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三亚市崖州区教育局直属学校 2020 年编制教师公开招聘 

拟录用人员名单（共 111 人） 

序号 招录学校 岗位名称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毕业院校 工作单位

1 崖城中学 中学语文 202001010113 陈钰宝 女 1992-8-9 研究生 华南师范大学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

2 崖城中学 中学语文 202001010808 王兰 女 1988-10-29 本科 重庆三峡学院 海南鲁迅中学外语部

3 崖城中学 中学语文 202001010402 刘鸿雁 女 1989-11-1 本科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三亚市第五中学

4 南滨中学 中学语文 202001010906 文霓 女 1998-6-8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无

5 保港中学 中学语文 202001010527 曾坤 女 1991-1-19 本科 琼州学院 三亚华侨学校

6 梅山中学 中学语文 202001010428 陈剑 女 1988-02-20 本科 湖北大学 海棠区进士中学

7 崖城中学 中学数学 202001021106 柏琳琳 女 1989-4-7 研究生 东北林业大学 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8 崖城中学 中学数学 202001021516 林方蛟 男 1994-2-2 本科 中国地质大学 掌门一对一

9 崖城中学 中学数学 202001021113 黄妹娇 女 1995-3-29 本科 湘潭大学 佛山市卓越里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 崖城中学 中学数学 202001021514 丁圆月 女 1991-7-25 本科 东北农业大学 三亚有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1 南滨中学 中学数学 202001021404 郭骁 男 1993-3-5 本科 山西医科大学 上海掌小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2 梅山中学 中学数学 202001021225 甫春妹 女 1989-3-7 本科 海南大学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

13 崖城中学 中学英语 202001032028 孙更强 女 1982-8-9 本科 吉首大学 三亚剑桥国际教育

14 崖城中学 中学英语 202001032120 李婷 女 1986-12-1 研究生 宁夏大学 三亚理工职业学院

15 崖城中学 中学英语 202001031805 周烨 女 1989-10-9 本科 宁波大学 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

16 保港中学 中学英语 202001031818 周艳 女 1988-9-15 本科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海南陵水思源实验学校

17 南滨中学 中学英语 202001032108 叶英 女 1992-6-2 本科 湘南学院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

18 南滨中学 中学英语 202001031925 游敏 女 1996-03-22 本科 西安邮电大学 三亚市第一中学

19 崖城中学 中学政治 202001042718 陈积凤 女 1990-1-28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三亚市第二中学

20 崖城中学 中学政治 202001042321 王政立 女 1990-12-5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海南省三亚市第四中学

21 崖城中学 中学历史 202001053115 林乐 女 1997-3-5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澄迈思源实验学校

22 南滨中学 中学历史 202001053301 陈初坤 女 1992-10-3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儋州市红岭学校

23 保港中学 中学历史 202001052827 蔡亲壮 男 1994-8-1 本科 忻州师范学院 海口南海实验学校

24 南滨中学 中学历史 202001052803 江浪 男 1996-2-15 本科 井冈山大学 琼海市南俸学校

25 崖城中学 中学地理 202001063625 纪萌萌 女 1988-10-2 本科 哈尔滨师范大学 西南大学三亚中学

26 南滨中学 中学地理 202001063714 吉家丽 女 1995-11-9 本科 江西师范大学 东方市琼西中学高中部



 

27 崖城中学 中学物理 202001074214 钟丽娟 女 1997-10-4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无

28 保港中学 中学物理 202001074103 张碧玲 女 1994-5-22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三亚市高峰初级中学

29 崖城中学 中学化学 202001084404 潘国萍 女 1993-1-18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三亚华侨学校

30 南滨中学 中学化学 202001084924 张迎迎 女 1989-8-27 本科 贵州师范大学 海口华兴学校

31 保港中学 中学化学 202001085002 林雪婷 女 1996-2-16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屯昌兰亭实验学校

32 崖城中学 中学生物 202001095730 吴慧 女 1996-11-21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海南省三亚市西南大学三亚中学

33 崖城中学 中学生物 202001095828 黎俊榆 女 1992-2-23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三亚市第二中学

