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岗位编号 引进单位 岗位 姓名 身份证号码

3001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学专业教师（一） 杨雯雯 320203********122X

3001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学专业教师（一） 陈雪飞 321283********7661

3002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学专业教师（二） 李雯 320803********5026

3002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学专业教师（二） 张广良 371427********4315

3002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学专业教师（二） 常睿麟 410504********502X

3002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学专业教师（二） 邵冰洁 342423********2281

3002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学专业教师（二） 李培星 362401********2040

3004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二） 靳坤 130723********0822

3004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二） 吕景瑞 411102********0063

3004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二） 李芷嫣 412825********0049

3004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二） 宗心怡 320282********3821

3004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二） 孔利 341225********044X

3005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 梁淼 320721********0048

3005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 倪天予 320205********0028

3005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 庄秋月 321323********5523

3005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 舒馨 320829********0244

3005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 魏鑫 371327********1523

3006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邮政快递智能技术专业教师 江佳佳 341021********9744

3006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邮政快递智能技术专业教师 王新月 130923********102X

3006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邮政快递智能技术专业教师 华慧 321023********0225

3006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邮政快递智能技术专业教师 简锦姗 360502********1329

3006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邮政快递智能技术专业教师 郭思宁 372901********0216

3007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教师 顾昕纯 320981********0244

3007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教师 蔡嘉欣 420502********1129

3007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教师 朱珠 320803********3627

3007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教师 徐道通 370783********3316

3008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信息管理专业教师 李峙萍 230709********032X

3008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信息管理专业教师 吴濛笛 320283********1866

3008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信息管理专业教师 许珂铭 320282********0361

3008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信息管理专业教师 尹仟慧 130323********0027

3008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信息管理专业教师 陈甜甜 411503********5324

300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教师 吴大然 342601********0633

300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教师 马诗艺 371082********5328

300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教师 陈龙 411121********5032

300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教师 徐莹 371311********3222

300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教师 赵雨宸 320204********2022

3011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教师 娄方园 411425********7247

3011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教师 汪徐真意 320283********4412

3011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教师 谈峰卉 320282********0209

3011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教师 李嘉诚 321181********1013

3011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教师 陈宸 411522********4836

3012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教师 落莉莉 140602********0529

3013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专业教师（一） 顾思宇 320623********6662

3013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专业教师（一） 周孟儒 320321********4222

3013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专业教师（一） 陈星宇 411325********9011

3013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专业教师（一） 李胤龙 320204********1612

3013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专业教师（一） 林海 350702********082X

3014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专业教师（二） 茆瀚月 320831********0048

3014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专业教师（二） 马刚 321023********4837

3014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专业教师（二） 吴限 371325********3433

3014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专业教师（二） 何韵玲 34290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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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4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专业教师（二） 邵鑫 320925********0012

3015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控制类专业教师(一） 沈欣怡 320283********2286

3015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控制类专业教师(一） 白士宇 210882********1833

3015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控制类专业教师(一） 沈运哲 320211********3415

3015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控制类专业教师(一） 李雪 320921********4620

3015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控制类专业教师(一） 芮佳丽 320125********5822

3015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控制类专业教师(一） 张效铭 152128********1839

3015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控制类专业教师(一） 何朴想 412724********257X

3015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控制类专业教师(一） 徐杰 321023********2415

3016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控制类专业教师（二） 赵子锋 220622********0016

3016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控制类专业教师（二） 陶渊 130702********0316

3016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控制类专业教师（二） 刘正军 342401********9150

3016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控制类专业教师（二） 包骐乐 320283********0602

3016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控制类专业教师（二） 李宙真 321283********2813

3017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教师 包威 220523********0115

3017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教师 赵锦程 210782********1641

301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二） 刘坤 130731********0027

301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二） 王琳玲 320923********4248

301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二） 高加康 372323********3311

301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二） 李鑫焱 341602********1588

301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二） 王喜亭 410381********5021

