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卫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                                                   
面试成绩（6月13日）

序号 姓名 报考单位 招聘岗位 面试成绩

1 白玲 中卫市金融工作服务中心 管理岗 81.4

2 黎海燕 中卫市金融工作服务中心 管理岗 78.68

3 马韦 中卫市金融工作服务中心 管理岗 缺考

4 田宗虎 中卫市金融工作服务中心 管理岗 缺考

5 易林倩 中卫市金融工作服务中心 管理岗 缺考

6 马琪睿 中卫市文化馆 专业技术岗 86.86

7 沈燕 中卫市文化馆 专业技术岗 79.62

8 王雨薇 中卫市文化馆 专业技术岗 77.1

9 付韬博 中卫市文化馆 专业技术岗 76.5

10 张健玲 中卫市文化馆 专业技术岗 缺考

11 梁雪媛 中卫市安全生产监督与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管理岗 78.9

12 王雪 中卫市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管理岗1 83.12

13 杨慧芳 中卫市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管理岗1 83.92

14 吴大凯 中卫市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管理岗1 77.94

15 袁晶 中卫市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管理岗1 73.72

16 马永平 中卫市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管理岗1 76.44

17 段丽萍 中卫市文物管理所 专业技术岗 81.78

18 马丁 中卫市文物管理所 专业技术岗 73.24

19 常彩红 中卫市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岗2 90.18

20 梁琪琪 中卫市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岗2 81.96

21 祁家全 中卫市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岗2 87.18

22 李超 中卫市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岗2 78.34

23 史文婷 中卫市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岗2 80.14

24 金远东 中卫市委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心 管理岗 77.88

25 马燕妮 中卫市政务公开服务中心 网络工程师 84.52

26 单祥 中卫市政务公开服务中心 网络工程师 缺考

27 张宁楠 中卫市政务公开服务中心 网络工程师 73.46

28 高婷婷 中卫市环境监测站 专业技术岗 88.42

29 丁小艳 中卫市环境监测站 专业技术岗 77.44

30 海永龙 中卫市环境监测站 专业技术岗 69

31 蒋亮 中宁县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5 7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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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                                                   
面试成绩（6月13日）

序号 姓名 报考单位 招聘岗位 面试成绩

32 袁少帅 中宁县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5 62.5

33 曹兰州 沙坡头区常乐镇人民政府 专技岗 79.2

34 丁娟 沙坡头区常乐镇人民政府 专技岗 78.36

35 赵宇 沙坡头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应急执法 85.18

36 鲍燕 沙坡头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应急执法 缺考

37 马付军 沙坡头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应急执法 74.14

38 马莉萍 沙坡头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应急执法 86.98

39 俞新 沙坡头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应急执法 71.58

40 朱和 中卫市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岗1 66.04

41 苏振娟 中卫市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岗1 66.08

42 邓慧玲 中卫市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岗1 72.86

43 冯玉钏 中卫市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岗1 缺考

44 马荣 中卫市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岗1 75.06

45 马鹏 海原县水利工作站 专业技术岗 62.98

46 吕建东 中卫市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管理岗2 73

47 朱小芳 中卫市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管理岗2 83.4

48 陈丽佳 中卫市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管理岗2 72.14

49 陈亚萍 中卫市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管理岗2 76.3

50 杜旭旭 中卫市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管理岗2 53.76

51 张茜 中卫市科技创新促进中心 管理岗2 72.1

52 刘洁 中卫市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中心 专业技术岗 缺考

53 汪卉 中卫市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中心 专业技术岗 缺考

54 杨喜盟 中卫市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中心 专业技术岗 缺考

55 尹翠 中卫市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中心 专业技术岗 67.02

56 韩昌烨 中卫市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中心 专业技术岗 68.82

57 虎娟 海原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岗1 72.02

58 王晓娟 海原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岗2 50.5

59 翟雪宁 海原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岗2 72.94

60 雪文晶 海原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岗2 70.8

61 陈志远 海原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岗2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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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                                                   
面试成绩（6月14日）