34 南滨中学 中学生物 202001095414 赵开均 女 1995-4-29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中学

35 崖城中学 中学体育 202001106427 冀彦材 男 1996-1-6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三亚荔枝沟南亚学校

36 保港中学 中学体育 202001106429 杨亚祥 男 1994-2-13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三亚市吉阳区月川小学

37 崖城中学 中学音乐 202001116606 张钰 女 1998-7-4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无

38 南滨中学 中学音乐 202001116620 冯媛 女 1994-12-17 本科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幼儿教育职业学校

39 崖城小学 小学语文 202002121510 刘丽媛 女 1983-8-15 大专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教育学院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朱家镇教育中心

40 水南小学 小学语文 202002120414 邢晓赢 女 1993-10-6 本科 武汉纺织大学 无

41 水南小学 小学语文 202002123902 虞晴 女 1998-8-2 本科 韩山师范学院 无

42 南滨小学 小学语文 202002121728 赵一星 女 1997-5-14 大专 琼台师范学院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学校小学

43 保港小学 小学语文 202002121629 段爽 女 1990-1-11 本科 西安欧亚学院 无

44 南山小学 小学语文 202002121823 符诗涓 女 1998-6-3 本科 江西师范大学 无

45 雅安小学 小学语文 202002122315 郝丽 女 1995-03-19 大专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白沙县民族中学

46 雅安小学 小学语文 202002121620 符彩瑜 女 1994-1-4 本科 湖南科技学院 文昌市迈号中学

47 镇海小学 小学语文 202002121520 陈春秋 女 1993-9-1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三亚市第九小学

48 赤草小学 小学语文 202002123727 刘湘玉 女 1998-10-27 本科 信阳学院 无

49 抱古小学 小学语文 202002122015 朱淑芳 女 1990-6-18 本科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 三亚铭居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50 赤草小学 小学语文 202002123116 吴清琳 男 1990-3-19 大专 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海南白驹学校

51 海棠小学 小学语文 202002121301 李冬雨 女 1996-1-26 大专 琼台师范学院英语教育 文昌市重兴镇大勇小学

52 海棠小学 小学语文 202002123109 余玲玲 女 1989-10-10 本科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三亚市吉阳区月川小学

53 长山小学 小学语文 202002123121 彭卫娟 女 1996-7-14 本科 江西财经大学 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

54 崖城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2216 王佳怡 女 1998-6-4 本科 韶关学院 中科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

55 水南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0815 董迎迎 女 1994-2-19 本科 广西师范大学 深圳学而思培训中心

56 水南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2025 刘丽丽 女 1988-9-26 本科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三亚市南岛学校

57 水南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4028 王俊 男 1987-9-3 本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三亚外国语学校附属幼儿园



58 水南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1422 张伟伟 女 1990-12-10 本科 淮北师范大学信息学院 无

59 水南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2511 任希悦 女 1998-5-24 大专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银网实业有限公司

60 南滨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2329 李雪晶 女 1992-2-3 本科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 海南省三亚市鲁迅中学外语部

61 保港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1201 符艳 女 1996-6-15 本科 东北大学 文昌市树芳小学

62 临高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1303 张俐俐 女 1988-12-24 本科 河南师范大学 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

63 保港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0922 陈文霞 女 1991-5-9 本科 中国民航大学 三亚市第四小学

64 南山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2622 吴春妮 女 1987-2-28 本科 湖南衡阳师范学院 文昌迈号中学

65 南山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0311 陈政民 男 1993-10-8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儋州市丹阳学校

66 临高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1523 吉液 女 1985-12-9 大专 湖北黄冈师范学院 海口海天学校

67 雅安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2814 王丕翠 女 1996-8-30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白驹学校

68 盐灶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1822 何大莉 女 1990-1-13 本科 四川农业大学 三亚市荔枝沟南亚学校

69 保平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2716 刘少微 女 1989-4-23 大专 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昌市迈号中学

70 保平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4229 唐海琪 女 1995-7-22 本科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71 赤草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3909 邓海雪 女 1994-9-2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屯昌小学

