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招聘单位 岗位编码 岗位名称 考生姓名 考察结果

1 前海港湾小学 NS2021001C0001 小学科学教师 王世闰 合格

2 深圳大学附属教育集团外国语中学 NS2021001C0002 初中美术教师 苏雅茹 合格

3 博伦职业技术学校 NS2021001D0001 职高声乐教师 聂洪 合格

4 博伦职业技术学校 NS2021001D0002 职高珠宝教师 磨鸿燕 合格

5 南山小学 NS2021001D0003 小学体育教师 李希雅 合格

6 南山小学 NS2021001D0004 小学科学教师 钟润平 合格

7 海滨实验小学 NS2021001D0005 小学语文教师 杨阳 合格

8 海滨实验小学 NS2021001D0006 小学数学教师 蔡良妹 合格

9 华侨城中学 NS2021001D0007 高中语文教师 龙平 合格

10 华侨城中学 NS2021001D0008 初中信息技术教师 王明君 合格

11 华侨城中学 NS2021001D0009 初中体育教师 吴锡灿 合格

12 蛇口学校 NS2021001D0010 小学语文教师 郭沁蔚 合格

13 蛇口学校 NS2021001D0011 初中历史教师 饶小琴 合格

14 蛇口学校 NS2021001D0012 小学语文教师 姜梦娜 合格

15 松坪学校 NS2021001D0013 初中语文教师 沈彤 合格

16 松坪学校 NS2021001D0014 初中数学教师 许文华 合格

17 桃源中学 NS2021001D0015 初中地理教师 焦俊玲 合格

18 桃源中学 NS2021001D0017 初中心理教师 杨梅迪 合格

19 北京师范大学南山附属学校 NS2021001D0018 高中英语教师 彭勃 合格

20 南油小学 NS2021001D0019 小学语文教师 陈嘉欣 合格

21 向南小学 NS2021001D0020 小学语文教师 陈晓玲 合格

22 向南小学 NS2021001D0021 小学语文教师 刘婷婷 合格

23 珠光小学 NS2021001D0022 小学英语教师 陈巧瑾 合格

24 白芒小学 NS2021001D0024 小学语文教师 陈璇 合格

25 白芒小学 NS2021001D0025 小学音乐教师 石玉萍 合格

26 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滨海学校 NS2021001D0026 初中语文教师 范曦文 合格

27 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滨海学校 NS2021001D0027 初中英语教师 秦婧 合格

28 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滨海学校 NS2021001D0028 初中数学教师 李雪梅 合格

29 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高级中学 NS2021001D0029 高中体育教师 刘乃瑜 合格

30 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高级中学 NS2021001D0030 高中语文教师 乔献萍 合格

31 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文华学校 NS2021001D0031 小学心理教师 朱芳 合格

32 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文华学校 NS2021001D0032 小学体育教师 倪晓霞 合格

33 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高新中学 NS2021001D0033 初中历史教师 吕小玉 合格

34 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大冲学校 NS2021001D0034 小学科学教师 廖婷婷 合格

35 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高新中学 NS2021001D0035 初中数学教师 伍黎清 合格

36 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滨海小学 NS2021001D0036 小学语文教师 闫文芳 合格

37 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滨海小学 NS2021001D0037 小学数学教师 刘芳 合格

38 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文华学校 NS2021001D0038 小学语文教师 刘泉泉 合格

39 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大冲学校 NS2021001D0039 初中体育教师 胡昌炫 合格

40 前海学校 NS2021001D0040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 扶涵宇 合格

41 南山实验教育集团麒麟中学 NS2021001D0041 初中体育教师 罗思雨 合格

42 南山实验教育集团南海中学 NS2021001D0042 初中物理教师 曾媛媛 合格

43 南山实验教育集团南海中学 NS2021001D0043 初中英语教师 左汾瓒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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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南山实验教育集团南海中学 NS2021001D0044 初中语文教师 张洁婷 合格

45 南山实验教育集团麒麟中学 NS2021001D0045 初中历史教师 赵世龙 合格

46 南山实验教育集团麒麟中学 NS2021001D0046 初中数学教师 顾国锋 合格

47 南山实验教育集团荔林小学 NS2021001D0047 小学数学教师 王超凡 合格

48 南山实验教育集团麒麟中学 NS2021001D0048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 张旭 合格

49 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一小 NS2021001D0049 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黄嘉豪 合格

50 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二中 NS2021001D0050 初中体育教师 邱安业 合格

51 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二中 NS2021001D0051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 朱丽娟 合格

52 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三中 NS2021001D0052 初中数学教师 李萌 合格

53 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中学 NS2021001D0053 高中英语教师 邹小宇 合格

54 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中学 NS2021001D0053 高中英语教师 朱瑜 合格

55 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中学 NS2021001D0054 高中物理教师 何丹 合格

56 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中学 NS2021001D0055 高中数学教师 谢华 合格

57 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中学 NS2021001D0056 高中地理教师 刘远 合格

58 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二中 NS2021001D0057 初中数学教师 张葱 合格

59 香山里小学 NS2021001D0059 小学语文教师 王娜 合格

6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实验学校 NS2021001D0060 小学体育教师 王涞东 合格

6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实验学校 NS2021001D0061 小学音乐教师 谢雅文 合格

6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实验学校 NS2021001D0062 初中心理教师 罗曼玉 合格

