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萧山区城市社区专职社区工作者和两新组织专职党务工作者
公开招聘拟录用人员名单（二）

序号 报考单位 岗位 考生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备注

1 城厢街道 工作人员02 章丽萍 女 339005****05148723

2 城厢街道 工作人员02 李晶晶 女 341221****04262048

3 北干街道 工作人员01 陈展超 男 339005****03199450

4 北干街道 工作人员01 金凯 男 339005****01015313

5 北干街道 工作人员02 徐贤秀 女 339005****12194523

6 北干街道 工作人员02 李煜 女 339005****10100044

7 北干街道 工作人员02 宋婷婷 女 339005****1228516X

8 北干街道 工作人员02 裘梦蝶 女 339005****06297625

9 北干街道 工作人员03 朱易植 男 330105****01161617

10 北干街道 工作人员03 曹智炎 男 339005****02290331

11 北干街道 工作人员03 杨志伟 男 339005****01041655

12 北干街道 工作人员03 胡超民 男 339005****05020014

13 北干街道 工作人员03 高强 男 339005****04130314

14 北干街道 工作人员04 姚璐丹 女 339005****12060620

15 北干街道 工作人员04 诸黎婷 女 339005****02092129

16 北干街道 工作人员04 赵梦兰 女 339005****0108732X

17 北干街道 工作人员04 王异奕 女 330682****1212502X

18 北干街道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

向岗位
高婷婷 女 339005****12036420

19 蜀山街道 工作人员02 陆佳楠 女 339005****10086628

20 蜀山街道 工作人员02 胡超群 女 339005****02270020

21 蜀山街道 工作人员02 莫烨玲 女 339005****10080020

22 蜀山街道 工作人员02 王莹莹 女 339005****04070064

23 蜀山街道 工作人员02 吕金瑛 女 330181****11266645

24 蜀山街道 工作人员03 徐钟 男 339005****01126615



25 蜀山街道 工作人员04 裘燕妮 女 339005****11040329

26 新塘街道 工作人员01 陈凌 女 339005****09212140

27 闻堰街道 工作人员02 饶凤 女 413026****09056965

28 闻堰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2 胡玉琴 女 330182****02163620

29 宁围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1 赵依楠 女 339005****11141648

30 盈丰街道 工作人员01 余俊杰 男 339005****10031613

31 盈丰街道 工作人员01 俞炜钦 男 339005****11181613

32 盈丰街道 工作人员02 王佳仪 女 339005****1122002X

33 盈丰街道 工作人员02 倪慧敏 女 339005****10121620

34 盈丰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 何盼盼 女 339005****10070043

35 盈丰街道 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沈飞跃 男 339005****12141631

36 新街街道 工作人员01 朱凯迪 男 339005****04142614

37 新街街道 工作人员01 徐玲剑 男 339005****04044918

38 新街街道 工作人员01 殷东 男 339005****01092634

39 新街街道 工作人员02 金鞠萍 女 330108****07110244

40 新街街道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

向岗位01
寿立刚 男 339005****05152658

41 新街街道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

向岗位01
杨璇杰 男 350781****05052414

42 南阳街道 工作人员01 吴佳飞 男 339005****10122617

43 南阳街道 工作人员01 沈徐斌 男 339005****1216601X

44 南阳街道 工作人员01 王立锋 男 339005****0229261X

45 南阳街道 工作人员02 高金莎 女 339005****07203021

46 南阳街道 工作人员02 朱小红 女 339005****01142624

47 南阳街道 工作人员02 谢婷燕 女 339005****12062726

48 南阳街道 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孟小波 男 339005****04023011

49 南阳街道 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刘佳文 男 341221****03048693

50 戴村镇 工作人员02 李娜 女 411528****11261348

51 戴村镇 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董金勇 男 339005****10239033



52 浦阳镇 工作人员01 叶琦 男 339005****10168210

53 浦阳镇 工作人员01 傅晨阳 男 339005****04237916

54 浦阳镇 工作人员02 钟依娜 女 339005****06187920

55 浦阳镇 工作人员02 周沛蓉 女 339005****05079225

56 浦阳镇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

向岗位
张孟孟 女 412726****01072827

57 浦阳镇 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俞薇 女 339005****0618842X

58 义桥镇 工作人员01 丁华钢 男 339005****07149432

59 义桥镇 工作人员02 李洁林 女 339005****06169427

60 义桥镇 工作人员02 许燕飞 女 339005****06098526

61 瓜沥镇 工作人员02 张庆 女 342626****03032222

62 瓜沥镇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

向岗位02
许婷婷 女 339005****10165343

63 党湾镇 持证定向岗位02 寿丽莉 女 339005****08144326

64 党湾镇 持证定向岗位02 王玉成 女 339005****11022629

65 益农镇 工作人员 潘燕燕 女 339005****03235329

66 益农镇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

向岗位
查雯驹 女 330621****102326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