72 长山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0729 岑雄玲 女 1993-8-16 本科 长江师范学院 大成实验学校

73 长山小学 小学数学 202004142922 黎火艳 女 1990-11-28 大专 武汉工程大学 东岸村委会

74 崖城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3114 吴慧子 女 1990-9-1 本科 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 三亚市吉阳区丹州小学

75 水南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1212 冯宇 女 1986-12-30 大专 广西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海口市美文枫叶国际学校

76 崖城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0815 苏天安 女 1991-7-29 本科 合肥师范学院 三亚百家争鸣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77 水南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2416 郭世普 女 1986-6-9 本科 唐山学院 三亚市天涯区桶井小学

78 港西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2309 麦卓玲 女 1990-11-14 本科 南昌大学 无

79 雅安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0327 谢曼芝 女 1992-4-28 本科 中华女子学院 无

80 保港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2930 陈磊 女 1995-7-7 本科 贵州大学 无

81 南滨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1823 胡浩凯 男 1987-10-2 本科 青岛滨海学院 无

82 南滨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0609 林巧 女 1994-8-20 本科 郑州大学 无

83 保平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0720 王思文 女 1992-6-28 本科 天津师范大学 无

84 南山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2822 高旭瑶 女 1993-12-9 本科 曲阜师范大学 青岛二中国际部

85 保港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2701 陈小妹 女 1995-7-28 本科 扬州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海南附属中学

86 盐灶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3205 黎珊珊 女 1992-8-12 本科 衡阳师范学院 三亚市第四小学

87 盐灶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3328 曾凡 女 1997-10-5 本科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三亚市吉阳区月川小学

88 镇海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1914 钱美燕 女 1989-12-3 本科 哈尔滨学院 海南鲁迅中学（巴哈马校区）



 

89 镇海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2518 姚菲 女 1986-1-5 大专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无

90 三公里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0607 李娴 女 1991-11-15 本科 琼州学院 隆广丹录小学

91 三公里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0930 孙爱霞 女 1986-6-16 本科 长江大学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方铺小学

92 抱古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3318 董晓红 女 1986-7-25 本科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海南西华新飞幼儿园

93 长山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0911 郭小青 女 1990-10-29 本科 哈尔滨商业大学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田仔中心小学

94 北岭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3302 涂秋如 女 1994-7-14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三亚市吉阳区丹州小学

95 凤岭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0204 吴莹莹 女 1992-8-6 本科 海南大学 三亚市实验小学

96 海棠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0628 欧永花 女 1989-7-5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荔枝沟初级中学

97 海棠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1730 舒鹏秀 女 1991-3-12 大专 南昌大学 利国镇佳佳小学

98 抱古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0729 曾小娜 女 1994-11-12 本科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万宁博而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99 三更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3202 吉才欢 女 1997-6-20 本科 信阳学院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小学

100 赤草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0115 张晨晴 女 1995-4-30 本科 海南大学 无

101 赤草小学 小学英语 202003131427 连丹敏 女 1994-5-21 本科 华南农业大学 中共三亚天涯区委办公室

102 保港小学 小学体育 202004166013 吴亮 男 1996-10-28 本科 广州体育学院 无

103 保平小学 小学体育 202004164606 董富民 男 1994-12-4 本科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上海泰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4 水南小学 小学音乐 202002154421 何珊 女 1994-6-24 本科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无

105 保港小学 小学音乐 202002154227 周辛玲 女 1996-10-23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无

106 保平小学 小学音乐 202002154419 文美娴 女 1996-11-21 大专 琼台师范学院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校区。

107 南山小学 小学音乐 202004156007 代扬 女 1989-04-29 本科 河南省黄淮学院 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雅安小学

108 保港小学 小学美术 202004175317 冯铭志 女 1994-2-13 本科 长春师范大学 橙派画室

109 镇海小学 小学美术 202004174926 余婷婷 女 1993-4-26 本科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三亚市八一小学

110 海棠小学 小学美术 202004175214 邓雪岚 女 1995-3-8 本科 三亚学院 三亚锐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111 崖城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202004185702 郑昌英 女 1996-5-27 本科 海南师范大学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