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1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徐勇杰

2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谢咏春

3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张森

4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胡庆庆

5 濉溪职业技术学校 陈迪

6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王磊

7 淮北工业与艺术学校 张田

8 淮北市第十二中学 许铁军

9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孙思路

10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张小磊

11 濉溪县刘桥中心学校 谢娟

12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胡春霖

13 濉溪县第一实验学校 杜长春

14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杜囡囡

15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付欣

16 朔里实验初级中学 王雁霜

17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程琦

18 淮北市九一零学校 梁翠花

19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孙曦宇

20 安徽省濉溪中学 程晓辉

21 濉溪县新城中心学校 杜娟

22 濉溪县第二实验学校 侯苗苗

23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陈朋朋

24 濉溪县临涣中学 郭绍辉

25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徐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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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相山区淮纺路中学 赵岩岩

27 濉溪县徐楼中心校 郑成成

28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黄慧敏

29 淮北市西园中学 陈杰

30 濉溪经济开发区中心学校 丁晨曦

31 濉溪县第二实验学校 孙丽

32 淮北市第七中学 李倩倩

33 濉溪县城关中心学校 贾海磊

34 相山区张集中学 王梦嘉

35 濉溪县铁佛中心学校 刘颖

36 安徽省濉溪中学 梁波

37 濉溪县五铺中心学校 马雅茹

38 濉溪县南坪中心学校 张义明

39 濉溪县五沟中心学校 刘亚楠

40 淮北市杜集区梧南学校 梁宁静

41 濉溪县南坪中心学校 刘云婷

42 濉溪县陈集中心学校 李维维

43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武悦

44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吴瑞瑞

45 淮北市第二中学 魏明

46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赵海艳

47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潘天池

48 安徽省濉溪中学 高慧云

49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许松

50 淮北市实验学校 黄梅

51 淮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闫寒

52 安徽省濉溪中学 凌春光

53 安徽省濉溪中学 周昌莲

54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张慧影

55 濉溪县五沟中心学校 焦蕉

56 淮北市第五中学 张慧慧

57 淮北市相山区淮纺路中学 李梦茹

58 濉溪县临涣中心学校 黄立亮

59 濉溪县第二实验学校 孟娜

60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袁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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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濉溪县刘桥中心学校 孙小银

62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谢天华

63 安徽省濉溪中学 李汉卿

64 淮北市九一〇学校 马俊

65 淮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朱陈银

66 淮北市第七中学 武莹莹

67 濉溪县杨柳中心学校 刘紫晗

68 濉溪县四铺中心学校 蒋明明

69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李永生

70 濉溪县城关中心学校 牛方元

71 朔里实验初级中学 程珊

72 淮北市第七中学 李永刚

73 濉溪县五沟中心学校 胡岩岩

74 濉溪县第一实验学校 段晓颖

75 濉溪县新城中心学校 李丽

76 濉溪县城关中心学校 李琪

77 濉溪县孙疃中心学校 赵瑞芳

78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胡娟

79 安徽省濉溪中学 陆熹微

80 淮北市第十二中学 王苗苗

81 淮北市太阳城学校 李紫晨

82 淮北市古城路小学 王萱宜

83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于永驰

84 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 马娟

85 淮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张妍妍

86 杜集区淮海东路学校 李媛媛

87 淮北市梧北小学 魏明慧

88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倪春子

89 淮北市第七中学 刘倩倩

90 杜集区石台实验学校 李婷婷

91 濉溪县岳集中心学校 尹天赐

92 濉溪经济开发区中心学校 刘雪奇

93 濉溪县五沟中心学校 陈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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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淮北市朱庄初级中学 惠晓芹

95 淮北市九一零学校 孙媛媛

96 淮北市相山区淮纺路中学 黄文艳

97 濉溪县百善中心学校 殷冰清

98 烈山区赵集中心校赵集中学 朱坤坤

99 杜集区实验小学 袁丹丹

100 濉溪县刘桥中心学校 姚佳宁

101 濉溪县五铺中心学校洪南小学 赵雪

102 烈山区古饶中心校大何小学 杨维维

103 烈山区十中集团校临涣实验小学 周金铭

104 烈山区马桥中心校赵庄小学 朱凯娜

105 濉溪县城关中心学校 杨云

106 濉溪县城关中心小学 林遇慧

107 淮北市杜集区袁庄实验学校 张玉

108 濉溪县徐楼中心学校 周聪

109 濉溪县任集中心学校 朱彦虹

110 濉溪县新城中心小学 马贝贝

111 淮北市实验学校 曹静

112 淮北市首府实验小学 卢鹏

113 濉溪县第一实验学校 胡彬

114 淮北市首府实验小学 刘昌亭

115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刘亚楠

116 淮北市杜集区袁庄实验学校 杨艳

117 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刘艳

118 濉溪县实验小学 邰思怡

119 淮北市第一实验小学 邹静

120 相山区王店小学 罗梓祯

121 濉溪县百善中心学校 王彦

122 淮北市杜集区袁庄实验学校 闫兵峰

123 淮北市古城路小学 高平源

124 濉溪县孙疃中心学校 张娜

125 淮北市朱庄初级中学 黄春燕

126 杜集区淮海东路学校 吴宁

127 濉溪县新城中心学校 刘佑林

128 杜集区淮海东路学校 程子夜

129 朔里实验小学 鲍迪

130 淮北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 常磊

131 濉溪县白沙中心学校 张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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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朔里中心幼儿园 许迪迪

