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湖区2021年招聘大学毕业生到村（社区）工作
体检人员名单                       

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 岗位名称 备注

李兵兵 29100201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颜秉甲 29100606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林浩森 29100401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陈绛生 29100422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申晨 29100321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唐在琦 29100307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刘鹏程 29100611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岳权 29100322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白正宇 29100619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王社谦 29100510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张栋琦 29100628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刘健 29100520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王博明 29100507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车向前 29100603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闫文敏 29100604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董子豪 29100709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赵彬翰 29100123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王尚鹏 29100130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李青龙 29100517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王鑫 29100323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景旭刚 29100612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段耀杰 29100521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潘思源 29100420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王丹 29100706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贺剑 29100106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张楠 29201719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韩洁 29200727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闫艺丹 29201129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张若尧 29201013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刘辰丹 29201717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魏媛媛 29201817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景青红 29201304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许浏 29201515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卫昱蓉 29201510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杨晨 29201507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彭宇 29201414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张淑玲 29200917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杨雅雯 29201402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杜闪闪 29201425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张楠林 29200820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李锐清 29201103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陈乾容 29201328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梁秀娟 29201417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王雪蓉 29201320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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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婷 29201107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李雅迪 29201914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李星月 29201216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荀薇 29201513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袁洁 29200811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薛雅欣 29201604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孔祥霖 29302711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赵富强 29303412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杨超 29303109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原国强 29303629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杨子勖 29302112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刘磊 29303418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马国强 29303419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王茂林 29302229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葛培宇 29302013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付卓承 29303619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常霁云 29304602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李津 29302706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牛萌颖 29302609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赵苗 29408626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郭萌 29405006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关东艳 29407610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文琛颖 29406529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关梦卿 29404915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燕美仪 29407807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尉红姗 29405307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裴丹 29407202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王瑞 29406016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张洁茹 29407527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郭锐 29405027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任妍 29407729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白雪 29407720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刘益豪 29510210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5

吴壮 29510206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5

郭永 29510029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5

唐少秋 29510108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5

张强 29510126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5

郝运萱 29510218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5

薛琦 29510203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5

刘美惠 29610905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6

周恒汝 29610626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6

邵丹丹 29610516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6

张会芳 29610917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6

刘红梅 29610818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6

李月梅 29611129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6

昝林姗 29610630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6

相雨涵 29711202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7

杨洁 29711203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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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帅 29811901 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职位8

陈敬文 29811721 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职位8

秦少敏 29811722 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职位8

裴少博 29812021 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职位8

赵仙红 29913123 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职位9

孙晓翔 29912519 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职位9

薛雪珏 29915116 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职位9

鲍碧倩 29914321 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职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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