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区县 乡镇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学段 学科
招聘
人数

资格复审

结果
备注

1 周至县 尚村镇临川寺初级中学 61021040061 张俊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2 周至县 尚村镇临川寺初级中学 61021040085 武潇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3 周至县 尚村镇临川寺初级中学 61021040087 赵雯娟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4 周至县 尚村镇临川寺初级中学 61021050115 赵云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合格

5 周至县 尚村镇临川寺初级中学 61021050127 吉萌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合格

6 周至县 尚村镇临川寺初级中学 61021050134 赵怡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合格

7 周至县 尚村镇西岩坊初级中学 61021130552 安文延 女 初中 初中体育 合格

8 周至县 尚村镇西岩坊初级中学 61021130556 朱章伟 男 初中 初中体育 合格

9 周至县 尚村镇西岩坊初级中学 61021130558 杨琳 女 初中 初中体育 不合格 放弃

10 周至县 尚村镇西岩坊初级中学 61021130550 王星红 女 初中 初中体育 合格 递补

11 周至县 尚村镇西岩坊初级中学 61021080321 杨宁 女 初中 初中历史 合格

12 周至县 尚村镇西岩坊初级中学 61021080324 罗露 女 初中 初中历史 合格

13 周至县 尚村镇西岩坊初级中学 61021080331 杜君 女 初中 初中历史 合格

14 周至县 终南镇西周初级中学 61021100412 张婷 女 初中 初中物理 合格

15 周至县 终南镇西周初级中学 61021100414 李玉 女 初中 初中物理 合格

16 周至县 终南镇西周初级中学 61021100415 李洋 女 初中 初中物理 合格

17 周至县 马召镇四群初级中学 61021050132 高池 男 初中 初中数学 合格

18 周至县 马召镇四群初级中学 61021050135 牛香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合格

19 周至县 马召镇四群初级中学 61021050137 俎亚会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合格

20 周至县 富仁镇辛家寨初级中学 61021060193 袁珊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21 周至县 富仁镇辛家寨初级中学 61021060239 张璐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22 周至县 富仁镇辛家寨初级中学 61021060243 姚蕾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23 周至县 侯家村镇西宝初级中学 61021060231 魏娜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24 周至县 侯家村镇西宝初级中学 61021060234 袁雨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25 周至县 侯家村镇西宝初级中学 61021060240 翟丹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26 周至县 广济镇广济初级中学 61021050121 王乐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合格

27 周至县 广济镇广济初级中学 61021050125 贾方圆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合格

28 周至县 广济镇广济初级中学 61021050136 于涛 女 初中 初中数学 合格

29 周至县 广济镇广济初级中学 61021060213 王芳梅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30 周至县 广济镇广济初级中学 61021060223 郭小芳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31 周至县 广济镇广济初级中学 61021060244 姚润莲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32 周至县 四屯镇四屯初级中学 61021040063 郭梦媛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33 周至县 四屯镇四屯初级中学 61021040064 贺玉佳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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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周至县 四屯镇四屯初级中学 61021040076 杨宁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35 周至县 哑柏镇哑柏初级中学 61021060203 文雅静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36 周至县 哑柏镇哑柏初级中学 61021060208 祁丹丹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37 周至县 哑柏镇哑柏初级中学 61021060228 韩德琳 女 初中 初中英语 合格

38 周至县 青化镇青化初级中学 61021120512 殷超 男 初中 初中生物 合格

39 周至县 青化镇青化初级中学 61021120515 张琳 女 初中 初中生物 合格

40 周至县 青化镇青化初级中学 61021120520 张月萍 女 初中 初中生物 不合格 放弃

41 周至县 青化镇青化初级中学 61021120519 杨哲 女 初中 初中生物 合格 递补

42 周至县 竹峪镇竹峪初级中学 61021040054 胡俊 男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43 周至县 竹峪镇竹峪初级中学 61021040072 尹凯歌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44 周至县 竹峪镇竹峪初级中学 61021040079 吴倚品 男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45 周至县 楼观镇鹿马初级中学 61021040046 王敏婕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46 周至县 楼观镇鹿马初级中学 61021040082 马国茹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47 周至县 楼观镇鹿马初级中学 61021040084 孙淑宁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48 周至县 骆峪镇骆峪九年制学校 61021140583 刘茜茜 女 初中 初中音乐 合格

