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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

南昌市直属学校招聘教师拟聘用人员的公示

按照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昌市教育局

《2020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南昌市直属学校教师招聘工

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招聘工作已经

完成了笔试、面试、体检、考核和选岗等环节，现将拟聘人

员名单公布如下（见附件）。若有异议，请于 9 月 19 日前

将 意 见 反 馈 至 市 纪 委 驻 市 教 育 局 纪 检 组 ( 电 话 ：

0791-83986003) 或 市 教 育 局 组 织 人 事 处 ( 电 话 ：

0791-83850350,83986493)。

附：2020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南昌市直属学校教师招聘拟聘用人员公示名单

2020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

南昌市直属学校教师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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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南昌市直属学校招聘教师拟聘用人员公示名单

岗位学校 姓名 岗位代码 准考证号一 岗位学段学科

南昌市第一中学 吴伟伟 100180305009 136017303130 高中地理

南昌市第一中学 勒如金 100180307020 136017202516 高中化学

南昌市第一中学 肖燕萍 100180304017 136011103808 高中历史

南昌市第一中学 胡慧华 100180308026 136010701122 高中生物

南昌市第一中学 李铭琪 100180308026 136010700825 高中生物

南昌市第一中学 危琴 100180313023 136019901818 高中体育与健康

南昌市第一中学 熊子江 100180306038 136017202228 高中物理

南昌市第二中学 桂菲 100180215002 136018008225 初中道德与法治

南昌市第二中学 曾思源 100180207003 136019901627 初中化学

南昌市第二中学 李亦欣 100180208006 136012305905 初中生物

南昌市第二中学 桂迪 100180202014 136010404717 初中数学

南昌市第二中学 王西斗 100180213007 136011101218 初中体育与健康

南昌市第二中学 汪文捷 100180206008 136231903624 初中物理

南昌市第二中学 雷丹 100180203015 136018001525 初中英语

南昌市第二中学 钟奇芳 100180201011 136010400511 初中语文

南昌市第二中学 刘佳敏 100180201011 136042000116 初中语文

南昌市第二中学 柳依玲 100180308027 136010701004 高中生物

南昌市第二中学 唐文俊 100180306038 136017202225 高中物理

南昌市第二中学 董煦 100180320018 136011303207 高中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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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学校 姓名 岗位代码 准考证号一 岗位学段学科

南昌市第二中学 文幸 100180303033 136011102207 高中英语

南昌市第二中学 姜嘉颖 100180303033 136011102020 高中英语

南昌市第二中学 余玲莉 100180301044 136022100304 高中语文

南昌市第八中学 刘娜 100180302036 136010408318 高中数学

南昌市第八中学 万嘉明 100180313022 136019901823 高中体育与健康

南昌市第八中学 谢石娇 100180306039 136213603316 高中物理

南昌市第八中学 刘国彪 100180301042 136017200120 高中语文

南昌市第十中学 舒秋霞 100180304017 136011103410 高中历史

南昌市第十中学 陈颖 100180301044 136017201105 高中语文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王李芳 100180302036 136010408013 高中数学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朱诚 100180316029 136011302617 高中思想政治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于璇 100180301043 136017200627 高中语文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张强华 100180308025 136010701407 高中生物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万庭乐 100180302035 136010407712 高中数学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高雅 100180316031 136022102308 高中思想政治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王雨 100180313024 136019902310 高中体育与健康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范瑀 100180303032 136011103009 高中英语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丰秀棋 100180301043 136017200804 高中语文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黄迎迎 100180208006 136012305910 初中生物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居颖 100180206008 136012304801 初中物理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刘亭 100180203015 136018005221 初中英语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赖鑫 100180304016 136011103801 高中历史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熊渊 100180302035 136010408127 高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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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学校 姓名 岗位代码 准考证号一 岗位学段学科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陈云鹏 100180316029 136011302504 高中思想政治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周弦 100180303034 136011103117 高中英语

南昌市第十五中学 朱倩玉 100180204004 136018007803 初中历史

南昌市第十五中学 杨明珠 100180307021 136017202729 高中化学

南昌市第十五中学 杨雨 100180306039 136017201806 高中物理

南昌市第十六中学 柴志强 100180316029 136011302505 高中思想政治

南昌市第十六中学 何佳 100180306041 136017201825 高中物理

南昌市第十六中学 万轩轩 100180303032 136011102312 高中英语

南昌市第十六中学 徐安琪 100180301043 136017200808 高中语文

南昌市第十七中学 钟珍 100180316030 136011302901 高中思想政治

南昌市第十八中学 邓思思 100180302037 136010407511 高中数学

南昌市第十八中学 徐军 100180301042 136017200104 高中语文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骆明心 100180202014 136010406503 初中数学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饶月 100180203015 136018002809 初中英语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吴依煊 100180201011 136010400110 初中语文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齐文 100180307020 136017202608 高中化学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谌思颖 100180313023 136019902325 高中体育与健康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姚晨 100180306039 136017202008 高中物理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易紫薇 100180320018 136011303224 高中心理健康

