201040101911 李琳 女 盱眙县实验小学 0632-3314043

枣庄市信访局 机关 行政综合职位 2201040402114 李琛 女 齐鲁师范学院 0632-3314043

枣庄市能源局 机关 能源管理职位 2201040500526 霍明阳 男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0632-3066655

枣庄市城市管理局 机关 城市管理职位 2201040501507 王灏 男 石河子大学 0632-3168999

枣庄市投资促进局 机关 财务管理职位 2201040403024 张嘉阳 女 江苏科技大学 0632-3321097

枣庄台儿庄古城管理委员会 机关 财务会计职位 2201040300908 路凤 女 山东省枣庄市台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632-6679026

枣庄台儿庄古城管理委员会 机关 法律事务管理职位 2201040301117 杨丽 女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0632-6679026

枣庄市司法局 机关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302401 邵彬 女 枣庄市市中区机构编制和实名制管理事务中心 0632-3327635

枣庄市司法局 机关 法治宣传职位 2201040302217 张晋 男 山东艺术学院 0632-3327635

枣庄市司法局 枣庄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医疗技术职位A 2201041003413 王振生 男 南阳市宛城区红泥湾镇卫生院 0632-3327635

枣庄市司法局 枣庄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医疗技术职位A 2201040602730 张斌 男 枣庄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0632-3327635

枣庄市司法局 枣庄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医疗技术职位B 2201040605012 陈思一 男 贾汪区人民医院 0632-3327635