301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二） 苏政睿 371428********354X

301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二） 方亦驰 320502********0523

301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二） 姜甜甜 320826********122X

301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二） 毛云秋 321088********0020

301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二） 杨林玉 410581********9042

301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二） 谢泽栋 340406********3019

301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二） 杨芸 320928********1529

301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二） 戴宁馨 320113********2062

301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二） 顾姗姗 320804********0501

301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二） 冉敏 500101********8980

301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师（二） 刘亚兰 622627********3066

3020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专职心理教师 吴燕 340221********7862

3020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专职心理教师 张静怡 370103********6720

3020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专职心理教师 曹雪莲 340702********102X

3020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专职心理教师 冯靖彦 330421********0026

3020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专职心理教师 郭晓慧 140621********2845

3022 无锡开放大学 计算机专业教师 金玲彬 331082********9067

3022 无锡开放大学 计算机专业教师 马路遥 410181********0026

3022 无锡开放大学 计算机专业教师 何佳慧 430111********2120

3022 无锡开放大学 计算机专业教师 石津妮 371327********6021

3022 无锡开放大学 计算机专业教师 常燚 321282********5429

3022 无锡开放大学 计算机专业教师 刘学 321084********0117

3022 无锡开放大学 计算机专业教师 张琳钰 320683********3362

3022 无锡开放大学 计算机专业教师 喻冰洁 340621********932X

3023 无锡开放大学 语文教师 方礼蕊 530602********5220

3023 无锡开放大学 语文教师 丁依菁 340823********0029

3023 无锡开放大学 语文教师 蔡旭 321002********6428

3023 无锡开放大学 语文教师 周雪扬 320582********1124

3023 无锡开放大学 语文教师 程梦菲 410181********5101

3023 无锡开放大学 语文教师 季雯静 320683********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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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3 无锡开放大学 语文教师 陈悦 320902********4024

3023 无锡开放大学 语文教师 胡洁 342622********3628

3024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吴北宸 411102********0088

3024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尹小玉 320301********1628

3024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余蔡彤 342523********7623

3024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陶晶晶 360481********4823

3024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韩姚雨佳 142601********2321

3024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胡亚珂 411024********8565

3024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王玲姿 140123********3327

3024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高洋 370481********1219

3025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黄晨 321002********581X

3025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王周 320323********1210

3025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牟鹏 342522********2413

3025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马飞翔 410622********5010

3025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穆秋月 320722********8143

3026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教师 董雨 320323********792X

3026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教师 汪盼 340828********3921

3026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教师 钱正雅 140221********3425

3026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教师 严心雨 320582********422X

3026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教师 高家璇 370302********5428

3027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设备控制技术专业教师 刘梦格 130521********2768

3027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设备控制技术专业教师 周沛新 320481********8033

3027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设备控制技术专业教师 陈露 320382********5223

3027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设备控制技术专业教师 冯宛露 410425********0060

3029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师 邹文 654001********0316

3029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师 郑世坤 320283********3918

3029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师 柳雷 411328********2118

3029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师 马成霞 320123********3024

3029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师 樊中鼎 342423********457X

3030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教师 韩奇修 130928********2418

3030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教师 马云 411321********2924

3030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教师 李梓瑄 362401********2024

3030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教师 马成功 320481********5237

3030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教师 王靖芸 142327********1722

3030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教师 范子晨 320722********3313

3030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教师 左明乐 142724********3313

3030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教师 芦鹏 371402********1217

3031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互联网应用专业教师 周兴达 350583********6039

3031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互联网应用专业教师 高奇志 320826********6213

3031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互联网应用专业教师 温新波 320321********7216

3031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互联网应用专业教师 杨志禹 510626********4263

3031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互联网应用专业教师 赵峻 370481********4638

3033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专业教师 朱慧君 341221********3789

3033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专业教师 魏佳钰 320283********3926

3033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专业教师 钱泰羽 320382********8652

3033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专业教师 夏奎 342626********2070

