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湖区2021年招聘大学毕业生到村（社区）工作拟聘用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岗位名称 毕业院校及专业 综合成绩 体检、考察 备注

1 李兵兵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贵州师范大学学科教学（历史）专业 82.43 合格

2 颜秉甲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山西师范大学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 81.13 合格

3 林浩森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长治学院翻译专业 80.71 合格

4 陈绛生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海南大学应用化学专业 80.21 合格

5 申晨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吕梁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79.49 合格

6 唐在琦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山西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79.29 合格

7 刘鹏程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晋中学院自动化专业 79.26 合格

8 岳权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山西工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 79.04 合格

9 白正宇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山西财经大学中德学院会计学专业 78.97 合格

10 王社谦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78.90 合格

11 张栋琦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运城学院法学专业 78.66 合格

12 王博明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河北科技大学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 78.56 合格

13 车向前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山西财经大学社会保障专业 78.46 合格

14 闫文敏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78.07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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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董子豪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运城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77.75 合格

16 赵彬翰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土木工程专业 77.74 合格

17 王尚鹏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77.57 合格

18 李青龙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云南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77.17 合格

19 景旭刚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宝鸡文理学院环境设计专业 76.99 合格

20 段耀杰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76.85 合格

21 潘思源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忻州师范学院舞蹈编导专业 76.81 合格

22 王丹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运城学院音乐学专业 76.74 合格

23 贺剑 男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1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76.72 合格

24 张楠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北方民族大学艺术设计专业 84.25 合格

25 韩洁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太原理工大学金融学专业 82.50 合格

26 闫艺丹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山西师范大学财务管理专业 81.52 合格

27 张若尧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法学专业 81.39 合格

28 刘辰丹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吕梁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80.77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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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魏媛媛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太原师范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80.39 合格

30 景青红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运城学院音乐学专业 79.48 合格

31 许浏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运城学院旅游管理专业 79.44 合格

32 卫昱蓉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赣南师范大学播音主持与艺术专业 79.12 合格

33 杨晨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会计学 79.11 合格

34 彭宇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山西工商学院财务管理专业 79.09 合格

35 张淑玲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运城学院应用化学系专业 78.91 合格

36 杨雅雯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贵州大学会计学专业 78.66 合格

37 杜闪闪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忻州师范学院法学专业 78.57 合格

38 张楠林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会计学专业 78.43 合格

39 李锐清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运城学院日语专业 78.33 合格

40 陈乾容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河海大学地质工程专业 78.31 合格

41 梁秀娟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学前教育专业 78.30 合格

42 王雪蓉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山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78.29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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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李洁婷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艺术设计专业 78.26 合格

44 李星月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宝鸡文理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77.85 合格

45 荀薇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山西能源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77.84 合格

46 袁洁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大连海洋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77.53 合格

47 薛雅欣 女 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2 运城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77.25 合格

48 孔祥霖 男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会计学专业 81.93 合格

49 赵富强 男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运城学院园林专业 80.87 合格

50 杨超 男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晋中学院经济学专业 80.82 合格

51 原国强 男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忻州师范学院通信工程专业 80.77 合格

52 杨子勖 男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山西财经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80.68 合格

53 刘磊 男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晋中学院酒店管理专业 80.24 合格

54 马国强 男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西南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 80.10 合格

55 王茂林 男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通信工程专业 80.04 合格

56 葛培宇 男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吕梁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79.9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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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付卓承 男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运城学院物流管理专业 79.69 合格

58 常霁云 男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宝鸡文理学院艺术设计专业 79.46 合格

59 李津 男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山西大同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78.97 合格

60 牛萌颖 男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3 上海海洋大学物流管理专业 78.90 合格

61 赵苗 女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山西大同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84.08 合格

62 郭萌 女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81.82 合格

63 关东艳 女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山西财经大学市场营销专业 81.60 合格

64 文琛颖 女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晋中学院财务管理专业 81.37 合格

65 关梦卿 女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山西农业大学制药工程专业 81.26 合格

66 燕美仪 女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湖南城市学院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 80.91 合格

67 尉红姗 女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重庆文理学院舞蹈学专业 80.62 合格

68 裴丹 女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会计学专业 79.91 合格

69 王瑞 女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吉林动画学院动画专业 79.87 合格

70 张洁茹 女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赣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专业 79.86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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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郭锐 女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西华大学经济学专业 79.82 合格

72 任妍 女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晋中学院化学专业 79.75 合格

73 白雪 女 村委会主任助理-职位4 太原学院财务管理专业 79.72 合格

74 刘益豪 男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5 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82.84 合格

75 吴壮 男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5 兰州大学法律硕士（非法学） 77.88 合格

76 郭永 男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5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76.83 合格

77 唐少秋 男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5 山西大同大学旅游管理专业 76.66 合格

78 张强 男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5 忻州师范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76.61 合格

79 郝运萱 男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5 咸阳师范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76.52 合格

80 薛琦 男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5 甘肃政法大学法律（法学）专业 76.12 合格

81 刘美惠 女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6 云南师范大学音乐表演专业 83.48 合格

82 周恒汝 女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6 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 81.62 合格

83 张会芳 女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6 太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79.82 合格

84 刘红梅 女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6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财务管理专业 79.0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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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李月梅 女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6 太原科技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78.63 合格

86 昝林姗 女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6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 78.44 合格

87 相雨涵 女 社区党组织书记助理-职位7 黄冈师范学院音乐学专业 76.02 合格

88 曹帅 男 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职位8 山西工商学院舞蹈编导专业 82.26 合格

89 陈敬文 男 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职位8 运城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 80.77 合格

90 秦少敏 男 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职位8 山西工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80.43 合格

91 裴少博 男 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职位8 广西科技大学艺术设计专业 79.74 合格

92 赵仙红 女 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职位9 西安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专业 84.24 合格

93 孙晓翔 女 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职位9 山西财经大学旅游管理专业 83.45 合格

94 薛雪珏 女 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职位9 长沙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83.43 合格

95 鲍碧倩 女 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职位9 太原科技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79.47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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