49 周至县 骆峪镇骆峪九年制学校 61021140585 高鑫 女 初中 初中音乐 不合格 放弃

50 周至县 骆峪镇骆峪九年制学校 61021140579 高昕怡 女 初中 初中音乐 合格 递补

51 周至县 骆峪镇骆峪九年制学校 61021140586 鲁蕾 女 初中 初中音乐 合格

52 周至县 骆峪镇骆峪九年制学校 61021170621 南佳琪 女 初中 初中信息技术 不合格 放弃

53 周至县 骆峪镇骆峪九年制学校 61021170626 田华丽 女 初中 初中信息技术 合格

54 周至县 骆峪镇骆峪九年制学校 61021170629 刘雪花 女 初中 初中信息技术 合格

55 周至县 楼观镇楼观台九年制学校 61021040049 王思瑶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56 周至县 楼观镇楼观台九年制学校 61021040059 曹鑫 男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57 周至县 楼观镇楼观台九年制学校 61021040062 袁文蓓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不合格 放弃

58 周至县 楼观镇楼观台九年制学校 61021040053 张卓轩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递补

59 周至县 楼观镇楼观台九年制学校 61021040066 李芳玲 女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递补

60 周至县 楼观镇楼观台九年制学校 61021040068 王冬 男 初中 初中语文 合格 递补

61
周至县

哑柏镇哑柏新区九年制学
校

61021170618 毛浓昌 男 初中 初中信息技术 不合格 放弃

62
周至县

哑柏镇哑柏新区九年制学
校

61021170620 陈静 女 初中 初中信息技术 合格 递补

63
周至县

哑柏镇哑柏新区九年制学
校

61021170624 岳巧云 女 初中 初中信息技术 合格

64
周至县

哑柏镇哑柏新区九年制学
校

61021170625 曹颖 女 初中 初中信息技术 合格

65
周至县

哑柏镇哑柏新区九年制学
校

61021090372 周欢 女 初中 初中地理 合格

66
周至县

哑柏镇哑柏新区九年制学
校

61021090376 许欢 女 初中 初中地理 合格

67
周至县

哑柏镇哑柏新区九年制学
校

61021090382 姜苗 女 初中 初中地理 合格

68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08 李彤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69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41049 张蓓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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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41053 拓浩浩 男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71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35 张黎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72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44 郭月月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73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60 许洁茹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74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61 卢佳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75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95 王绿翠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76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51200 蒋田田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77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40 白富春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78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42 白阿雪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不合格 放弃

79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76 张雪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递补

80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61502 陈晓慧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81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61523 王思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82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61533 高金健 男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83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61546 韩坤君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84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71598 张琪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合格

85 周至县 竹峪镇中心学校 61022071599 刘姣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合格

86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40887 董文倩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不合格 放弃

87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63 皮笑笑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递补

88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13 李润润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89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47 胥相婷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90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74 高雅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91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85 李梦雅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92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41004 李开蕊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93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37 王佳媛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94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39 华梦雨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95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63 司沛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96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70 汶晓妍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97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88 卫婷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98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93 杨叶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不合格 放弃

99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51204 李娜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递补

100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61519 魏梦婷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01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61536 李月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02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61541 李蕊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03 周至县 青化镇中心学校 61022071616 任曼绒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1 合格

104 周至县 哑柏镇中心学校 61022040891 武亚茹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05 周至县 哑柏镇中心学校 61022040898 何春丽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不合格 放弃

106 周至县 哑柏镇中心学校 61022041030 王雅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递补

107 周至县 哑柏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86 王慧敏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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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周至县 哑柏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24 刘爱宁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09 周至县 哑柏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62 折静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10 周至县 哑柏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74 冯媛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11 周至县 哑柏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97 贾林梅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12 周至县 哑柏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98 杨晓娟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13 周至县 哑柏镇中心学校 61022061509 肖枫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14 周至县 哑柏镇中心学校 61022061539 符月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15 周至县 哑柏镇中心学校 61022071602 苏三利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合格

116 周至县 哑柏镇中心学校 61022071611 杨雅芝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合格

117 周至县 哑柏镇中心学校 61022071622 余鸿恩 男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合格

118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40890 张倩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19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23 李银汀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20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26 尚越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21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54 惠雨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22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59 张丛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23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75 张星晴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24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41005 郝慧霞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25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41036 张艺艺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26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41045 张姝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27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38 喇建霞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28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42 韩雪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29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48 任笑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30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62 刘昭 男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31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76 张莹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32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92 周航 男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33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71604 王芳芳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合格

134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71606 焦恬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合格

135 周至县 翠峰镇中心学校 61022071613 苏自丽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不合格 放弃

136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49 郭西颖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37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53 秦彩娟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不合格 放弃

138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83 尚婷婷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递补

139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54 郝璇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40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77 陶驰 男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41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78 陈柏年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42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91 舒思珂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143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36 李志翔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144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44 汪鹏荣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145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61 王学胜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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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64 程小康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147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66 郭发名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148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75 王冰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149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41939 王丽梅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150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41941 安承轩 男 小学 小学音乐 不合格 放弃

