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宁市2022年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拟聘用名单                                                                                                                                                                            

制表单位：万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制表时间：2023年2月17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准考证号 学历 毕业院校 专业 聘用单位及岗位 备注

1 曾玲 女 1995.04 221023023214 本科 赣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 万城镇初级中学地理教师

2 王悦妃 女 1999.09 221023020209 本科 太原师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房地产经营方向） 万宁市龙滚华侨学校地理教师

3 万达粉 女 1997.04 221023020317 本科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化学 万城镇初级中学化学教师

4 王舒鸿 女 1999.07 221023022624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化学 万城镇初级中学化学教师

5 李欣欣 女 1996.09 221023020725 本科 衡阳师范学院 历史学 万城镇初级中学历史教师

6 吕晓珊 女 1996.10 221023022325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生物科学（师范） 万城镇初级中学生物教师

7 陈小娟 女 1991.01 221023015918 本科 宜春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万城镇初级中学思品教师

8 邢伙娇 女 1999.10 221023020116 本科 忻州师范学院 物理学 万城镇初级中学物理教师

9 羊乾丽 女 1997.09 221023020904 本科 忻州师范学院 物理学 万宁市龙滚华侨学校物理教师

10 王少葵 女 1997.11 221023012002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万宁市龙滚华侨学校语文教师

11 孙翠妹 女 1991.05 221023022923 本科 赣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师范） 万宁市大同中学地理教师

12 杨娇娇 女 1995.01 221023021712 本科 赣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 万宁市大同中学地理教师

13 薛菊妹 女 1996.06 221023022005 本科 太原师范学院 化学 万宁市大同中学化学教师

14 卢银叶 女 1996.04 221023010322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历史学 万宁市大同中学历史教师

15 周亚莲 女 1995.07 221023021209 本科 云南师范大学 生物科学 万宁市大同中学生物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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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带儿 女 2000.01 221023013299 本科 井冈山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类） 万宁市第二中学数学教师

17 郭美慧 女 1997.03 221023015230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万宁中学数学教师

18 卓萍萍 女 1998.01 221023012122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万宁中学数学教师

19 吴佳楠 女 2001.07 221023015425 本科 衡水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万宁市第二中学数学教师

20 唐贵花 女 1996.04 221023011023 本科 河北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万宁市第三中学数学教师

21 潘雅倩 女 2000.07 221023014011 本科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万宁市大同中学数学教师

22 黎阿娇 女 1992.06 221023012013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万宁市大同中学思品教师

23 吴小艳 女 1989.12 221023013529 本科 琼州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万宁市大同中学思品教师

24 冷爽 女 1998.08 221023015613 本科 大连艺术学院 音乐表演 万宁市第三中学音乐教师

25 周甜 女 1997.05 221023015801 本科 信阳学院 英语 万宁市大同中学英语教师

26 唐少泽 女 1999.01 221023015813 本科 长春师范大学 英语 万宁市大同中学英语教师

27 梁卫娇 女 1994.02 221023013219 本科 安阳师范人文管理学院 汉语言文学 万宁市大同中学语文教师

28 黄茹雪 女 1999.10 221023015604 本科 河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师范） 万宁市大同中学语文教师

29 黄心馨 女 1998.06 221023015722 本科 琼台师范学院 科学教育 万宁市第二小学科学教师

30 刘小情 女 1997.06 221023012716 本科 忻州师范学院 科学教育 万宁市第二小学科学教师

31 黄微微 女 1998.02 221023011019 本科 衡阳师范学院 教育学 万城小学科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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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陈一姿 女 1999.06 221023013404 本科 琼台师范学院 美术学 万宁市兴隆四小美术教师

33 陈欢欢 女 1996.07 221023014215 本科 赣南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万宁市兴隆立华爱心小学小学数学教师

34 袁颖 女 1999.12 221023012802 本科 三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万宁市第三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35 胡雪梅 女 1998.10 221023010320 本科 琼台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万宁市后朗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36 梁振文 男 1998.01 221023013211 本科 琼台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万宁市兴隆南旺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37 李妹娜 女 1999.04 221023010301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万宁市万城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38 吴冠英 女 1996.01 221023013118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英语 万宁市兴隆五小英语教师

39 林世妃 女 1996.07 221023010518 本科 潍坊学院 英语 万宁市兴隆立华爱心学校英语教师

40 王小芬 女 1999.07 221023011330 本科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汉语言文学 万宁市兴隆南旺小学语文教师

41 林浩 男 2000.04 221023014413 本科 湖南城市学院 美术学 万宁市龙滚华侨学校美术教师

42 欧开轩 男 1991.03 221023013118 本科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体育教育 万宁市龙滚华侨学校体育教师

43 符利森 男 1996.09 221023021525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物理学 万城镇初级中学物理教师

44 王少环 女 1996.09 221023021606 本科 太原师范学院 生物技术 万宁市大同中学生物教师

45 陈贤亮 男 2000.04 221023012311 本科 太原师范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万宁市大同中学数学教师

46 李可伟 男 1996.12 221023012921 本科 萍乡学院 小学教育 万宁市兴隆四小数学教师

47 欧阳继继 男 1999.06 221023010923 本科 琼台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万宁市兴隆中心学校体育教师

48 佟海琪 女 1989.05 221023011224 本科 西南大学育才学院 汉语言文学 万宁市大同中学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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