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芮城县2022年引进学历及急需紧缺人才体检分组名单

（第一组）

序号 姓名 岗位序号 报考单位 岗位名称 备注

1 赵周玲 001 政府办下属事业单位 管理1

2 郝东桥 002 政府办下属事业单位 管理2

3 尉梦瑶 003 应急管理局防震减灾中心 管理

4 杨茹霞 004 应急综合行政执法队 专技1

5 薛鹏波 005 应急综合行政执法队 专技2

6 吴雪 006 博物馆 专技

7 卫晶 007 民营经济发展中心 管理

8 宋海蓉 008 人事考试中心 管理

9 肖佳欣 009 技能建设服务中心 专技

10 董一星 010 审计服务中心 专技

11 王腾飞 011 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专技

12 牛芬芬 012 市场监督基层所 管理

13 张秀丽 014 社区服务中心 管理2

14 董晓晓 014 社区服务中心 管理2

15 杨静 015 卫生城市发展中心 管理

16 王钊 016 城镇集体联合工业社 管理

17 姚瑞丽 017 项目推进中心 管理

18 张梦 018 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中心 专技

19 张天佑 019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心 专技

20 王晋兴 020 农业农村局下属事业单位 专技1

21 黄玲 020 农业农村局下属事业单位 专技1

22 付康军 021 农业农村局下属事业单位 专技2

23 平阿敏 021 农业农村局下属事业单位 专技2

24 张勉 022 农业农村局下属事业单位 专技3

25 李丽瑶 023 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管理

26 兰芙蓉 024 果业发展中心 专技1

27 仓国营 025 果业发展中心 专技2

28 牛兴艳 025 果业发展中心 专技2

29 张平 026 畜牧发展中心 专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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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高冲 027 畜牧发展中心 专技2

31 宁永霞 027 畜牧发展中心 专技2

32 张枫惠 028 畜牧发展中心 专技3

33 许珍 029 县委组织部下属事业单位 管理

34 罗悦 029 县委组织部下属事业单位 管理

35 祁琦 030 县委党校 专技1

36 史照鹏 030 县委党校 专技1

37 刘甜田 031 县委党校 专技2

38 成瑶瑶 032 县委党校 专技3

39 任晓娜 032 县委党校 专技3

40 张亢 033 县委党校 专技4

41 吕芮宁 034 媒体服务指导中心 管理

42 苏琳 035 芮城县纪委下属事业单位 管理1

43 闫泽政 036 芮城县纪委下属事业单位 管理2

44 薛亚玲 037 芮城中学 专技1

45 董武威 037 芮城中学 专技1

46 李庆 038 芮城中学 专技2

47 刘晓飞 039 芮城中学 专技3

48 王欢 040 芮城中学 专技4

49 曹小娟 041 第一职业学校 专技1

50 苏肖萌 042 第一职业学校 专技2

51 杨冬利 042 第一职业学校 专技2

52 郭奇旭 043 第一职业学校 专技3

53 杨琦 044 第一职业学校 专技4

54 杨艳玉 045 第一职业学校 专技5

55 李阳阳 046 风陵渡中学 专技

56 崔海燕 046 风陵渡中学 专技

57 段红豆 047 芮城五中 体育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