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安县事业单位引进研究生学历人才和急需紧缺本科学历

人才资格初审合格人员名单（1）

本次资格初审公示结果为：2022年5月17日报名合格人员

序号
岗位
代码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本科毕业院校 研究生毕业院校
审核
结果

1 2201 李  雯 女 1998.08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河南大学 合格

2 2201 王近影 女 1997.07 安阳工学院 安徽师范大学 合格

3 2201 郭晶晶 女 1997.06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河南大学 合格

4 2201 张晓飞 女 1993.11 黄淮学院 湘潭大学 合格

5 2202 卢园园 女 1994.12 天津城建大学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合格

6 2202 李浩军 男 1993.07 河南科技学院 贵州财经大学 合格

7 2202 杨美华 女 1996.06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青海民族大学 合格

8 2203 张润润 女 1999.09 上海政法学院 北京科技大学 合格

9 2203 耿文娟 女 1998.09
郑州升达经贸
管理学院

河北经贸大学 合格

10 2203 张宝杰 男 1995.10 安阳师范学院 河北经贸大学 合格

11 2203 杨怡莹 女 1997.08 河南工业大学 甘肃政法大学 合格

12 2203 高  妍 女 1995.09 新乡医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 合格

13 2203 刘晓明 女 1993.04 许昌学院 广西大学 合格

14 2203 李新新 女 1996.09 河南科技学院 上海大学 合格

15 2203 贾  曼 女 1997.07 河南师范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 合格

16 2204 王雅琪 女 1996.08
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

渤海大学 合格

17 2204 张  霖 女 1996.08 南阳师范学院 新疆财经大学 合格

18 2204 郑明明 女 1995.12 中原工学院 河北师范大学 合格

19 2204 高娜娜 女 1996.08 河南师范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合格

20 2204 何聪聪 女 1995.09 南阳师范学院 郑州大学 合格

21 2204 杨紫微 女 1998.03 信阳师范学院 中南民族大学 合格

22 2204 翟旭鸽 女 1992.11 郑州师范学院 新疆师范大学 合格

23 2204 郭亚楠 女 1996.10 河南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合格

24 2204 史宇飞 女 1996.12 湖州师范学院 上海大学 合格

25 2204 郝玉洁 女 1995.02 周口师范学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合格

26 2204 王冰燕 女 1994.09
中原工学院
信息商务学院

长春理工大学 合格

27 2205 海  冬 男 1997.10 河南工业大学 南宁师范大学 合格

28 2205 李晓梦 女 1994.03 宁夏师范学院 南昌大学 合格

29 2205 白智然 女 1993.10 许昌学院 昆明理工大学 合格

30 2205
华 珊
俊 琦

女 1998.01 长安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合格

31 2205 张  迪 女 1996.04 山西医科大学 河北传媒学院 合格

32 2205 李连凡 女 1998.09 河南科技学院 河南大学 合格

33 2205 支  晓 女 1995.02 周口师范学院 江苏师范大学 合格

34 2206 黄小婉 女 1996.11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郑州大学 合格

35 2207 郑凯旋 女 1997.06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河南大学 合格

36 2207 刘  艳 女 1989.07 河南大学 安徽农业大学 合格

37 2207 王  飞 男 1996.02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合格

38 2207 宋文超 男 1992.02
河南理工学院
万方科技学院

河南理工大学 合格

39 2207 张  瑜 女 1996.05 河南科技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 合格

40 2207 蒋  涵 男 1996.09 河南城建学院 江苏海洋大学 合格

41 2207 魏庭英 女 1996.10 淮阴工学院 河海大学 合格

42 2207 贾致通 男 1994.06 沈阳工学院 郑州大学 合格

43 2207 吴婉莹 女 1994.08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合格

44 2207 牛国强 男 1995.09 许昌学院 郑州大学 合格

45 2207 楚晶晶 女 1997.05 商丘师范学院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合格

46 2208 李海琼 女 1996.06 洛阳师范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 合格

47 2209 郭甜莉 女 1991.10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合格

48 2210 王  淼 女 1994.07 洛阳师范学院 南华大学 合格

49 2210 邱琦珂 女 1992.10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合格

50 2210 刘  晨 女 1996.08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西京学院 合格

51 2210 尚荷倩 女 1997.03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广州大学 合格

52 2210 郑艳萍 女 1997.09 海南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合格

53 2210 李  颖 女 1993.09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成功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 合格

54 2210 平鑫鑫 女 1994.09 信阳师范学院 西北工业大学 合格

55 2210 王佳宁 女 1996.10
中原工学院
信息商务学院

西藏民族大学 合格

56 2211 李乐儒 女 1996.08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 合格

57 2211 韩丁晓 女 1996.11 河北师范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合格

58 2211 李兵兵 女 1993.05 河南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合格

59 2211 刘佳茜 女 1997.08 黄淮学院 郑州大学 合格

60 2211 王夏冰 女 1997.03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 合格

61 2211 王毅波 男 1995.07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合格

62 2212 王咏怡 女 2000.07 河南大学 合格

63 2212 谭  浩 男 1995.12 郑州大学 合格

64 2212 刘亚雄 男 1993.09 河南大学 合格

65 2212 吴梦雨 女 1997.09 河南大学 合格

66 2212 王  萌 女 2000.05 东北农业大学 合格

67 2212 高可汗 女 1998.08 苏州大学 合格

68 2212 白怡博 男 1998.11 河南大学 合格

69 2212 柴冰倩 女 1999.09 河南大学 合格

70 2212 刘严鸽 女 2000.0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合格

71 2212 张萌悦 女 2000.03 太原理工大学 合格

72 2212 宋蕊蒲 男 1995.04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