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德县2022年招聘大学毕业生到村工作拟聘人员名单
报考岗位代码 报考单位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码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 综合成绩 排名

130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东关镇 张正 男 88813203607 长治学院 法学 大学本科 82.30 1

130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东关镇 郭之阳 男 88813204415 沈阳化工大学 测绘技术与仪器 大学本科 82.27 2

130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东关镇 高军 男 88813205204 太原科技大学 油气储运工程 大学本科 82.02 3

130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东关镇 陈子超 男 88813203305 太原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大学本科 82.01 4

130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东关镇 康启晴 男 88813202430 沈阳科技学院 会计学 大学本科 81.78 5

130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东关镇 张干成 男 88813201313 山西大学 自动化专业 大学本科 80.70 6

130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东关镇 高凯 男 88813201418 陕西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大学本科 80.50 7

130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东关镇 王旭 男 88813200120 太原师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大学本科 80.47 8

130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东关镇 崔永新 男 88813204601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大学本科 80.36 9

130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东关镇 赵乐乐 男 88813201727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大学本科 80.35 10

130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东关镇 岳嘉宇 男 88813200929 中北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大学本科 80.22 11

130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东关镇 郭保建 男 88813204804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大学本科 79.66 12

130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东关镇 王佳 女 88813205218 山西传媒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大学本科 86.33 1

130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东关镇 吕舒蓉 女 88813200118 长春师范大学 广告学 大学本科 84.88 2

130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东关镇 张悦 女 88813203710 内蒙古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 大学本科 84.82 3

130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东关镇 鲁凡 女 88813204911 辽宁大学 日语 大学本科 84.67 4

130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东关镇 王羽谦 女 88813203505 宁德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大学本科 84.55 5

130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东关镇 郭茹霞 女 88813203005 太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生 83.18 6

130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东关镇 王子婷 女 88813205025 长治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本科 82.87 7

130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东关镇 周媛媛 女 88813200306 西京学院 会计学 大学本科 82.76 8

130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东关镇 武倩 女 88813202706 长治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本科 82.2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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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东关镇 武延芳 女 88813205411 山西医科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大学本科 82.17 10

130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东关镇 张利娥 女 88813200524 忻州师范学院 工商管理 大学本科 81.68 11

130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东关镇 钱军 女 88813201908 大同大学 新闻学 大学本科 81.54 12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陈禹 男 88813202614 太原工业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大学本科 86.65 1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王晓明 男 88813204708 湘潭大学 广播电视新闻学 大学本科 85.76 2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孔凯 男 88813204119 沈阳工程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大学本科 84.83 3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岳文龙 男 88813204909 太原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大学本科 84.12 4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张月 男 88813203024 江苏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学本科 83.90 5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陈晋东 男 88813201703 中北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大学本科 83.36 6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康超强 男 88813205424 山西大同大学 工商管理 大学本科 83.18 7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王嘉伟 男 88813205206 忻州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学本科 83.17 8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韩立崧 男 88813205320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金融数学 大学本科 83.14 9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王浩 男 88813202607 太原师范学院 物理学 大学本科 83.03 10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赵裕强 男 88813200915 运城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 电气自动化方向 大学本科 82.37 11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王斌 男 88813203621 太原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大学本科 81.31 12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白鑫 男 88813205017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大学本科 81.12 13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鲁宁 男 88813202329 太原理工大学化学化工专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大学本科 80.93 14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刘宇升 男 88813204001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体育教育 大学本科 80.72 15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赵越楠 男 88813204417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财务管理 大学本科 80.49 16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王权章 男 88813203301 成都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大学本科 79.91 17