枣庄市司法局 枣庄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戒毒管理（定向）职位 2201040603818 牛乾宇 男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0632-3327635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机关 法官助理职位A 2201040401623 孔燕秋 女 复旦大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机关 法官助理职位A 2201040402315 孙现卿 女 西南大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机关 法官助理职位A 2201040403623 梁天枢 女 浙江工商大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机关 法官助理职位A 2201040101917 王琪璇 女 沈阳师范大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机关 法官助理职位A 2201040402619 黄振山 男 山西财经大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机关 法官助理职位B 2201040301414 张洪云 女 滕州市人民法院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机关 法官助理职位B 2201040304726 张开慧 女 山东善国律师事务所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机关 法官助理职位B 2201040301710 晁鹏 男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0632-868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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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滕州市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0803015 赵峰 男 滕州市自然资源局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滕州市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1001508 李浩然 男 上海政法学院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滕州市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0801520 刘静 女 山东政法学院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滕州市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0804520 王欣玲 女 临沂市郯城县信访局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滕州市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0802813 吴洪丽 女 上海大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滕州市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0804123 邱斌 男 福州大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滕州市人民法院 司法行政职位 2201040803729 刘敏 女 山东新铧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枣庄分公司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滕州市人民法院 司法行政职位 2201040801021 赵梦珂 女 中国人寿保险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滕州市人民法院 司法行政职位 2201041000318 宋雯瑾 女 南通市海安市融媒体中心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1000711 王鑫 女 南京师范大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0803319 马丽丽 女 山东政法学院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0804018 金浩楠 男 山东信雅律师事务所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0802906 张恒 男 甘肃政法大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0802015 赵文静 女 山东政法学院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1000923 张姣姣 女 安徽财经大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信息化管理职位 2201040801907 杨公平 男 山东省高速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职位 2201040800306 李兆成 男 潍坊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司法行政职位 2201040804413 宋鸽 女 江西师范大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司法行政职位 2201040801513 徐浩然 男 山东工商学院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A 2201040701010 刘畅 女 齐鲁工业大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A 2201040702213 赵娣 女 烟台大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B 2201040802903 徐华 女 沈阳师范大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B 2201040800715 陈思 女 山东舜天（枣庄）律师事务所 0632-868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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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B 2201040804203 殷翔宇 男 德州学院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职位 2201040801322 赵启昊 男 山东警察学院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司法行政职位 2201040800930 宋亚丽 女 莒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0704328 夏琳平 女 山师大峄城实验高级中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0704119 张浩 男 山东舜天（枣庄）律师事务所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0701321 孙昂 男 枣庄市鲁南公证处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0702924 范光洋 男 滕州信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0700105 高安芳 女 山东政法学院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1003815 叶和申 男 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职位 2201040703914 汪姣 女 重庆警察学院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职位 2201040702220 王晓文 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法院 司法行政职位 2201040700714 付甜甜 女 山东省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法院 信息化管理职位 2201041000416 郑豪 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一零八工厂 0632-8681246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法院 法官助理职位 2201041002322 郑子为 男 中国矿业大学 0632-8681246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机关 检察官助理职位A 2201040300210 冯月明 女 西南政法大学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机关 检察官助理职位A 2201040303426 庄欣茹 女 甘肃政法大学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机关 检察官助理职位A 2201040303007 李恩汝 女 山东君雅律师事务所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机关 检察官助理职位A 2201040301011 黄平 女 枣庄市乡村振兴发展中心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机关 检察官助理职位A 2201040304515 崔丹 女 枣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机关 检察官助理职位B 2201040303326 赵思琦 女 临沂市罗庄区公证处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机关 检察官助理职位B 2201040302318 刘统心 男 甘肃政法大学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机关 检察官助理职位B 2201040303111 任滕 女 山东师范大学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机关 检察官助理职位B 2201040302807 颜建行 男 甘肃政法大学 0632-301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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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滕州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A 2201040702717 耿文波 女 烟台大学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滕州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A 2201040704424 王文慧 女 中共中央党校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滕州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A 2201041001104 王慧 女 江苏省茵之杰律师事务所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滕州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A 2201040702014 孔祥昕 男 滕州市人民检察院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A 2201040704421 种衍旺 男 枣庄市薛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A 2201041000620 李嘉懿 女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人事服务中心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A 2201040700209 郭凯 男 郑州工商学院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B 2201040704516 殷正 男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B 2201040704910 孙琪 女 山东政法学院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C 2201041001124 金琪琦 女 永嘉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C 2201040703130 张迪雅 女 山东政法学院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C 2201040703012 刘娜 女 山东晟众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检察院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702325 王娇 女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 2201040700903 王春光 男 曲阜师范大学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 2201040703013 刘雪敏 女 山东科圣律师事务所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 2201040704608 孙华欣 男 杭州师范大学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 2201040702908 曹艺璇 女 青岛科技大学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 2201041000224 袁茵 女 中国矿业大学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 2201041002203 李天骄 女 辽宁大学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 2201040702626 张蕊 女 枣庄中汇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 2201040703722 肖佳蓓 女 山东政法学院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 2201040702224 万广富 男 枣庄市市中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 2201040702304 孙妍 女 山东齐鲁（枣庄）律师事务所 0632-301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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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检察院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700503 刘潇 女 山东师范大学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检察院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703017 刘敏 女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 2201040701906 张雪梅 女 曲阜师范大学 0632-3011925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职位 2201041001809 鹿艳 女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 0632-3011925

枣庄市总工会 机关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402624 孙威 男 景德镇陶瓷学院 0632-3319374

枣庄市科学技术协会 机关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300625 李彤 女 曲阜师范大学 0632-8059001

中共枣庄市委党史研究院（枣庄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机关 综合职位 2201040302015 郭婷婷 女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0632-8685016

枣庄市档案馆 机关 文秘综合职位 2201040403903 陈曦 女 曲阜师范大学 0632-3314174

枣庄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机关 行政管理职位A 2201040402305 孙妍 女 枣庄市峄城区实验小学 0632-8059988

枣庄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机关 行政管理职位B 2201040403619 魏新明 男 枣庄农商银行峄城支行 0632-8059988