3034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教师 崔怡童 653122********0021

3034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教师 韩添 320829********0012

3034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教师 卢宇威 320621********8716

3034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教师 杨迪 371002********6737

3034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教师 屈政烨 411023********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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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5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师 王朴宁 320902********2024

3035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师 俞婷婷 342623********8963

3035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师 俞贝妮 320211********0043

3035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师 邢亦壮 410403********5530

3035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师 毛宇 321281********5824

3036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虚拟现实技术专业教师 刘叶 320682********0866

3036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虚拟现实技术专业教师 李欣怡 310228********2423

3036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虚拟现实技术专业教师 华艺莲 320925********0109

3036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虚拟现实技术专业教师 吴嘉妮 320211********6025

3036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虚拟现实技术专业教师 刘雅倩 142402********5424

3037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绘画专业教师 牛晓笛 410711********0567

3037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绘画专业教师 王崇美 142724********0021

3037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绘画专业教师 赵祥胜楠 510403********3121

3037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绘画专业教师 李静 320830********4024

3037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绘画专业教师 王珊 410725********9781

3038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专业教师 张涛涛 320325********4212

3038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专业教师 魏旭子 320324********622X

3038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专业教师 褚楚 321081********7844

3038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专业教师 任鑫淼 320281********2262

3038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专业教师 张越 320902********6046

3039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黎梦琴 362502********3622

3039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王璐瑶 410305********0566

3039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景丝丝 410728********3527

3039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任文雅 321324********102X

3039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柯露露 420222********3727

3039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白茹 152601********3125

3039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吴丽艳 371402********3020

3039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束传琳 342425********0720

3040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教师 常玉 210711********5029

3040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教师 李月 371121********1222

3040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教师 李思逸 320921********2825

3040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教师 余丽丽 320683********6866

3040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教师 李奕贤 340603********102X

3040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教师 仲苏 320482********4907

3040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教师 李慧娟 360730********0023

3040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教师 祖兆倩 321324********5428

3041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刘竟超 142222********0610

3041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王志杰 320724********4219

3041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王健 320423********8615

3041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袁新娥 320803********3025

3041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覃莹莹 451322********1526

3042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教师 张诺仪 360312********0021

3042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教师 钟雪可 500381********7822

3042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教师 张逸凡 411002********1029

3042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教师 智格格 340721********0027

3042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教师 靖洁 370481********4267

3043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金融专业教师 李晓妍 411328********0023

3043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金融专业教师 徐涛 320283********4435

3043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金融专业教师 宗宁 340403********3228

3043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金融专业教师 石姣妮 321324********1029

3043 无锡立信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金融专业教师 施贝 342522********27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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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4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会展专业教师 叶梦莎 331022********0580

3044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会展专业教师 庞颖 140624********0522

3044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会展专业教师 王震 410811********0053

3044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会展专业教师 李琳 370611********0349

3044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会展专业教师 冯伟 341122********0012

3045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舒青青 330329********054X

3045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侍雨晴 320703********0524

3045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李肖 131125********2414

3045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陈甜 320483********0724

3045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冯琬婷 412724********7420

3046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教师 李璐 320121********4546

3046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教师 李思懿 320602********3025

3046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教师 李钦鸿 320201********202X

3046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教师 赵欣怡 321102********0427

3046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教师 黄微微 320203********1245

3047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徐金婷 340603********0221

3047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王雨晴 370306********1541

3047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王聪玲 412822********5261

3047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祝璐瑶 412824********6828

3047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张明月 220724********1425

3048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教师 张晓烨 321283********0425

3048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教师 高丹 342221********2066

3048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教师 闵新月 320925********2026

3048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教师 张哲 370830********7210

3048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教师 赵雨涵 140202********5527

3049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教师 赵玲涵 321322********3244

3049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教师 黄文昊 320123********0028

3049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教师 张婷钧 320203********2545

3049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教师 章瑜麟 360302********2023

3049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教师 于若琳 411627********0629

