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认定取得教师初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科 备注

二级教师

1 淮北市聋儿语训中心 张雪 女 1987.03 学前教育

2 淮北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孟晶晶 女 1995.08 学前教育

3 淮北市人民路学校 潘强 女 1993.01 小学语文

4 淮北市人民路学校 程海英 女 1986.01 小学语文

5 淮北市实验学校 化丽娜 女 1987.10 小学语文

6 淮北市实验学校 黄迪 女 1995.06 小学语文

7 淮北市首府实验小学 朱亚茹 女 1992.03 小学语文

8 淮北市首府实验小学 杨洁琼 女 1988.04 小学语文

9 淮北市黎苑小学 李方方 女 1990.05 小学语文

10 淮北市第一实验小学 丁婷婷 女 1985.11 小学语文

11 淮北市梅苑学校 戚馨 女 1996.02 小学语文

12 淮北市梅苑学校 祝茹茹 女 1993.08 小学语文

13 淮北市梅苑学校 张兰 女 1989.10 小学语文

14 淮北市梅苑学校 郝梅 女 1986.09 小学语文

15 淮北市泉山路学校 梁晓鑫 女 1994.10 小学语文

16 淮北市泉山路学校 董方方 女 1987.07 小学语文

17 淮北市第三实验小学 杨秋梦 女 1994.01 小学语文

18 淮北市第三实验小学 解正芳 女 1993.07 小学语文

19 淮北市人民路学校 张宪雯 女 1988.04 小学数学

20 淮北市实验学校 王康 男 1994.12 小学数学

21 淮北市实验学校 孙皖梨 女 1996.02 小学数学

22 淮北市首府实验小学 马晓文 女 1996.06 小学数学

23 淮北市第一实验小学 王静茹 女 1996.10 小学数学

24 淮北市梅苑学校 张飘 女 1993.03 小学数学

25 淮北市梅苑学校 黄梦 女 1993.05 小学数学

26 淮北市梅苑学校 王卫 女 1993.02 小学数学

27 淮北市泉山路学校 沈向翠 女 1990.06 小学数学

28 淮北市泉山路学校 位秀丽 女 1989.09 小学数学

29 淮北市泉山路学校 施  彬 男 1986.10 小学数学

30 淮北市泉山路学校 陈明君 女 1997.02 小学数学

31 淮北市首府实验小学 孙君君 男 1993.12 小学体育

32 淮北市濉溪路小学 王雅洁 女 1988.01 小学体育

33 淮北市泉山路学校 宗如明 男 1992.11 小学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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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淮北市第一实验小学 盛雨蒙 女 1993.11 小学体育

35 淮北市第三实验小学 赵莹娣 女 1991.01 小学体育

36 淮北市濉溪路小学 朱肖南 女 1990.08 小学道德与法治

37 淮北市黎苑小学 张卷玲 女 1990.02 小学道德与法治

38 淮北市濉溪路小学 张兰兰 女 1986.04 小学科学

39 淮北市天一中学 王倩 女 1996.02 高中语文

40 淮北市天一中学 苗振宇 男 1997.10 高中语文

41 淮北市天一中学 张娜 女 1994.07 高中语文

42 淮北市第五中学 张悦 女 1995.08 高中语文

43 淮北市第一中学 张侠 女 1990.11 高中数学

44 淮北市第五中学 孙远波 男 1986.03 高中数学

45 淮北市天一中学 刘香玉 女 1996.06 高中数学

46 淮北市第一中学 王夏夏 女 1989.07 高中英语

47 淮北市天一中学 张飞亚 女 1994.10 高中英语

48 淮北市天一中学 吴雨晴 女 1988.03 高中英语

49 淮北市天一中学 陈晨 女 1985.11 高中政治

50 淮北市第十二中学 蔡继春 男 1986.04 高中历史

51 淮北市第一中学 谷秀婷 女 1989.10 高中历史

52 淮北市天一中学 周宁 男 1994.01 高中历史

53 淮北市第五中学 刘湘云 女 1992.11 高中历史

54 淮北市天一中学 王宁 女 1996.01 高中地理

55 淮北市第十二中学 王丽丽 女 1990.11 高中物理

56 淮北市天一中学 杨宾 男 1992.09 高中物理

57 淮北市人民路学校 祝浩 男 1988.12 初中物理

58 淮北市体育中学 张苏 女 1988.04 初中物理

59 淮北市天一中学 王顺海 男 1993.02 高中化学

60 淮北市天一中学 蔡玲 女 1990.12 高中化学

61 淮北市天一中学 陈琳 女 1988.05 高中化学

62 淮北市天一中学 朱艳丽 女 1991.02 高中化学

63 淮北市第十二中学 孙拂晓 女 1989.10 高中生物

64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徐喜梅 女 1989.02 高中生物

65 淮北市人民路学校 彭莉 女 1994.01 初中美术

三级教师

66 淮北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孙一凡 男 1999.05 学前教育

67 淮北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陈路遥 女 1996.06 学前教育

68 淮北市聋儿语训中心 刘思雨 女 1994.04 学前教育

69 淮北市聋儿语训中心 荣晨阳 女 1982.08 学前教育

70 淮北市聋儿语训中心 李雪 女 1983.12 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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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淮北市聋儿语训中心 陈烨 女 1994.12 学前教育

72 淮北市首府实验小学 章臣臣 女 1996.05 小学语文

73 淮北市第三实验小学 王感感 女 1994.11 小学语文

74 淮北市第三实验小学 田梦圆 女 1996.09 小学数学

75 淮北市人民路学校 谢世龙 男 1997.11 小学体育

助理讲师

76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张晓露 女 1991.08 音乐

77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张鑫 女 1995.08 音乐

78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余子菲 女 1991.02 教育学

79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孟婷婷 女 1993.02 语文

80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张晓晨 女 1996.02 学前教育

81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耿子傲 男 1993.10 体育与健康

82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张利娜 女 1984.04 计算机应用与技术

83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刘西西 女 1986.04 计算机平面设计

84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江帆 男 1994.06 中职语文

85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曹紫旖 女 1992.04 英语

86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黄萌萌 女 1996.06 电子商务

87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邵萍萍 女 1987.07 旅游管理

88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袁野 男 1991.12 影像与影视技术

89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孔志懿 男 1991.09 体育

90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陈甜甜 女 1992.12 语文

91 淮北市职业教育发展中心 杜斯婕 女 1986.01 思想政治

二级实习指导教师

92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杜康 男 1984.10 汽车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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