枣庄市人民政府决策研究中心 机关 综合文字职位 2201040400603 袁帅 男 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0632-3331837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中共滕州市纪委市监委机关 纪检监察职位 2201040703402 王瑞瑞 女 山东财经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中共滕州市纪委市监委机关 纪检监察职位 2201040703503 韩惜因 女 枣庄学院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中共滕州市委办公室 综合文字职位 2201040704312 张家微 女 潍坊学院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中共滕州市委办公室 文秘调研综合职位 2201040704316 屈云康 男 滕州农商银行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中共滕州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701626 孟丽 女 山东政法学院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中共滕州市委政法委员会 综合文字职位 2201040700507 孟凡秀 女 山东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中共滕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机关党建职位 2201040701901 张壮 男 南阳师范学院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1003621 董思成 男 云南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 财务会计职位 2201040701522 郝梦真 女 青岛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装备制造业管理职位 2201040702705 王鹏聪 男 吉林化工学院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装备制造业管理职位 2201040704804 张兴龙 男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财政局 财政管理职位 2201040703403 杨柳 女 枣庄市心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0632-588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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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自然资源局 综合文字职位 2201040702505 吕倩倩 女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自然资源局 自然资源管理职位 2201040700403 狄亚斐 女 滕州东方圣典置业有限公司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规划职位 2201041000722 吴奇泽 男 大连理工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财务审计职位 2201040700504 李迎雪 女 聊城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农业农村局 法律事务职位 2201040703219 吕宇 女 山东省三河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农业农村局 综合行政职位 2201040702321 刘海凤 女 潍坊医学院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综合文字职位 2201040700317 张凤瑞 男 齐鲁师范学院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卫生健康局 医政医管职位 2201040701320 尤荣超 男 潍坊医学院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卫生健康局 医政医管职位 2201040703103 董晓艺 女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应急管理局 应急管理职位 2201040700914 卞雯 女 曲阜师范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审计局 审计职位 2201040702002 黄昊 男 滕州市城关龙泉电器厂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国资监管职位 2201040702310 蒋亿申 女 滕州市水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行政审批职位 2201040700321 孔晨 男 枣庄市山亭区城头镇人民政府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办公室综合职位 2201040701424 商博 男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政府政务推进中心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全监管职位A 2201040201118 卜乙 女 青岛农业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全监管职位A 2201040200105 王怡然 男 湖北科技学院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全监管职位A 2201040200712 张萌 女 苏州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全监管职位A 2201040200930 赵怀远 男 青岛科技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全监管职位B 2201040102916 姜廷建 男 安徽农业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全监管职位B 2201040200514 刘思雨 女 滕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全监管职位B 2201040201409 张国庆 男 山东丰源轮胎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制职位A 2201040200114 赵月清 女 成均馆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制职位A 2201040103009 刘林青 女 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党群服务中心 0632-588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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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制职位B 2201040102808 徐雷 男 巢湖市市场监管局稽查大队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制职位B 2201040200402 蒋倩 女 山东女子学院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102912 倪晴 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102820 夏明晶 女 天津财经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综合执法职位 2201040201123 张振锟 男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统计局 统计职位 2201040701820 屈超 男 山西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财务职位 2201040803016 张艺凡 女 枣庄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综合文字职位 2201040804129 韩艳玲 女 德州市德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滕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信息技术职位 2201040801817 谢天 男 枣庄市峄城区特殊教育学校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中共滕州市委党校 教学管理职位 2201040803627 刘洪海 男 山东财经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中共滕州市委党校 教学管理职位 2201041002502 冯允 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滕州市委组织部 中共滕州市委党校 教学管理职位 2201040800522 孙宇昂 女 曲阜师范大学 0632-5888133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纪委区监委机关 纪检监察职位B 2201040901107 齐祥茹 女 微山县财政局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纪委区监委机关 纪检监察职位B 2201041000622 梁化聪 男 江苏睢宁润鑫投资有限公司（派遣至江苏省睢宁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办公室 文秘职位 2201040900130 张瀚文 女 中国香港教育大学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办公室 文秘职位 2201040901606 于玲 女 青岛理工大学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宣传部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900704 种洁 女 广西大学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901823 关力 男 聊城大学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901618 张飘月 女 青岛大学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薛城区司法局 法律服务职位 2201040900915 孙浩然 男 枣庄市峄城区底阁镇人民政府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薛城区司法局 法律服务职位 2201040901203 蒋振 男 滕州市柴胡店镇政府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薛城区财政局 财政预算管理职位 2201040901807 赵雨晴 女 山东大学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薛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901014 韩彤 女 西北政法大学 0632-441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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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薛城区交通运输局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903208 