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萧山区第二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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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 岗位名称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1 城厢街道 工作人员01 谢周阳 男 339005****12296614

2 城厢街道 工作人员02 汪琪 女 342530****10280824

3 城厢街道 工作人员03 冯园园 女 330109****03160065

4 城厢街道 工作人员03 许建飞 女 339005****09070324

5 城厢街道 工作人员03 瞿旷 男 339005****01206610

6 城厢街道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向岗位 陈烨宁 女 339005****1017004X

7 城厢街道 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徐春锋 男 339005****10292139

8 北干街道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向岗位 何楚怡 女 339005****09246620

9 蜀山街道 工作人员02 曹艺 女 339005****12170345

10 蜀山街道 工作人员02 董初蕾 女 339005****02126620

11 蜀山街道 工作人员03 余锐 男 339005****11106817

12 蜀山街道 工作人员03 江志豪 男 340822****10045811

13 蜀山街道 工作人员03 徐伟锋 男 339005****12160310

14 蜀山街道 工作人员04 金丽 女 339005****05076728

15 蜀山街道 工作人员04 朱灵艳 女 339005****10050383

16 新塘街道 工作人员02 田凯 女 339005****07016626

17 新塘街道 工作人员04 蔡佩玲 女 339005****11120028

18 闻堰街道 工作人员02 童烨 女 339005****11077621

19 闻堰街道 工作人员03 缪忠军 男 339005****12020373

20 闻堰街道 工作人员04 王春炜 女 339005****02221620

21 闻堰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1 陈希龙 男 330183****07123715

22 闻堰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1 邵征 男 339005****05270013

23 闻堰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1 诸家辉 男 339005****10022112

24 闻堰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2 曾芳芳 女 339005****11306627



25 闻堰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2 洪淑君 女 339005****10170623

26 闻堰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2 商雯文 女 339005****10150026

27 宁围街道 工作人员01 潘丹婧 女 339005****01020322

28 宁围街道 工作人员01 倪俊杰 男 339005****02021613

29 宁围街道 工作人员02 范艳丽 女 339005****09281624

30 宁围街道 工作人员02 胡春春 女 339005****11256722

31 宁围街道 工作人员02 倪佳佳 女 339005****11261668

32 宁围街道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向岗位01 周滢 女 339005****04170326

33 宁围街道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向岗位02 李颖 女 339005****02245129

34 宁围街道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向岗位02 何熠南 女 330109****12101924

35 宁围街道 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俞杰 男 339005****12047614

36 宁围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2 陈雅祺 女 340403****04300625

37 宁围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2 潘忆娇 女 339005****01064925

38 宁围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2 周徐丽 女 339005****0628212X

39 宁围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2 王楚仪 女 339005****09071621

40 宁围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2 徐颖洁 女 339005****05017127

41 宁围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2 王加萍 女 339005****04092163

42 宁围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2 符强 男 411327****07080019

43 宁围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2 曹艺 女 339005****09270320

44 宁围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02 高煜萱 女 339005****10151629

45 新街街道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向岗位04 倪程佳 女 339005****12234926

46 新街街道 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傅真君 男 339005****06125357

47 靖江街道 工作人员02 王朦飞 女 339005****01042628

48 靖江街道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向岗位01 陈伟铭 男 339005****05062618

49 靖江街道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向岗位02 李梦珂 女 339005****01064325

50 靖江街道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向岗位02 许燕娜 女 339005****08192620

51 靖江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 李建奇 男 339005****08302633



52 靖江街道 持证定向岗位 方姗姗 女 339005****10162649

53 南阳街道 工作人员01 沈涛 男 339005****03142112

54 南阳街道 工作人员02 丁典 女 420881****01318729

55 南阳街道 工作人员04 王佳利 女 339005****0131302X

56 楼塔镇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向岗位 葛瑛佳 女 339005****12067628

57 戴村镇 工作人员03 戴超杰 男 339005****04306414

58 临浦镇 工作人员02 王怡琳 女 339005****09069323

59 临浦镇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向岗位02 陈清清 女 339005****09233022

60 临浦镇 持证定向岗位01 赵奇 男 339005****01217212

61 临浦镇 持证定向岗位02 许菊红 女 339005****03058449

62 所前镇 工作人员01 曹泽远 男 339005****10036719

63 所前镇 工作人员02 李青青 女 330327****08247149

64 所前镇 工作人员06 郁瑶佳 女 339005****11239721

65 义桥镇 工作人员06 虞蓉儿 女 339005****07208545

66 义桥镇 工作人员07 丁可怡 女 339005****07119446

67 瓜沥镇 工作人员02 庞超男 女 339005****12214926

68 瓜沥镇 工作人员02 缪雨婷 女 339005****12074860

69 瓜沥镇 工作人员04 郑晶晶 女 339005****06206122

70 瓜沥镇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向岗位02 陈童 女 339005****10185145

71 瓜沥镇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向岗位03 徐小锋 男 339005****11225132

72 瓜沥镇 专职党务工作者定向岗位04 倪伟伟 女 339005****09274824

73 瓜沥镇 持证定向岗位 倪尧英 女 339005****04035344

74 瓜沥镇 持证定向岗位 李泽卿 男 339005****04192651

75 瓜沥镇 持证定向岗位 任妍 女 339005****12172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