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王炳鑫 男 88813201808 闽南理工学院 财务管理 大学本科 79.7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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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桥头镇 尚进 男 88813201821 运城学院 印刷工程 大学本科 79.12 19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张娇 女 88813202006 山西医科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大学本科 86.60 1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袁文霞 女 88813204626 晋中学院 小学教育 大学本科 86.15 2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武珍 女 88813205209 南京农业大学 植物病理学 研究生 85.87 3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张宁 女 88813204328 太原理工大学 环境与工程 研究生 84.69 4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张戌 女 88813202912 太原理工大学 会计学 研究生 84.62 5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张巧平 女 88813204728 太原科技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大学本科 84.49 6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袁慧 女 88813201214 忻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大学本科 84.35 7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王诗月 女 88813203209 福建工程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大学本科 84.32 8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王娥 女 88813200229 吕梁学院 财务管理 大学本科 84.05 9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李安 女 88813202819 大同大学 化学专业 大学本科 83.87 10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王皎 女 88813200116 大同大学 新闻学 大学本科 83.44 11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韩佳颖 女 88813203110 南昌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大学本科 82.28 12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刘丹阳 女 88813200922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护理学 大学本科 82.17 13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张雪 女 88813202013 四川警察学院 秘书学 大学本科 82.17 14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卢苗苗 女 88813202411 太原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本科 82.15 15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张丹 女 88813200310 河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本科 81.94 16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闫悦 女 88813201104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本科 81.82 17

130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桥头镇 冯越 女 88813202611 太原科技大学 制药工程专业 大学本科 81.79 18

130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义门镇 赵佳鑫 男 88813202809 吉林化工学院 油气储运工程 大学本科 84.02 1

130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义门镇 赵振旺 男 88813204007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市场营销 大学本科 83.4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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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义门镇 王佳明 男 88813203620 太原师范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大学本科 82.21 3

130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义门镇 王洪金 男 88813205313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大学本科 81.85 4

130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义门镇 刘沛精 男 88813202321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大学本科 81.26 5

130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义门镇 张乐 男 88813203727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自动化 大学本科 80.96 6

130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义门镇 贾鹏 男 88813202715 山西大同大学 光电休息科学与工程 大学本科 80.95 7

130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义门镇 崔晓伟 男 88813202602 忻州师范学院 秘书学 大学本科 80.94 8

130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义门镇 郭成业 男 88813204830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学本科 80.73 9

130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义门镇 李泽林 男 88813204016 大连海洋大学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大学本科 80.60 10

130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义门镇 郭照恒 男 88813200220 长春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大学本科 80.59 11

130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义门镇 卢杰 男 88813202719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大学本科 80.05 12

130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义门镇 白旭东 男 88813201207 太原理工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大学本科 79.95 13

130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义门镇 张金泽 男 88813204103 山西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财政学 大学本科 79.93 14

130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义门镇 马莉英 女 88813204704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大学本科 87.46 1

130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义门镇 王青 女 88813200313 山西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大学本科 85.70 2

130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义门镇 刘佳雨 女 88813202906 山西大学 会计学 大学本科 85.11 3

130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义门镇 赵园园 女 88813204725 哈尔滨商业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 大学本科 84.46 4

130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义门镇 张宇琪 女 88813201023 太原师范学院 历史学 大学本科 84.34 5

130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义门镇 崔蓉 女 88813203325 山西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本科 84.07 6

130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义门镇 赵旭芳 女 88813200503 吕梁学院 化学 大学本科 83.80 7

130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义门镇 徐阿娇 女 88813200916 哈尔滨商业大学 生物工程 大学本科 83.31 8

130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义门镇 崔丹 女 88813200703 吕梁学院 应用化学 大学本科 82.5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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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义门镇 芦旭宏 女 88813200115 甘肃农业大学 英语（翻译）专业 大学本科 82.32 10

130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义门镇 徐曼 女 88813202011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会计学（会计实务与管理方
向）

大学本科 82.32 11

130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义门镇 马瑜 女 88813203809 山西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保险学 大学本科 82.06 12

130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义门镇 李斌 女 88813203011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 会计学 大学本科 81.71 13

1307-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张凯龙 男 88813202318 北华大学 木材科学与工程 大学本科 84.94 1

1307-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张榜 男 88813203918 太原工业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大学本科 84.84 2

1307-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刘锡锋 男 88813203115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大学本科 83.81 3