151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41955 姚强 男 小学 小学音乐 不合格 放弃

152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41957 刘雪梅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递补

153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41942 孙紫轩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154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41946 毛杰 男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155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41954 任帅 男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156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41964 杨乐 男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157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25 贾贸钥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158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47 刘佳南 男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159 周至县 四屯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67 白海涛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160 周至县 广济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58 王斌斌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不合格 放弃

161 周至县 广济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62 李敏舰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162 周至县 广济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72 任刚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163 周至县 广济镇中心学校 61022141926 高阳 男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164 周至县 广济镇中心学校 61022141935 任晓艳 女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165 周至县 广济镇中心学校 61022141944 张超杰 男 小学 小学音乐 合格

166 周至县 广济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09 雷淇百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167 周至县 广济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22 山张援 男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168 周至县 广济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85 蔺琳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169 周至县 马召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38 张世杰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170 周至县 马召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42 仰毅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171 周至县 马召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49 何水敏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172 周至县 马召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63 王天娇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173 周至县 马召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68 郭兴娣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174 周至县 马召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75 冯潇潇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175 周至县 马召镇中心学校 61022172334 刘梦瑶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合格

176 周至县 马召镇中心学校 61022172340 肖瑶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合格

177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15 赵欢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78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92 李巧妮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79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99 姜娱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180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15 邵彤彤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81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53 谢敏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82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59 何珊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83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75 陈佳楠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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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92 肖欣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不合格 放弃

185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57 张闫欢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递补

186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99 晁莎莎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87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61511 赵妍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88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61521 于瑞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89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61547 陈庭霞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190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71600 文章 男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不合格 放弃

191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71601 唐肖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合格

192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71610 刘芯萌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合格

193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71618 薛翔 男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合格

194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071623 方雨宁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合格

195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73 段轲轲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1 合格

196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34 刘璐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197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37 马卫东 男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198 周至县 富仁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40 芦倩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199 周至县 司竹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57 白婧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200 周至县 司竹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81 王艺蓉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不合格 放弃

201 周至县 司竹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55 李慧婷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递补

202 周至县 司竹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85 闫柳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203 周至县 司竹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60 刘丽珠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204 周至县 司竹镇中心学校 61022061500 王蕊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205 周至县 司竹镇中心学校 61022061554 赵玲玉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206 周至县 司竹镇中心学校 61022152194 田文雅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07 周至县 司竹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23 卫莹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08 周至县 司竹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32 薛岳峰 男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09 周至县 司竹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36 刘子钰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10 周至县 司竹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72 瞿彩丽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11 周至县 司竹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90 张松涛 男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12 周至县 司竹镇中心学校 61022152304 郭娇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13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71 王英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214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041034 冯豫倩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215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041042 张鹏 男 小学 小学语文 不合格 放弃

216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041017 侯艳华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不合格 放弃

217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041035 李玉朵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递补

218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041060 鲁雨曦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递补

219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68 陈戈凡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220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051201 刘莎莎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221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051205 朱小翠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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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63 蹇飞雪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23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69 付锦怡 女 小学 小学体育 不合格 放弃

224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70 巩磊磊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25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131774 张亦凡 男 小学 小学体育 合格

226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10 王莹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27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14 吴瑞华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228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152306 范珂言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不合格 放弃

229 周至县 楼观镇中心学校 61022152254 马亚韦 女 小学 小学美术 合格 递补

230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40883 韩毛毛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231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31 刘颖娜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232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38 袁莹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233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41002 张甜甜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234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41044 谢梓聪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235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41058 高嘉琦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236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40 乔佳婷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237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47 张宇杰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238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51182 杨圆圆 女 小学 小学数学 合格

239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43 严洁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240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45 益晨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241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69 潘婷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242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78 钱甜甜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243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61538 李靖怡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244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61552 洪改娟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245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71608 林佳颖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合格

246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71612 张玉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合格

247 周至县 终南镇中心学校 61022071617 张援援 女 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合格

248 周至县 尚村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30 高芊芊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249 周至县 尚村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78 樊丽珍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250 周至县 尚村镇中心学校 61022040994 杨甜甜 女 小学 小学语文 合格

251 周至县 尚村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07 严茜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252 周至县 尚村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17 董锦钰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253 周至县 尚村镇中心学校 61022061421 洪露 女 小学 小学英语 合格

254 周至县 尚村镇中心学校 61022172328 李丹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不合格 放弃

255 周至县 尚村镇中心学校 61022172338 张盼盼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合格 递补

256 周至县 尚村镇中心学校 61022172330 李韩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合格

257 周至县 尚村镇中心学校 61022172337 姚毅轩 女 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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