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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国良 1146060100713 男 1998.06 本科 黑龙江大学 新闻学 万宁市综治中心

2 张晋鹏 1146060103527 男 1988.07 本科 陕西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万宁市综治中心

3 吴挺立 1146060105203 男 2000.03 本科 中南民族大学 汉语言文学 万宁市综治中心

4 陈景峰 1146060104515 男 1997.11 本科 湖南科技大学 财务管理 万宁市综治中心

5 郑晨 1146060103112 男 1987.04 本科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法学 万宁市综治中心

6 梁湘菲 1146060102523 女 1994.12 本科 湖北警官学院 法学 万宁市综治中心

7 林萍 1146060100219 女 1998.11 本科 华中师范大学 法学 万宁市综治中心

8 王钟贤 1146060101923 男 1999.08 本科 三亚学院 法学 万宁市综治中心

9 陈海榕 1146060104511 女 1996.12 本科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大数据工程技术 万宁市综治中心

10 袁海昌 1146060101928 男 1999.09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网络工程 万宁市综治中心

11 王生博 1146060104229 男 1998.09 本科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法学 万宁市综治中心

12 周亚玲 1146060100313 女 1997.11 硕士 海南大学 法学 万宁市综治中心

13 陈思思 1146060101308 女 1995.10 本科 广东财经大学 法学 万宁市综治中心

14 钟  宁 3146060406011 女 1995.09 本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万宁市融媒体中心

15 符桃心 2146060702524 女 1995.10 本科 南昌大学 广播电视学 万宁市融媒体中心

16 邓啸宇 2146060701208 男 1999.05 本科 重庆师范大学 影视摄影与制作 万宁市融媒体中心

17 王  锐 2146060700704 男 1998.04 本科 湖南科技大学 新闻学 万宁市融媒体中心

18 何汉升 1146060102301 男 1997.03 本科 贵州中医药大学 法学 万宁市信访服务中心

19 许可欣 1146060104330 女 2000.08 本科 西北大学 汉语言文学 万宁市信访服务中心

20 谢慧莹 3146060409008 女 2000.07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生态学专业 万宁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化验分析室

21 王小漫 3146060405719 女 1991.12 本科 西北大学 地理信息系统 万宁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大气环境监测

22 胡晓畅 1146060101713 女 1998.05 本科 海南大学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万宁市农业机械化管理局

23 王  胜 1146060102303 男 1993.10 本科 河北工业大学 会计学 万宁市农技中心

24 罗  雨 3146060407112 女 1998.04 本科 四川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万宁市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控中心

25 陈娇婷 31460604506023 女 1998.05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化学（师范） 万宁市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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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揭奇潘 3146060406304 男 1996.11 本科 郑州大学 应用化学 万宁市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控中心

27 李莎莎 3146060408609 女 1990.02 本科 海南大学 生物科学 万宁市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控中心

28 崔  煜 1146060104921 男 2000.06 本科 海南大学 海洋工程与技术 万宁市殡葬管理站

29 王亚男 1146060101510 女 1992.06 本科 长春建筑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万宁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30 万佳华 1146060100527 女 1998.05 本科 湖南科技大学 汉语言 万宁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31 吴美姬 314606405811 女 1994.06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园林 万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32 蒲成凤 3146060408017 女 1999.10 本科 福建农林大学 种子科学与工程 万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33 林  武 3146060406305 男 1994.09 本科 海南大学 植物保护 万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34 林秀静 1146060100904 女 1992.04 本科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会计学 万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35 蓝小玲 1146060101322 女 1996.09 本科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新闻与现代传媒）专
业

万宁市河长制办公室

36 符  桑 1146060100830 男 1998.01 本科 三亚学院 汉语言文学 万宁市供销合作社

37 郑  丹 1146060104629 女 2000.10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财务管理 万宁市兴隆健康旅游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38 盘  艺 1146060104906 女 1999.06 本科 三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万宁市兴隆健康旅游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39 李丽婷 1146060104103 女 1995.12 本科 吉林财经大学 旅游管理 万宁市兴隆健康旅游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40 冯受轩 1146060101122 男 1999.08 本科 中山大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万宁市兴隆健康旅游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41 庄宁佳 1146060101419 女 2000.05 本科 海南大学 行政管理 万宁市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42 罗光奇 1146060104506 男 2000.08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 万宁市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43 杜小妹 1146060100122 女 1992.05 硕士 海南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万宁市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所

44 杨博凯 1146060103515 男 1999.11 本科 海南大学 旅游管理 万宁市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所

45 林志敏 1146060201422 男 1999.03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旅游管理 万城镇农业服务中心

46 陈洪妍 1146060102823 女 1999.11 本科 琼台师范学院 英语 万城镇农业服务中心

47 钟文礼 1146060200710 男 2000.04 本科 海南大学 公共关系学 北大镇农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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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罗美君 1146060202603 女 1999.10 本科 海南大学 商务英语 北大镇农业服务中心

49 黄仕城 1146060201125 男 1999.05 本科 海南大学 市场营销 北大镇农业服务中心

50 陈永慧 1146060200718 女 1994.09 本科 中央民族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和乐镇农业服务中心

51 林世建 1146060203112 男 1997.08 本科 湖南农业大学 土木工程 大茂镇农业服务中心

52 麦雨婷 1146060201815 女 1998.06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化学 礼纪镇农业服务中心

53 莫小静 1146060202712 女 1995.08 本科 东莞城市学院 汉语言文学 长丰镇农业服务中心

54 黄文玉 4146060409210 女 1999.01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万城小学思品教师

55 卓婷婷 4146060409108 女 1997.08 本科 哈尔滨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万宁市第二小学思品教师

56 王  静 4146060409217 女 1995.04 本科 湖南科技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万宁市后朗小学思品教师

57 邢慧娴 4146060703423 女 1996.01 本科 太原师范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万宁市第三小学思品教师

58 徐燕燕 4146060703426 女 1996.11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万城小学思品教师

59 何梦洋 4146060703223 男 1997.05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后安镇中心学校小学思品教师

60 郑  鹏 4146060703412 男 1992.08 本科 琼州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和乐镇中心学校小学思品教师

61 唐秀娟 4146060409123 女 1991.06 本科 忻州师范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兴隆第四小学思品教师

62 苏德兰 4146060703325 女 1994.08 本科 太原师范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山根中心学校小学思品教师

63 吴关娇 4146060703212 女 1996.04 本科 湖南科技学院 教育技术学 万宁市第二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64 周玉芳 4146060703313 女 1997.10 本科 江西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 万城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65 陈炯晴 4246060704007 女 1999.07 本科 江西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师范) 万宁中学高中语文教师

66 杜欧蕾 4246060704016 女 1998.08 本科 闽南师范大学 历史学专业 万宁市第二中学高中历史教师

67 沙永辉 4246060703709 男 1998.10 本科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万宁中学高中体育教师

68 王珑悦 4246060704018 女 2000.06 本科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万城镇中学初中语文教师

69 卢家贤 4246060703930 男 2000.08 本科 西安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万城镇中学初中体育教师

70 贾雪 4246060703925 女 1994.05 本科 西安石油大学 音乐学 万城镇中学初中音乐教师

71 张智慧 4146060703207 女 1996.12 本科 西昌学院 音乐学 万城小学小学音乐教师

72 郗若琳 4146060703612 女 1995.12 本科 济南大学 音乐学 万宁市第三小学小学音乐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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