1307-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康家伟 男 88813203316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物联网工程 大学本科 83.78 4

1307-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刘帆 男 88813202529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 经济学 大学本科 83.60 5

1307-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张俊刚 男 88813205420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财务管理（注册会计师方向） 大学本科 82.22 6

1307-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张凯轩 男 88813205205 吕梁学院 财务管理 大学本科 82.18 7

1307-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霍哲 男 88813201422 太原师范学院 科学教育 大学本科 82.16 8

1307-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白轩 男 88813202405 山西农业大学 软件工程 大学本科 81.97 9

1308-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王佳 女 88813203913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金融学 大学本科 85.56 1

1308-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高瑜 女 88813204915 山西医科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大学本科 85.05 2

1308-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狄罗婷 女 88813201911 吕梁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大学本科 84.50 3

1308-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刘妍秀 女 88813201725 山西大同大学 文物保护技术 大学本科 83.72 4

1308-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代艾娟 女 88813202205 山西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 大学本科 83.10 5

1308-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党宇霞 女 88813202610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经济学 大学本科 82.71 6

1308-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张亚红 女 88813204922 太原师范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大学本科 82.34 7

1308-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王姣 女 88813203124 忻州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本科 80.9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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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8-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杨家湾镇 赵禹豪 女 88813204316 山西工商学院 财务管理 大学本科 80.28 9

130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孙恺 男 88813204824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 日语 大学本科 83.88 1

130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孙克 男 88813202020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财务管理（注册会计师方向） 大学本科 83.76 2

130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陈旭元 男 88813204918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学本科 83.17 3

130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张星 男 88813201824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化学 大学本科 81.87 4

130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王诏玄 男 88813200209 长安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大学本科 81.80 5

130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郭超琼 男 88813200305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大学本科 81.55 6

130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袁铁柱 男 88813205107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财务管理 大学本科 81.46 7

130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张域 男 88813204022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财务管理 大学本科 80.67 8

130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冀旭飞 男 88813200611 运城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大学本科 80.48 9

130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郭强 男 88813205001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大学本科 79.91 10

130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韩东伟 男 88813202325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行政管理 大学本科 79.41 11

130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高珺炜 男 88813201806 中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大学本科 79.34 12

130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马博雯 男 88813202211 中北大学 音乐学 大学本科 79.08 13

130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张乐山 男 88813200311 太原科技大学 油气储运工程 大学本科 79.01 14

130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郭鹏宇 男 88813203312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学本科 78.87 15

131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张小艳 女 88813201320 晋中学院 学前教育 大学本科 87.32 1

131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张茹 女 88813203726 山西大同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大学本科 83.65 2

131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王雨璐 女 88813203108 山西大学 民俗学 研究生 82.76 3

131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张昊 女 88813205201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法学 大学本科 82.51 4

131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白慧 女 88813200708 山西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大学本科 82.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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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崔瑜 女 88813200923 忻州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大学本科 82.15 6

131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孙咪 女 88813205008 淮阴工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大学本科 81.14 7

131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郭宣钰 女 88813202110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金融学 大学本科 81.04 8

131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袁娇 女 88813202306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大学本科 80.94 9

131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袁晓雨 女 88813201708 山西工商学院 财务管理专业 大学本科 80.88 10

131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王悦 女 88813204928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经济学 大学本科 80.24 11

131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高慧娟 女 88813201926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大学本科 80.19 12

131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郭昭君 女 88813202519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财务管理 大学本科 80.19 13

131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孙家沟镇 王丹 女 88813200223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方向） 大学本科 80.12 14

131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刘向杨 男 88813204018 哈尔滨商业大学广厦学院 财务管理(会计学方向) 大学本科 84.60 1

131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韩光宇 男 88813200528 忻州师范学院 秘书学 大学本科 84.05 2

131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赵晋东 男 88813201527 太原科技大学 自动化 大学本科 83.30 3

131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张宇宁 男 88813205511 湖北理工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 大学本科 80.80 4

131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康诗繁 男 88813204322 山西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大学本科 80.76 5

