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宁县2018年县城小学幼儿园选调教师成绩表
2018年2月8日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参加工作

时间 

学历
报考学校 报考学科 测试成绩 排名

毕业院校 学历 专业 毕业时间

1 月明九年制 苏  莹 女 1992.01 甘肃正宁 2014.09 陇东学院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4.06 山河小学 语文 91.6 1

2 五顷塬九年制 杨恩艳 女 1986.12 甘肃正宁 2009.02 大理学院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8.07 山河小学 语文 91.1 2

3 长乐九年制 吕亚亚 女 1989.06 甘肃正宁 2013.09 陇东学院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3.06 山河小学 语文 90.8 3

4 苟仁初中 范鸿博 男 1992.01 甘肃正宁 2014.09 天水师院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4.07 山河小学 语文 90.7 4

5 纪村初中 张莉蓉 女 1984.09 甘肃正宁 2008.02  兰州大学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9.06 山河小学 语文 90 5

6 周家初中 白  雪 女 1990.2 甘肃正宁 2013.09 陇东学院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3.06 山河小学 语文 89.6 6

7 永和初中 任建东 男 1985.04 甘肃正宁 2010.04 兰州大学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9.06 山河小学 语文 89.6 6

8 三嘉九年制 张  莉 女 1989.11 甘肃正宁 2012.10 中央电大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5.07 山河小学 语文 89.3 7

9 永和初中 高艳妮 女 1985.01 甘肃正宁 2011.02 天水师院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0.06 山河小学 语文 88.9 8

10 周家初中 曹兴平 男 1984.01 甘肃正宁 2003.09  兰州大学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8.06 山河小学 语文 88.7 9

11 三嘉九年制 曹晨晨 女 1989.11 甘肃正宁 2014.09 陇东学院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4.07 山河小学 语文 87.9 10

12 长乐九年制 张婷婷 女 1987.03 甘肃正宁 2014.09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4.06 山河小学 语文 87.4 11

13 永和初中 潘海妮 女 1986.01 甘肃正宁 2011.01 兰州城市学院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1.06 山河小学 语文 86.5 12

14 三嘉九年制 张会娟 女 1989.03 甘肃正宁 2013.04 西北师大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7.01 山河小学 语文 83.4 13

15 永正初中 王娟娟 女 1984.05 甘肃正宁 2007.09 兰州交大 本科 英语 2007.06 西关小学 英语 93 1

16 永和初中 郭盼丽 女 1989.07 甘肃正宁 2013.09 天水师院 本科 英语 2012.06 西关小学 英语 92.4 2

17 罗川九年制 李文娟 女 1987.11 甘肃正宁 2011.10 甘肃联合大学 专科 英语教育 2011.06 西关小学 英语 92.3 3

18 三嘉九年制 王海丽 女 188.02 甘肃宁县 2014.09 陇东学院 本科 英语教育 2014.07 西关小学 英语 91.4 4

19 苟仁初中 田金锋 男 1983.11 甘肃正宁 2005.12 西北民族大学 本科 英语 2007.01 西关小学 英语 90.7 5

20 永和初中 周小芳 女 1987.06 甘肃正宁 2013.09 陇东学院 本科 英语 2013.06 西关小学 英语 90.3 6

21 永和初中 苏静静 女 1985.04 甘肃正宁 2011.10 天水师院 本科 英语 2011.06 西关小学 英语 90.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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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榆林子初中 岳  琪 女 1984.05 甘肃正宁 2006.08 中央电大 本科 英语 2011.01 西关小学 英语 89.7 8

23 苟仁初中 刘  鹏 男 1984.03 甘肃正宁 2006.08 中央电大 本科 英语教育 2011.01 西关小学 英语 88.5 9

24 五顷塬九年制 范虎平 男 1986.09 甘肃正宁 2011.02 陇东学院 本科 英语 2010.06 西关小学 英语 87.9 10

25 长乐九年制 苏马飞 男 1986.06 甘肃正宁 2010.01 陇东学院 本科 英语 2009.06 西关小学 英语 87.8 11

26 长乐九年制 彭  珂 女 1986.11 甘肃正宁 2010.01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应用英语 2009.06 西关小学 英语 86.9 12

27 苟仁初中 冯  丹 女 1989.10 甘肃正宁 2013.12 西北师大知行学院 本科 英语 2012.06 西关小学 英语 86.9 12

28 纪村初中 张珺燕 女 1990.09 甘肃正宁 2014.09 陇东学院 本科 音乐学 2013.06 山河小学 音乐 93.1 1

29 长乐九年制 张  伟 男 1987.10 甘肃西峰 2012.10 陇东学院 本科 音乐学 2011.06 山河小学 音乐 90.8 2

30 榆林子初中 张  倩 女 1992.11 甘肃正宁 2014.09 陇东学院 本科 音乐 2014.07 西关小学 音乐 90.6 1

31 五顷塬九年制 张淑云 女 1990.01 甘肃正宁 2014.09 陇东学院 本科 音乐 2013.06 西关小学 音乐 89.2 2

32 长乐九年制 李伟伟 男 1984.12 甘肃正宁 2008.03 陕西理工学院 本科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07.07  山河小学 信息技术 90.4 1

33 永和初中 马皎雪 女 1990.06 甘肃正宁 2012.09 西北师大 本科 教育技术学 2012.06 山河小学 信息技术 89.4 2

34 长乐九年制 史恒瑞 男 1983.12 甘肃正宁 2006.08 陇东学院 专科 计算机科学教育 2006.06 山河小学 信息技术 89.4 2

35 三嘉九年制 贾海英 女 1987.09 甘肃正宁 2010.03 兰州商学院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2009.06 山河小学 信息技术 87.2 3