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 龚午奇 100180306041 136017202014 高中物理

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 侯明龙 100180303032 136011102318 高中英语

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 冷彩云 100180301043 136017200817 高中语文

南昌市第二十六中学 丁青青 100180308027 136010701016 高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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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学校 姓名 岗位代码 准考证号一 岗位学段学科

南昌市第二十六中学 刘恋 100180302036 136010408317 高中数学

南昌市第二十六中学 徐婷 100180316030 136011302701 高中思想政治

南昌市第二十六中学 涂绍军 100180301042 136017201216 高中语文

南昌市第二十七中学 林娇 100180202014 136231900811 初中数学

南昌市第二十七中学 陈霞 100180213007 136011100624 初中体育与健康

南昌市豫章中学 伍亮敬 100180304016 136060202007 高中历史

南昌市豫章中学 李懿雯 100180316031 136011302712 高中思想政治

南昌市豫章中学 夏有超 100180306038 136017202215 高中物理

南昌市豫章中学 胡悦 100180320018 136012305409 高中心理健康

南昌市实验中学 罗颖 100180302037 136010407409 高中数学

南昌市八一中学 邱听 100180203015 136018007124 初中英语

南昌市八一中学 肖丽霞 100180218005 136010700129 初中综合实践活动（含信息技术）

南昌市八一中学 黄裕玲 100180305009 136017303122 高中地理

南昌市八一中学 何范峥嵘 100180307019 136017202708 高中化学

南昌市八一中学 汪帆 100180308026 136250602206 高中生物

南昌市八一中学 赖金发 100180303033 136213803502 高中英语

南昌市八一中学 樊彩虹 100180303033 136250601102 高中英语

南昌市八一中学 谌思璐 100180301044 136017200212 高中语文

南昌市洪都中学 朱小冬 100180307019 136017202726 高中化学

南昌市洪都中学 周洲 100180308025 136010700924 高中生物

南昌市洪都中学 祝路 100180308027 136010701413 高中生物

南昌市洪都中学 任小枝 100180302036 136010407326 高中数学

南昌市洪都中学 刘秀英 100180302036 136042002225 高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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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学校 姓名 岗位代码 准考证号一 岗位学段学科

南昌市洪都中学 毛清爱 100180302036 136010407928 高中数学

南昌市洪都中学 郭紫君 100180302037 136010407604 高中数学

南昌市洪都中学 陈佩青 100180302037 136010408423 高中数学

南昌市洪都中学 符航 100180316030 136011302810 高中思想政治

南昌市洪都中学 孔德享 100180313024 136019901830 高中体育与健康

南昌市洪都中学 廖迎杰 100180306038 136017202220 高中物理

南昌市洪都中学 吴斌 100180306038 136017202212 高中物理

南昌市洪都中学 黄婷 100180306039 136017202113 高中物理

南昌市洪都中学 徐芳芳 100180306039 136213603322 高中物理

南昌市洪都中学 康爱群 100180306039 136022101424 高中物理

南昌市洪都中学 陈岩松 100180306041 136022101428 高中物理

南昌市洪都中学 周嘉伟 100180303032 136011102902 高中英语

南昌市洪都中学 徐婷婷 100180303034 136011103205 高中英语

南昌市洪都中学 高迈 100180303034 136011101926 高中英语

南昌市洪都中学 陈思思 100180301043 136041002222 高中语文

南昌市洪都中学 齐家桐 100180301044 136017200412 高中语文

南昌市洪都中学 孙晓兰 100180301044 136041002714 高中语文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秦刚 100180302035 136010408008 高中数学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陈新雨 100180302035 136010408102 高中数学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肖运兰 100180316031 136011302702 高中思想政治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徐毓黎 100180320018 136040305914 高中心理健康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黄达礼 100180301042 136017201530 高中语文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衷诚超 100180302035 136010407512 高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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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学校 姓名 岗位代码 准考证号一 岗位学段学科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丁国泰 100180302035 136010408116 高中数学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李霞 100180317010 136017203107 高中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张琪 100180317010 136017203114 高中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杜立坤 100180301042 136017200310 高中语文

南昌市启音学校 甘序 100180313022 136019901923 高中体育与健康

南昌市启音学校 胡海星 100180301042 136017200515 高中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