131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张家豪 男 88813201830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大学本科 80.52 6

131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王子琪 男 88813204106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会计学 大学本科 80.21 7

131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王盼男 男 88813201228 山西大同大学 汉语言文学 大学本科 80.09 8

131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杨晋磊 男 88813201801 山西医科大学晋祠学院 康复治疗学 大学本科 80.05 9

131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郝家艺 男 88813200808 太原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大学本科 79.68 10

131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马超 男 88813205318 山西农业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休闲体育方
向）

大学本科 79.28 11

131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白金衢 男 88813204912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大学本科 79.2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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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崔波 男 88813201604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旅游管理 大学本科 78.50 13

131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张丁 男 88813204614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大学本科 78.49 14

131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冯玉蓉 女 88813202915 山西师范大学 经济学 大学本科 86.60 1

131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赵美霞 女 88813200307 吉林工商学院 金融学 大学本科 84.17 2

131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刘美玲 女 88813203723 吕梁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学本科 83.61 3

131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刘禄 女 88813203519 山西农业大学 风景园林 大学本科 83.58 4

131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刘大姣 女 88813203004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财务管理（注册会计师方向） 大学本科 83.38 5

131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冯婷 女 88813205210 山西工商学院 会计学 大学本科 83.37 6

131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陈乐 女 88813203406 忻州师范学院 会计学 大学本科 83.23 7

131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赵晶晶 女 88813204506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旅游管理 大学本科 82.18 8

131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刘宇慧 女 88813203715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财务管理 大学本科 81.99 9

131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韩怡 女 88813200828 山西大同大学 新闻学 大学本科 81.40 10

131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李妮 女 88813200413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本科 81.21 11

131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张雄英 女 88813201114 山西农业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大学本科 80.89 12

131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南河沟乡 马秀利 女 88813203413 运城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大学本科 80.10 13

131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腰庄乡 韩学涛 男 88813201518 徐州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大学本科 83.59 1

131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腰庄乡 陈相颖 男 88813203228 运城学院 印刷工程 大学本科 83.04 2

131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腰庄乡 陈庆 男 88813201312 内蒙古工业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大学本科 82.01 3

131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腰庄乡 崔世东 男 88813204104 太原科技大学 环境科学 大学本科 81.31 4

131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腰庄乡 高新宇 男 88813202924 江西财经大学 数字媒体艺术 大学本科 81.03 5

131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腰庄乡 马鑫 男 88813202625 山西工商学院 会计学 大学本科 79.6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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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腰庄乡 张晋 男 88813203212 中北大学 软件工程 大学本科 79.23 7

1313-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腰庄乡 王展 男 88813200512 山西大学 法学 大学本科 79.07 8

131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腰庄乡 李文华 女 88813204005 西安外事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本科 83.82 1

131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腰庄乡 徐苗 女 88813203426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英语 大学本科 83.33 2

131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腰庄乡 路莉娜 女 88813200724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财务管理（注册会计师方向） 大学本科 82.53 3

131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腰庄乡 王晓婷 女 88813205230 内蒙古农业大学 行政管理 大学本科 81.71 4

131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腰庄乡 可田田 女 88813201416 运城学院 小学教育 大学本科 80.98 5

131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腰庄乡 赵倩红 女 88813202712 太原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大学本科 80.44 6

131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腰庄乡 王含 女 88813202713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会计学 大学本科 80.28 7

1314-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腰庄乡 王卓婷 女 88813203513 太原大学 投资学 大学本科 79.37 8

131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韩家川乡 马璐 男 88813203420 吉林外国语大学 经济学 大学本科 85.99 1

131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韩家川乡 高望渊 男 88813203009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本科 85.46 2

131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韩家川乡 张灿菲 男 88813202826 中北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大学本科 82.24 3

131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韩家川乡 岳书宁 男 88813203823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法学 大学本科 82.20 4

131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韩家川乡 尹若飞 男 88813204907 山西能源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大学本科 81.90 5

1315-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韩家川乡 路永进 男 88813201421 山西工商学院 工商管理 大学本科 80.13 6