36 纪村初中 彭  璇 女 1990.01 甘肃正宁 2013.012 陇东学院 专科 教育技术学 2013.06 山河小学 信息技术 85.4 4

37 五顷塬九年
制

赵  静 女 1985.09 甘肃正宁 2010.05 陇东学院 本科 体育教育 2014.07 山河小学 体育 90.2 1

38 西坡初中 曹宏波 男 1987.03 甘肃正宁 2012.09 天水师院 本科 体育教育 2012.06 山河小学 体育 87.9 2

39 榆林子初中 吕龙龙 男 1987.07 甘肃正宁 2011.02 淮南师院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0.07 山河小学 数学 91.2 1

40 五顷塬九年制 秦亚雄 男 1985.06 甘肃正宁 2009.01 陇东学院 本科 小学教育 2008.06 山河小学 数学 91 2

41 永和初中 赵  晶 男 1987.02 甘肃正宁 2010.01 兰州城市学院 本科 数学应用 2013.07  山河小学 数学 90.4 3

42 长乐九年制 彭小盼 男 1988.10 甘肃正宁 2013.09 陇东学院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3.06  山河小学 数学 90.1 4

43 月明九年制 范亚莉 女 1988.02 甘肃正宁 2012.10 陇东学院 本科 小学教育 2012.06 山河小学 数学 89.7 5

44 三嘉九年制 王丽娜 女 1989.09 甘肃正宁 2013.12 陇东学院 本科
小学教育（数学与

科学方向）
2013.06 山河小学 数学 88.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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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榆林子初中 巩芳娟 女 1986.01 甘肃正宁 2012.10 兰州大学 本科 数学教育 2012.06 山河小学 数学 85.2 7

46 长乐九年制 王  洋 男 1986.11 甘肃正宁 2012.10 湖南邵阳学院 本科 艺术设计 2012.06 山河小学 美术 92.4 1

47 西坡初中 薛  静 女 1989.11 甘肃正宁 2013.09 兰州城市学院 本科 艺术设计 2013.06 山河小学 美术 88.6 2

48 苟仁初中 王淑莉 女 1983.11 甘肃正宁 2003.01 陇东学院 专科 音乐教育 2008.01 县城幼儿园 幼儿园 88.4 1

49 五顷塬九年
制

赵英英 女 1991.04 甘肃正宁 2013.12 兰州大学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5.06 县城幼儿园 幼儿园 87.8 2

50 周家初中 王凤娟 女 1984.10 甘肃正宁 2007.08 兰州城市学院 专科 中文教育 2007.06 县城幼儿园 幼儿园 86 3

51 长乐九年制 樊海燕 女 1987.04 甘肃正宁 2010.02 兰州职业技术学
院

专科 应用英语 2009.07 县城幼儿园 幼儿园 85.8 4

52 三嘉九年制 桑琴琴 女 1987.07 甘肃正宁 2013.12 定西师专 专科 语文教育 2012.06 县城幼儿园 幼儿园 82.8 5

53 三嘉九年制 燕盼运 男 1988.04 甘肃正宁 2014.09 陇东学院 本科 学前教育 2014.07 县城幼儿园 幼儿园 80.7 6

54 榆林子初中 张娟娟 女 1985.07 甘肃正宁 2009.01 河西学院 本科 旅游管理 2008.06 县城幼儿园 幼儿园 79.8 7

55 三嘉九年制 胡红娟 女 1988.02 甘肃正宁 2013.09 西北师大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3.06 县城幼儿园 幼儿园 79.2 8

56 月明九年制 苏海燕 女 1987.11 甘肃正宁 2010.03 西北师大 专科 学前教育 2008.06 县城幼儿园 幼儿园 77.8 9

57 周家初中 姚艳丽 女 1988.10 甘肃正宁 2011.02 天水师院 本科 化学 2010.06 县城幼儿园 幼儿园 75.4 10

58 永正初中 张芳妮 女 1983.01 甘肃正宁 2004.08 中央电大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2.07 县城幼儿园 幼儿园 75 11

59 纪村初中 曹仁芳 女 1986.05 甘肃正宁 2007.08 中央电大 本科 英语 2014.01 县城幼儿园 幼儿园 70 12

60 三嘉九年制 杨会艳 女 1989.12 甘肃正宁 2013.12 河西学院 本科 应用心理学 2017.07 西关幼儿园 幼儿园 83.4 1

61 三嘉九年制 王燕杰 女 1991.06 甘肃正宁 2013.12 天水师院 本科 生物科学 2013.06 西关幼儿园 幼儿园 83.2 2

62 三嘉九年制 雷  静 女 1988.10 甘肃正宁 2012.09 陇东学院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2.06 西关幼儿园 幼儿园 83 3

63 苟仁初中 杜秀丽 女 1984.1 甘肃正宁 2005.09 兰州大学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9.12 西关幼儿园 幼儿园 81 4

64 五顷塬九年制 樊水云 女 1986.03 甘肃正宁 2010.01 陇东学院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13.07 西关幼儿园 幼儿园 80.8 5

65 永和初中 范瑞娟 女 1984.11 甘肃正宁 2008.03 天水师院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7.06 西关幼儿园 幼儿园 80.4 6

66 五顷塬九年制 范小娟 女 1984.10 甘肃正宁 2006.08 兰州大学 本科 汉语言文学 2009.12 西关幼儿园 幼儿园 80.4 6

67 纪村初中 侯亚娟 女 1986.12 甘肃正宁 2010.03 陇东学院 本科 生物科学 2009.07 西关幼儿园 幼儿园 69.4 7

第 3 页，共 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