63 深圳湾学校 NS2021001D0066 初中数学教师 黄楚楚 合格

64 深圳湾学校 NS2021001D0067 初中生物教师 亓双 合格

65 深圳湾学校 NS2021001D0068 小学语文教师 时秋君 合格

66 园丁学校 NS2021001D0070 小学语文教师 涂文婷 合格

67 园丁学校 NS2021001D0071 小学数学教师 许馨月 合格

68 园丁学校 NS2021001D0072 小学美术教师 张冬东 合格

69 园丁学校 NS2021001D0073 初中数学教师 欧阳昕奕 合格

70 园丁学校 NS2021001D0074 初中舞蹈教师 王婉婷 合格

71 园丁学校 NS2021001D0075 小学英语教师 谭茜 合格

72 园丁学校 NS2021001D0076 初中综合实践教师 孙跃 合格

73 龙苑学校 NS2021001D0077 小学特殊教育教师 张竹 合格

74 龙苑学校 NS2021001D0078 特殊教育音乐教师 戚馨匀 合格

75 龙苑学校 NS2021001D0079 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郑雅楠 合格

76 荔湾小学 NS2021001D0081 小学英语教师 蔡凯欢 合格

77 荔香学校 NS2021001D0082 小学语文教师 谭爽 合格

78 荔香学校 NS2021001D0083 小学科学教师 叶彤 合格

79 龙珠学校 NS2021001D0084 小学数学教师 张丹 合格

80 龙珠学校 NS2021001D0085 小学语文教师 叶莎 合格

81 龙珠学校 NS2021001D0085 小学语文教师 梁爽 合格

82 丽湖学校 NS2021001D0086 小学语文教师 张小雅 合格

83 丽湖学校 NS2021001D0087 初中语文教师 胡一鸣 合格

84 太子湾学校 NS2021001D0088 小学语文教师 尤璐琪 合格

85 太子湾学校 NS2021001D0089 初中美术教师 米娜 合格

86 太子湾学校 NS2021001D0090 初中信息教师 梁小欢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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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太子湾学校 NS2021001D0091 小学英语教师 巫嘉妮 合格

88 科华学校 NS2021001D0092 小学音乐教师 高群 合格

89 科华学校 NS2021001D0093 小学语文教师 王雅 合格

90 科华学校 NS2021001D0094 小学语文教师 易良秀 合格

91 科华学校 NS2021001D0095 小学英语教师 罗莹 合格

92 科华学校 NS2021001D0096 小学体育教师 王森 合格

93 科华学校 NS2021001D0097 初中物理教师 陈芳菁 合格

94 前海港湾学校 NS2021001D0098 初中数学教师 杨雪 合格

95 前海港湾学校 NS2021001D0100 初中英语教师 徐文哲 合格

96 前海港湾学校 NS2021001D0101 小学语文教师 王建琼 合格

97 前海港湾学校 NS2021001D0102 初中化学教师 杨丹妮 合格

98 深中南山创新学校 NS2021001D0103 初中英语教师 朱梦倪 合格

99 深中南山创新学校 NS2021001D0105 小学科学教师 林琳 合格

100 深中南山创新学校 NS2021001D0106 初中化学教师 唐勇 合格

101 深中南山创新学校 NS2021001D0107 初中数学教师 武冲 合格

102 文理实验学校（集团）文理学校 NS2021001D0108 小学语文教师 高灿 合格

103 文理实验学校（集团）科创学校 NS2021001D0109 小学美术教师 罗云 合格

104 文理实验学校（集团）科创学校 NS2021001D0110 初中音乐教师 周易 合格

105 文理实验学校（集团）文理学校 NS2021001D0111 小学英语教师 李燕 合格

106 文理实验学校（集团）文理学校 NS2021001D0112 初中生物教师 赖春洋 合格

107 文理实验学校（集团）科创学校 NS2021001D0113 小学语文教师 陈洁銮 合格

108 文理实验学校（集团）文理学校 NS2021001D0114 初中语文教师 张雅琴 合格

109 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南山）实验一小 NS2021001D0115 小学英语教师 林泽娜 合格

110 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南山）实验一小 NS2021001D0116 小学心理教师 张格旋 合格

111 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学府中学 NS2021001D0117 初中心理教师 刘秋苹 合格

112 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学府中学 NS2021001D0118 初中英语教师 张蔼婷 合格

113 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学府中学 NS2021001D0119 初中化学教师 王丹 合格

114 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学府中学 NS2021001D0120 初中数学教师 曾妍 合格

115 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学府中学 NS2021001D0121 初中体育教师 张博文 合格

116 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学府一小 NS2021001D0122 小学科学教师 董安琦 合格

117 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海岸小学 NS2021001D0123 小学语文教师 杨心怡 合格

118 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海岸小学 NS2021001D0124 小学英语教师 国红焱 合格

119 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学府二小 NS2021001D0125 小学体育教师 林昌日 合格

120 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学府二小 NS2021001D0127 小学数学教师 林映丽 合格

121 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南山）第二实验学校 NS2021001D0128 小学英语教师 刘儒 合格

122 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南山）第二实验学校 NS2021001D0129 初中化学教师 孙慧慧 合格

123 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南山）第二实验学校 NS2021001D0130 小学美术教师 陈泽婉 合格

124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实验学校 NS2021001D0131 初中历史教师 赖刘凤 合格

125 深圳大学附属教育集团外国语小学 NS2021001D0132 小学语文教师 高丽 合格

126 深圳大学附属教育集团外国语中学 NS2021001D0133 初中体育教师 李木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