3050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教师 邹越 342601********0420

3050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教师 陈敏 341181********2821

3050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教师 秦轶波 320483********8828

3050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教师 徐紫宵 130302********3529

3050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教师 裘周妤 320204********2027

305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教师 高之茵 412825********5727

305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教师 谢云湘 320483********7414

305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教师 徐盼 130283********5665

305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教师 王芬芬 342221********5041

305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教师 俞长绘 341126********2528

305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教师 赵金金 410381********1040

305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教师 吕红梅 371525********596X

305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教师 聂彩虹 321181********8646

3052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历史教师 段伊冉 130481********1060

3052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历史教师 王宗泽 612401********1871

3052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历史教师 李梦梦 411481********8446

3052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历史教师 段瑶瑶 371421********2960

3052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历史教师 罗婧璇 650103********4427

3052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历史教师 亓冠华 370902********391X

3052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历史教师 朱维冬 622722********0210

3052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历史教师 邢状 612731********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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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3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朱晓楠 411324********0040

3053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陈彦佑 511522********5765

3053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王达精 130725********1327

3053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刘迪 211481********7420

3053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思政教师 王钰 320921********2826

3054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刘琮琪 320321********7221

3054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胡静雯 340207********1321

3054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刘宏达 130684********1311

3054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张雨馨 130705********0040

3054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体育教师 王灵芝 320821********4503

3055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教师 朱家烨 320283********6121

3055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教师 刘丽丽 410522********2420

3055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教师 何江涛 412722********5315

3055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教师 冯凡芮 320382********8262

3055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教师 杜超 320211********2511

3056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智能技术专业教师 沈子彦 320201********3027

3056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智能技术专业教师 瞿博越 142630********1027

3056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智能技术专业教师 周琴 320621********2823

3056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智能技术专业教师 徐荦 320382********5025

3056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智能技术专业教师 李晴 341221********5663

3056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智能技术专业教师 柳凯 341622********4131

3056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智能技术专业教师 仲凡 321322********6037

3056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智能技术专业教师 杭奕溢 320282********0019

3057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智能交通方向专业教师 郑思静 321088********2748

3057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智能交通方向专业教师 高洁 130403********2141

3057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智能交通方向专业教师 李钰锴 130481********0037

3057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智能交通方向专业教师 赵旬 370523********2025

3057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智能交通方向专业教师 朱睿童 320107********0812

3057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智能交通方向专业教师 谢琳怡 320283********1863

3057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智能交通方向专业教师 刘静云 430482********8620

3057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智能交通方向专业教师 龚桂敏 360222********0020

3058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车辆、机电专业教师 柏颖 320911********6323

3058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车辆、机电专业教师 孙阳 342501********1293

3058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车辆、机电专业教师 崔嘉祺 230204********1933

3058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车辆、机电专业教师 钱汪亮 340823********5511

3058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车辆、机电专业教师 姚增珍 321281********5664

3058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车辆、机电专业教师 彭丽泓 320925********3146

3058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车辆、机电专业教师 吴旭栋 320482********1413

3058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车辆、机电专业教师 何汝瑶 340721********1513

3059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运营管理专业教师 王澜菁 320211********2822

3059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运营管理专业教师 王梓烨 320481********002X

3059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运营管理专业教师 翟榕真 152801********002X

3059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运营管理专业教师 孙一文 320381********0027

3059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轨运营管理专业教师 单洁 320721********0220

3060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教师 王有成 371424********2113

3060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教师 张子成 420821********5016

3060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教师 金晴 320211********6525

3060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教师 柳润波 411321********0016

3060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教师 董徐平 321284********7218

306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师 尤佳丽 320283********3220

306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师 宗子怡 320882********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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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师 徐季帆 320281********8528

306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师 李昌锦 360702********3712

306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师 韩莉莉 320481********162X

306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师 年雅玲 321323********3643

306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师 朱凯丽 320581********1921

3061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师 董欣雨 330122********0029