131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韩家川乡 杨嘉慧 女 88813203114 山西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大学本科 83.02 1

131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韩家川乡 刘宇慧 女 88813201710 烟台南山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大学本科 82.14 2

131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韩家川乡 王一帆 女 88813200520 忻州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本科 82.02 3

131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韩家川乡 李雅倩 女 88813200602 大同大学 生物科学 大学本科 80.78 4

1316-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韩家川乡 秦旭琴 女 88813204823 太原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学本科 80.2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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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冯家川乡 冯笑林 男 88813203518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大学本科 83.76 1

1317-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冯家川乡 高田 男 88813202506 中南大学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大学本科 83.57 2

1317-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冯家川乡 冯超 男 88813204619 山西大同大学 统计学 大学本科 80.99 3

1317-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冯家川乡 杨东 男 88813203730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会计学方向） 大学本科 79.52 4

1317-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冯家川乡 张光军 男 88813201007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本科 76.76 5

1318-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冯家川乡 常梅 女 88813203019 辽宁师范大学 教育学原理 研究生 83.75 1

1318-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冯家川乡 王月园 女 88813200506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编辑出版学 大学本科 80.67 2

1318-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冯家川乡 党贤 女 88813203516 山西大同大学 汉语言文学 大学本科 79.66 3

1318-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冯家川乡 王越 女 88813200625 山西大同大学 会计学 大学本科 79.32 4

131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林遮峪乡 吕晓辉 男 88813204327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财务管理(注册会计师方向) 大学本科 84.42 1

131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林遮峪乡 高健 男 88813200319 运城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本科 82.49 2

131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林遮峪乡 赵旭 男 88813203002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自动化 大学本科 81.50 3

131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林遮峪乡 杨宇杰 男 88813202115 晋中学院 自动化 大学本科 81.27 4

131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林遮峪乡 徐嵩 男 88813205601 山西农业大学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研究生 80.71 5

1319-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林遮峪乡 白宇龙 男 88813202311 南华大学船山学院 会计学 大学本科 80.63 6

132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林遮峪乡 王俏雅 女 88813202604 曲阜师范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 大学本科 86.70 1

132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林遮峪乡 钱帅 女 88813204403 青岛农业大学 朝鲜语专业 大学本科 83.27 2

132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林遮峪乡 王朝颖 女 88813203318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财务管理 大学本科 82.48 3

132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林遮峪乡 卢仙仙 女 88813204721 山西工商学院 会计学 大学本科 82.05 4

1320-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林遮峪乡 姜宇 女 88813202921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 财务管理 大学本科 80.24 5

132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土崖塔乡 韩亚雄 男 88813203814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大学本科 82.8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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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土崖塔乡 杨耀 男 88813200719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学本科 81.91 2

132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土崖塔乡 马保兵 男 88813200728 山西大学 工商管理 大学本科 80.78 3

132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土崖塔乡 高梽铭 男 88813203507 山西大学 自动化 大学本科 80.07 4

132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土崖塔乡 王伦 男 88813205326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 通信工程 大学本科 79.91 5

132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土崖塔乡 高宇 男 88813203912 山西农业大学 兽医学 研究生 79.15 6

1321-管理岗位(男性) 保德县土崖塔乡 党成伟 男 88813203719 运城学院 应用化学 大学本科 78.29 7

132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土崖塔乡 袁佩新 女 88813201629 海口经济学院 新闻学 大学本科 79.98 1

132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土崖塔乡 吕嵩慧 女 88813204527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大学本科 79.71 2

132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土崖塔乡 高素婷 女 88813204426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 生物科学 大学本科 79.48 3

132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土崖塔乡 陈俊如 女 88813200215 吕梁学院 学前教育 大学本科 79.43 4

132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土崖塔乡 高玉芳 女 88813201802 山西工商学院 会计学 大学本科 78.65 5

1322-管理岗位(女性) 保德县土崖塔乡 马腾月 女 88813203230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 电子商务 大学本科 78.5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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