序号 姓名 报考单位 招聘岗位 面试成绩

1 贺盼盼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83.98

2 李佳佳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79.92

3 张婷婷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83.8

4 付露露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80.92

5 李慧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85.9

6 马海欢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84.56

7 沈佳伟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78.38

8 白冬雪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物理教师 79.36

9 马小花 中宁县渠口九年制学校 初中物理教师 79.32

10 伏伟伟 中宁县第二中学 初中物理教师 81.18

11 王雅婷 中宁县第二中学 初中物理教师 77.12

12 马欢 中宁县第二中学 初中物理教师 82.22

13 杨万琴 中宁县第二中学 初中物理教师 82.24

14 汪成瑞 中宁县第二中学 初中物理教师 81.7

15 金玉霞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初中物理教师 84.56

16 吕晓媛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初中物理教师 84.52

17 苏义梅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初中物理教师 82.98

18 李娟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初中物理教师 81.12

19 丁岚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初中物理教师 缺考

20 康学娥 中宁县大战场镇宽口井石油希望学校 初中物理教师 83.18

21 高维娜 中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无人机应用技术 80.86

22 杨小琴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78.98

23 侯宗丽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87.02

24 马梅琴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83.48

25 马慧 中宁县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教师 80.32

26 卢霞春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初中数学教师 87.3

27 田婷 中宁县渠口九年制学校 初中数学教师 85.9

28 雷婷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85.54

29 马倩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81.72

30 王楠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85.72

31 马燕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85.84

32 马欣怡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82.48

33 马英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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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                                                   
面试成绩（6月14日）

序号 姓名 报考单位 招聘岗位 面试成绩

34 撒安娜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85.6

35 李海玲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81.66

36 苏小山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80.9

37 陈有鑫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86.74

38 韩颖芝 中宁县第一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83.44

39 马雪 中宁县第一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81.38

40 艾红娥 中宁县第一中学 高中化学教师 86.1

41 王文博 中宁县渠口九年制学校 初中化学教师 85.38

42 刘瑞静 中宁县渠口九年制学校 初中化学教师 84.4

43 朱静雯 中宁县渠口九年制学校 初中化学教师 85.4

44 马学琴 中宁县大战场镇宽口井石油希望学校 初中化学教师 82.52

45 何雪宁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英语老师 81.16

46 买春梅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英语老师 83.02

47 马浩楠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英语老师 79.5

48 谢娜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英语老师 91.16

49 郭红玲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英语老师 缺考

50 马春燕 中宁县中宁中学 高中英语老师 88.8

51 高媛媛 中宁县大战场镇宽口井石油希望学校 初中英语教师 84.78

52 王晶 中宁县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82.94

53 席嘉语 中宁县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88.52

54 芮自静 中宁县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81.4

55 靳婷婷 中宁县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81.84

56 方锦坤 中宁县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教师 缺考

57 周玉涵 中宁县渠口九年制学校 初中语文教师 79.86

58 王贝贝 中宁县第四中学 初中地理教师 84.4

59 周兆娜 中宁县第四中学 初中地理教师 83.06

60 苏晓芳 中宁县第四中学 初中地理教师 88.98

61 桑艳 中宁县第四中学 初中历史教师 84.86

62 韩卓 中宁县第四中学 初中历史教师 80.6

63 陈等强 中宁县第四中学 初中历史教师 84.54

64 王婧 中宁县第四中学 初中历史教师 72.3

65 苏秀文 中宁县第四中学 初中历史教师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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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张萍 中宁县第四中学 初中政治教师 79.78

67 史锦薇 中宁县第四中学 初中政治教师 85.84

68 蒙珍珍 中宁县第四中学 初中政治教师 缺考

69 余建娟 中宁县第四中学 初中政治教师 78.2

70 周荣 中宁县第四中学 初中政治教师 76.04

71 白治兰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初中政治教师 72.92

72 郭佳丽 中卫市委党校 讲师1 84.4

73 吴佳辉 中卫市委党校 讲师2 76

74 姚志清 中卫市委党校 讲师2 84.5

75 曾爱娜 中卫市委党校 讲师2 缺考

76 缪昕 中卫市委党校 讲师2 86.08

77 巨红丽 中卫市委党校 讲师2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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