3062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土木工程专业教师 黄安国 320323********2611

3062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土木工程专业教师 徐凤航 340421********3012

3062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土木工程专业教师 范子威 320722********2615

3062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土木工程专业教师 袁健玮 130302********1834

3062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土木工程专业教师 徐杰 320721********5217

3063 无锡文化艺术学校 历史教师 陈昱君 410403********558X

3063 无锡文化艺术学校 历史教师 蔡鹏飞 342201********5115

3063 无锡文化艺术学校 历史教师 陈曼宁 320381********0624

3063 无锡文化艺术学校 历史教师 张梦花 520122********0068

3063 无锡文化艺术学校 历史教师 赵秋玲 370523********1327

3064 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 语文教师 龚丽垚 130427********1423

3064 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 语文教师 吴晓芸 370684********004X

3064 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 语文教师 秦萱 320321********0427

3064 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 语文教师 徐梦玮 320926********5028

3064 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 语文教师 赵英迪 231121********0627

3065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英语教师 季秀妹 371327********1228

3065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英语教师 范宇 340121********491X

3065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英语教师 徐妍桐 320102********322X

3065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英语教师 邹一丹 320283********3449

3065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英语教师 庞晓娟 140602********8523

3065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英语教师 李佳惠 342901********2823

3065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英语教师 庹陈凤 342502********082X

3065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英语教师 高铭洁 320283********3421

3066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生物教师 梁佳文 230184********3326

3066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生物教师 段秀婷 371202********2927

3066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生物教师 陈思语 320212********0522

3066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生物教师 付婷婷 371581********4122

3066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生物教师 杨志萍 321281********7649

3067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政治教师 智倩玉 321284********0021

3067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政治教师 曾庆红 420621********0648

3067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政治教师 陈红 320923********4240

3067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政治教师 李雨婷 340505********0644

3067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政治教师 王艺超 410325********1011

3068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历史教师 韩文祥 370523********2019

3068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历史教师 胡敏 321084********0041

3068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历史教师 刘心宇 370103********4025

3068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历史教师 罗茵宁 360203********2528

3068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历史教师 许越 320723********2861

3069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体育教师 钮灵犀 320584********5928

3069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体育教师 奚徐娜 320281********6521

3069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体育教师 陈孜依 371325********0548

3069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体育教师 宋伟鸣 321324********6214

3069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体育教师 代争光 412826********3950

3070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语文教师 魏欢 411522********2744

3070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语文教师 郝楠 410901********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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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0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语文教师 翟佳 340502********0421

3070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语文教师 魏紫薇 411526********1921

3070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语文教师 张雅琳 320125********1727

3071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英语教师 董入源 513826********0625

3071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英语教师 王涵秋 320921********0022

3071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英语教师 周语涵 320623********2503

3071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英语教师 沈秋怡 320211********1020

3071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英语教师 李小慧 341623********2622

3072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化学教师 季宁宁 342623********3026

3072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化学教师 周兰 340825********5045

3072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化学教师 刘敏 370406********2221

3072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化学教师 陈妍言 510402********3025

3072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化学教师 李颖 370686********5544

3073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地理教师 郭玉婵 140108********4221

3073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地理教师 曾凡超 411524********3235

3073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地理教师 陈雪倩 341226********0424

3073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地理教师 刘云 370782********1626

3073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地理教师 叶贝 342922********2761

3074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生物教师 公欣桐 371328********0086

3074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生物教师 沙昱彤 320281********6524

3074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生物教师 杜妤婕 622102********8928

3074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生物教师 冉国强 513021********6753

3074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生物教师 刘斐 370681********4021

3075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历史教师 王琼 420117********1627

3075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历史教师 陆君垚 320503********2766

3075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历史教师 闫一鸣 140525********4732

3075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历史教师 姚钥 612422********0015

3075 市教育局直属四星级高中 高中历史教师 狄晶晶 142733********1229

第 8 页，共 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