孙耀晋 男 共青团叶城县委员会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薛城区农业农村局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903429 陈梦嘉 女 枣庄学院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薛城区文化和旅游局 旅游管理职位 2201040904104 宫红霞 女 山东工商学院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薛城区卫生健康局 卫生健康管理职位 2201040903619 张涵 女 北京中医药大学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薛城区卫生健康局 卫生健康管理职位 2201040900710 王璇 女 济宁医学院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法制管理职位 2201040200425 苏纯 女 枣庄高新区大数据产业园区运营公司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人民政府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901123 平其永 男 青岛肯德基有限公司薛城万达餐厅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人民政府 经济管理职位 2201040904127 孙房可心 女 枣庄市市中区红旗小学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人民政府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903102 高飞 女 枣庄学院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薛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人民政府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902112 刘道旺 男 枣庄市消防救援支队 0632-4412088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发展和改革局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1000426 甄魏 女 宁夏大学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教育和体育局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601524 季玉洁 女 山东管理学院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应急管理局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602522 刘诗茹 女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司法局 司法行政职位 2201040602929 吕坤 男 山东中盛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司法局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601723 管淑筠 女 泰山学院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600923 刘子淦 男 青岛工学院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 劳动监察职位 2201040604824 陈方媛 女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枣庄中心支公司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 劳动监察职位 2201040600121 王艺雅 女 山东师范大学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 劳动监察职位 2201040605813 周淼 女 山东亿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 劳动监察职位 2201040602616 张蓝月 女 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法院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 劳动监察职位 2201040603805 田智晗 女 山东女子学院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队 劳动监察职位 2201041002118 陈素素 女 北京建筑大学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党校 党史哲学教研职位 2201041002714 宋华京 女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0632-886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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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人民政府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705011 魏嘉良 男 枣庄市市中区光明路街道办事处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桑村镇人民政府 经济管理职位 2201040703110 杨友新 女 滕州市龙泉街道文昌社区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城头镇人民政府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702830 张凯 女 枣庄高新区兴城街道办事处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冯卯镇人民政府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704617 赵娜 女 滕州阿斯顿英语学校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水泉镇人民政府 财务管理职位 2201040701422 曹正会 男 枣庄市政建设集团股份公司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人民政府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1002527 李辉 男 邳州经济开发区经源招商有限公司 0632-8866636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宣传部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804117 张绮雯 女 枣庄市气象局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804810 殷召国 男 山东财经大学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发展和改革局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800917 许明月 女 山东大学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教育和体育局 文秘管理职位 2201041001224 许凌珠 女 沈阳工业大学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教育和体育局 财务管理职位 2201040903505 张国庆 男 山东鲁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财政局 普通管理职位A 2201040904623 田雪寒 女 青岛大学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财政局 普通管理职位B 2201040901502 李滕 女 中国矿业大学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城乡建设管理职位A 2201040904208 李雯 女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城乡建设管理职位B 2201040901303 刘杰 男 山东建筑大学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城乡水务局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901926 冯超 男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卫生健康局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903509 高瑞 女 上海健康医学院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应急管理局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902725 种军伟 男 宁夏警官职业学院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审计局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904001 彭帅 男 枣庄市宏礼建设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900105 王泽凡 男 天津城建大学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执法职位 2201040201026 欧阳春雨 女 重庆文理学院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药品综合监管职位 2201040201508 贺成志 男 济宁新脉源商贸有限公司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司法局 法治调研与督察职位 2201040901826 冯志强 男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0632-392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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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人民政府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903207 马辉 男 枣庄市市中区江山实验学校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齐村镇人民政府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900427 刘露 女 济南大学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文化路街道办事处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902001 戚贵龙 男 四川传媒学院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市中区矿区街道办事处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1001005 杨新强 男 徐州工程学院 0632-3921755