133 淮北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任玉

134 濉溪县城关中心学校恒大幼儿园 吴亚娇

135 淮北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刘妍秋

136 淮北市直机关第一幼儿园 任珊珊

137 相山区商幼相王府邸幼儿园 戴言凤

138 第二实验幼儿园郭王分园 刘璐

139 濉溪县新城中心幼儿园 马骁

140 濉溪县临涣中心幼儿园 王亚楠

141 淮北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岳梦婕

142 濉溪县第一幼儿园 赵亚雪

143 濉溪县海孜中心学校 刘婷婷

144 濉溪县百善中心学校 马玉涛

145 淮北市杜集区段园中心幼儿园 李洋

146 烈山区宋疃中心校店孜幼儿园 赵静

147 淮北市第一实验小学 冀骥

148 淮北市人民路学校 孙丽

149 淮北市人民路学校 王思宇

150 淮北市第三实验小学 袁圆

151 淮北市首府实验小学 周洁琼

152 淮北市第一实验小学 丁雯雯

153 濉溪县实验小学 高虎

154 淮北市第二实验小学 张未

155 淮北市第二实验小学 周璟岩

156 相山区淮纺路小学 司胜男

157 烈山区烈山中心校榴园小学 周银朵

158 淮北市古城路小学郭王分校 邹娟

159 烈山区第一实验小学 赵志娟

160 濉溪县新城实验学校 刘玲

161 相山区淮纺路小学 邹晓茜

162 相山区淮纺路小学 陈湘灵

163 濉溪县城关第四小学 吴秀荣

164 濉溪经济开发区中心学校 李明茹

165 濉溪县百善中心学校 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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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淮北市朱庄实验小学 李娜

167 淮北市古城路小学郭王分校 朱红宇

168 杜集区淮海东路学校 马云

169 淮北市双龙实验小学 李俐涵

170 濉溪县城关中心小学 段紫敬

171 淮北市淮海路小学 武艳平

172 濉溪县孙疃中心小学 黄晴晴

173 濉溪县白沙中心学校肖店小学 蒋海莉

174 濉溪县新城中心小学 吕凯丽

175 烈山区淮选集团校淮选学校 张姊薇

176 濉溪县南坪中心小学 王琪

177 烈山区烈山中心校蒋疃小学 宗义

178 濉溪县四铺中心学校 曹洋洋

179 淮北市杜集区毛郢孜学校 张建

180 相山区梁楼小学 穆静

181 濉溪县五沟中心小学 王茹

182 濉溪县城关中心学校第一小学 肖德萍

183 相山区土楼小学 邓文静

184 淮北市淮海路小学 闫磊

185 淮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李亚平

186 濉溪县实验小学 任蕾

187 淮北市首府实验小学 丁攀攀

188 刘楼小学 陈枫

189 淮北市第一实验小学 李磊

190 朔里实验小学 邢萍

191 淮北市特殊教育学校 王倩

192 淮北市白顶山小学 王晓娣

193 烈山区烈山中心校 王兰英

194 濉溪县杨柳中心校谢庙小学 关仁凡

195 濉溪县新城实验学校 石伟

196 相山区长山路小学 马静

197 烈山区烈山中心校梧桐路学校 秦冬梅

198 淮北市翠峰小学 杭芳

199 相山区合众小学 刘伟

200 烈山区第一实验小学 王慧

201 濉溪县五沟中心小学 周传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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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濉溪县白沙中心小学 邵娇娇

203 淮北市古城路小学 张芹

204 濉溪县实验小学 周艳艳

205 濉溪县韩村中心学校 邵春艳

206 濉溪县城关中心学校第一小学 刘娜

207 濉溪县新城中心小学 孙静

208 濉溪县徐楼中心小学 李桂兰

209 相山区淮纺路小学 范琳琳

210 烈山区宋疃中心校费寨小学 熊元元

211 淮北市曲阳学校 丁金金

212 淮北市朱庄实验小学 李萌

213 濉溪县四铺中心学校 王珊珊

214 烈山区烈山中心校化楼小学 付艳辉

215 烈山区赵集中心校山前小学 祁立微

216 杜集区石台实验学校 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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