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川市兴庆区2022年第二批直属中小学校（幼儿园）自主公开招聘
教师拟聘用人员名单

序号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1 兴庆区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王红彦 220204716

2 兴庆区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宋莉梅 220203601

3 兴庆区回民第一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管文文 220100818

4 兴庆区回民第一小学 小学美术教师 米楠楠 220517620

5 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杜升阳 220100329

6 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李珊珊 220102306

7 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杨明月 220516005

8 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马其梅 220622403

9 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李学荣 220620704

10 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张睿佼 220101110

11 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李军晶 220102410

12 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冯亚慧 220516504

13 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张瑞 220516009

14 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小学体育教师 房心雨 220310420

15 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小学体育教师 兰丹阳 220621724

16 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小学体育教师 杨建军 220311116

17 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小学体育教师 王云亮 220309230

18 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小学体育教师 马克芝 220412927 递补

19 兴庆区第三十小学（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分校） 小学数学教师 马玉悦 220205805

20 兴庆区第三十小学（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分校） 小学体育教师 安苗苗 220519018

21 兴庆区第三十小学（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分校） 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田彦梅 220310705

22 兴庆区第九小学（兴庆区第六小学湖滨分校） 小学语文教师 张媛 220100719

23 兴庆区第九小学（兴庆区第六小学湖滨分校） 小学语文教师 田丽 220102105

24 兴庆区第十二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赵佳佳 220412713

25 兴庆区第十二小学 小学音乐教师 王佳丽 220206227

26 兴庆区第十七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李晨 22010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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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兴庆区第十七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马倩楠 220622429

28 兴庆区第十八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赵晶 220309429

29 兴庆区第十八小学 小学体育教师 刘庚 220206811

30 兴庆区第二十四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徐娇 220622029

31 兴庆区第三十二小学（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健康城分校） 小学语文教师 王洋 220204225

32 兴庆区第三十二小学（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健康城分校） 小学数学教师 马琴 220621717

33 兴庆区第三十二小学（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健康城分校） 小学科学教师 马佳 220517527

34 兴庆区第三十二小学（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健康城分校）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 郭淑娟 220203716

35 兴庆区第三十二小学（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健康城分校） 小学体育教师 杨国霞 220516805

36 兴庆区第三十二小学（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健康城分校） 小学体育教师 马超 220100215

37 兴庆区第三十二小学（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健康城分校） 小学音乐教师 刘嘉敏 220310428

38 兴庆区第三十三小学（兴庆区第三小学分校） 小学语文教师 杨晓雯 220101017

39 兴庆区第三十四小学（兴庆区唐徕回民小学分校） 小学语文教师 沈彦晶 220207026

40 兴庆区第三十四小学（兴庆区唐徕回民小学分校） 小学语文教师 施佳佳 220619315

41 兴庆区第三十四小学（兴庆区唐徕回民小学分校） 小学语文教师 马亚娣 220310821

42 兴庆区第三十四小学（兴庆区唐徕回民小学分校） 小学语文教师 马萍 220205701

43 兴庆区第三十四小学（兴庆区唐徕回民小学分校） 小学数学教师 王花 220204229

44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语文教师 王海红 220103127

45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语文教师 谢梦婷 220414619

46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语文教师 何丹 220205012

47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语文教师 白之桦 220102313

48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数学教师 贾莉 220620902

49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数学教师 马小慧 220101305

50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数学教师 李晓菲 220515722

51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物理教师 逯娟娟 220518602

52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物理教师 燕浩浩 220310304

53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物理教师 李娜 220204008

54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生物教师 刘淑雅 22041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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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生物教师 余阿欣 220100603

56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思想政治教师 李晓萌 220310024

57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思想政治教师 赵雪丽 220205404

58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历史教师 王春芳 220101022

59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地理教师 舒立园 220204707

60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地理教师 杨晓琴 220516528

61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英语教师 杜萌 220412403

62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英语教师 吴玮 220100404

63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英语教师 买晓瑾 220412324

64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英语教师 王萍 220310921

65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体育教师 杨志昆 220515808

66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体育教师 王小龙 220518812 递补

67 银川市第三中学 初中心理教师 李雯 220619615

68 银川市第十二中学 初中物理教师 戴克飞 220518825

69 银川市第十二中学 初中体育教师 张帅 220516518

70 银川市第十二中学 初中信息技术教师 张娅雯 220413012

71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 初中语文教师 张欣 220622222

72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 初中语文教师 王怡菲 220516316

73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 初中数学教师 魏佳宁 220204805

74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 初中数学教师 高嘉琪 220309402

75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 初中数学教师 马小花 220621901

76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 初中地理教师 马冰瑶 220515420

77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 初中生物教师 安宁 220204620

78 银川市第二十中学 初中英语教师 马得芳 220619727

79 银川市第二十中学 初中体育教师 王宇浩 220102628

80 银川市第二十一中学 初中语文教师 杜明明 220518222

81 银川市第二十一中学 初中英语教师 郑园园 220100627

82 银川市回民中学 初中英语教师 闫亚平 22010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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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银川市回民中学 初中英语教师 呼延月琦 220203612

84 银川市第三十一中学（初中） 初中语文教师 靳勋花 220515223

85 银川市第三十一中学（初中） 初中语文教师 贺永花 220206917

86 银川市第三十一中学（初中） 初中数学教师 兰海英 220205219

87 银川市第三十一中学（初中） 初中生物教师 唐进进 220515705

88 银川市第三十一中学（初中） 初中心理教师 吕梦遥 220206129

89 银川市第三十一中学（高中） 高中英语教师 贺丽英 220204006

90 银川市第三十一中学（高中） 高中信息技术教师 张小佳 220101508

91 银川市第二幼儿园 幼儿教师 韩雅星 220706102

92 银川市第二幼儿园 幼儿教师 谢萌 220701317

93 银川市第二幼儿园 幼儿教师 高敏 220702910

94 银川市第二幼儿园 幼儿教师 马婧 220705418

95 银川市第二幼儿园 幼儿教师 吴娜娜 220704223

96 银川市第二幼儿园 幼儿教师 常景 220704614

97 银川市第三幼儿园 幼儿教师 程甜甜 220701525

98 银川市第三幼儿园 幼儿教师 景洁娜 220700629

99 银川市第四幼儿园 幼儿教师 陈瑞 220700905

100 银川市第四幼儿园 幼儿教师 王淑华 220701830

101 银川市第四幼儿园 幼儿教师 高书鸣 220705412

102 银川市第四幼儿园 幼儿教师 安彦慧 220701211

103 银川市第五幼儿园 幼儿教师 林如洁 220706227

104 银川市第五幼儿园 幼儿教师 赵琦 220700312

105 银川市第五幼儿园 幼儿教师 吴巧玲 2207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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