中共枣庄市峄城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峄城区委组织部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601928 褚晓杰 女 山东科技大学 0632-7711579

中共枣庄市峄城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峄城区委宣传部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601816 孟小力 女 山东交通学院 0632-7711579

中共枣庄市峄城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峄城区委统战部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605819 董逸清 女 山东政法学院 0632-7711579

中共枣庄市峄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604430 李彤 女 聊城大学 0632-7711579

中共枣庄市峄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峄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600318 楚守印 男 济宁学院 0632-7711579

中共枣庄市峄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峄城区司法局 司法行政职位 2201040600807 贾传伟 男 枣庄市运兴公证处 0632-7711579

中共枣庄市峄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人民政府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604519 卢庆正 男 枣庄市峄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0632-7711579

中共枣庄市峄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峄城区吴林街道办事处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604111 李昕颖 女 滕州沐恩文化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0632-7711579

中共枣庄市峄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峄城区吴林街道办事处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603016 潘俊杰 男 枣庄光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632-7711579

中共枣庄市峄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峄城区坛山街道办事处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602113 李睿杰 男 枣庄学院 0632-7711579

中共枣庄市峄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人民政府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605821 狄胜 男 华润三九（枣庄）药业有限公司 0632-7711579

中共枣庄市峄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人民政府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603216 张茜 女 枣庄市薛城区卫生健康局 0632-7711579

中共枣庄市峄城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峄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605106 程耀 男 枣庄市薛城区国有资产运营服务中心 0632-77115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纪委区监委机关 纪检监察职位 2201040802702 杜甲龙 男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台儿庄分公司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宣传部 宣传文秘职位 2201040804507 杨传源 男 菏泽学院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801006 刘长城 男 枣庄学院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政法委员会 综合文秘职位 2201040804125 戚宇恒 男 郯城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1002529 李浩男 男 徐州工程学院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政府办公室 综合职位A 2201040803802 李舒月 女 山东大学 0632-661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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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政府办公室 综合职位B 2201041002106 王生生 男 贾汪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802705 王梦婷 女 青岛理工大学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司法局 镇街司法所司法行政职位 2201040804318 张震 男 德州学院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司法局 镇街司法所司法行政职位 2201040800927 张培慧 女 锐博人力资源公司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司法局 镇街司法所司法行政职位 2201041000825 董子浚 男 睢宁县人社局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司法局 镇街司法所司法行政职位 2201040803529 郑涵 女 山东中医药大学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司法局 镇街司法所司法行政职位 2201041001316 张力川 男 邳州市司法局邹庄司法所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司法局 镇街司法所司法行政职位 2201040801305 马力 男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商务局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交通运输局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803508 郭淑婷 女 俄罗斯顿河国立技术大学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城乡水务局 建设规划职位 2201041002325 李智勇 男 蚌埠学院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农业农村局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1002126 徐明哲 女 中国科学院大学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卫生健康局 财务职位 2201041001419 李樱 女 扬州大学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卫生健康局 综合职位 2201041001314 张强 男 淮阴工学院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应急管理局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801919 杨琛 男 枣庄学院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普通管理职位A 2201041002818 张丽妍 女 华北理工大学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普通管理职位B 2201040801611 谭腾 男 枣庄学院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803007 李钰鑫 女 西安科技大学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人民政府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1003006 闫长顺 男 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分局马庄派出所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邳庄镇人民政府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804111 杨垒 男 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人民政府 0632-6618379

中共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组织部 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屯镇人民政府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1001423 史润书 男 徐州工程学院 0632-6618379

枣庄高新区党群工作部 枣庄高新区张范街道办事处 普通管理职位 2201040702612 周晓璐 女 山东天璞国际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0632-869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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