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专职辅导员招聘笔试成绩

报考岗位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分数 备注
专职辅导员1 邓邦强 男 20201010123 70.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1 曾沛强 男 20201010031 69.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1 聂文俊 男 20201010082 69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1 魏烈刚 男 20201010142 68.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1 陈绍平 男 20201010053 67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1 邓圣超 男 20201010062 6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1 梁雨凤 男 20201010077 64.5
专职辅导员1 姜平 男 20201010131 64.5
专职辅导员1 申立昆 男 20201010028 64
专职辅导员1 毛颜麟 男 20201010174 62
专职辅导员1 虞泽南 男 20201010026 61.5
专职辅导员1 陈瀚 男 20201010038 61.5
专职辅导员1 彭俊 男 20201010044 61.5
专职辅导员1 韩天荣 男 20201010007 61
专职辅导员1 刘志敏 男 20201010033 61
专职辅导员1 罗俊（0014） 男 20201010066 61
专职辅导员1 林耿 男 20201010081 61
专职辅导员1 吴毓涛 男 20201010160 61
专职辅导员1 刘志军 男 20201010040 60.5
专职辅导员1 张松 男 20201010099 60
专职辅导员1 周思宇 男 20201010068 59.5
专职辅导员1 秦燕军 男 20201010075 59.5
专职辅导员1 曹忠兴 男 20201010024 59
专职辅导员1 刘宁 男 20201010115 59
专职辅导员1 龚文飞 男 20201010043 58.5
专职辅导员1 申仪玲 男 20201010118 58.5
专职辅导员1 余翰飞 男 20201010102 58
专职辅导员1 王培敏 男 20201010162 58
专职辅导员1 郑佳武 男 20201010093 57.5
专职辅导员1 付都 男 20201010144 57.5
专职辅导员1 吴起 男 20201010086 57
专职辅导员1 徐江昊 男 20201010056 56.5
专职辅导员1 方汉辉 男 20201010113 56.5
专职辅导员1 宋江超 男 20201010006 56
专职辅导员1 付辉林 男 20201010090 56
专职辅导员1 罗亮 男 20201010147 56
专职辅导员1 罗继平 男 20201010164 56
专职辅导员1 陈芳夏 男 20201010025 55.5
专职辅导员1 唐昌华 男 20201010070 55.5
专职辅导员1 陈刚 男 20201010146 55.5
专职辅导员1 徐亭 男 20201010060 55
专职辅导员1 吴伟杰 男 20201010073 55
专职辅导员1 胡忠震 男 20201010074 55
专职辅导员1 叶焱平 男 20201010137 55
专职辅导员1 黄文杰 男 20201010015 54.5
专职辅导员1 许洪民 男 20201010048 54.5
专职辅导员1 谢远鹏 男 20201010105 54.5
专职辅导员1 丁金石 男 20201010011 54
专职辅导员1 黄亨来 男 20201010036 54
专职辅导员1 孙洪伟 男 20201010087 54



专职辅导员1 杨煜铖 男 20201010116 52
专职辅导员1 龚涵擎 男 20201010134 52
专职辅导员1 邓涛 男 20201010135 52
专职辅导员1 王锐 男 20201010165 52
专职辅导员1 熊载博 男 20201010067 51.5
专职辅导员1 张俊 男 20201010133 51.5
专职辅导员1 梅海锋 男 20201010010 50.5
专职辅导员1 帅赟祺 男 20201010059 50.5
专职辅导员1 孙晨松 男 20201010083 50.5
专职辅导员1 邹文强 男 20201010085 50
专职辅导员1 贺成 男 20201010080 49.5
专职辅导员1 袁昱 男 20201010163 49.5
专职辅导员1 刘智鹏 男 20201010088 48
专职辅导员1 邢龙飞 男 20201010003 46.5
专职辅导员1 胡锋 男 20201010034 46.5
专职辅导员1 李子敬 男 20201010171 45.5
专职辅导员1 王海龙 男 20201010013 45
专职辅导员1 祝焱杰 男 20201010039 43.5
专职辅导员1 刘亮 男 20201010128 43.5
专职辅导员1 田星 男 20201010140 42.5
专职辅导员1 上官舒骅 男 20201010047 37.5
报考岗位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分数 备注

专职辅导员2 刘鹏 男 20201020194 66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2 刘根清 男 20201020192 65.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2 胡乐林 男 20201020206 63.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2 张志平 男 20201020185 62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2 许文昊 男 20201020193 61.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2 徐朋辉 男 20201020203 60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2 王逸恒 男 20201020209 59
专职辅导员2 简悦 男 20201020188 58.5
专职辅导员2 戈斌 男 20201020176 57.5
专职辅导员2 朱煜衡 男 20201020197 57.5
专职辅导员2 李才旺 男 20201020196 57
专职辅导员2 肖毅雄 男 20201020201 54
专职辅导员2 陈文彬 男 20201020181 53.5
报考岗位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分数 备注

专职辅导员3 王婷婷 女 20201030229 64.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3 李青 女 20201040497 62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3 陈碧霞 女 20201030221 60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3 杨清霞 女 20201030231 58
专职辅导员3 彭芳 女 20201030250 58
专职辅导员3 喻倩 女 20201030222 55.5
专职辅导员3 吴小芬 女 20201030232 55.5
专职辅导员3 李婕 女 20201030267 55
专职辅导员3 钟梓妍 女 20201030259 54
专职辅导员3 陈颖洁 女 20201030236 50.5
专职辅导员3 江卓琦 女 20201030211 50
专职辅导员3 李娇婷 女 20201030253 50
专职辅导员3 李春梅 女 20201030228 48.5
专职辅导员3 熊妍 女 20201030242 48
专职辅导员3 曾晓欢 女 20201030214 47
专职辅导员3 刘雨欣 女 20201030216 47
专职辅导员3 陈玉倩 女 20201030262 39.5
报考岗位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分数 备注



专职辅导员4 徐莉娜 女 20201040333 71.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4 邓慧 女 20201040399 71.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4 刘红 女 20201040487 70.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4 刘娜 女 20201040512 70.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4 程阿云 女 20201040302 69.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4 章宜 女 20201040396 69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4 高蓉 女 20201040315 68.5
专职辅导员4 敖素娴 女 20201040454 68.5
专职辅导员4 袁聪 女 20201040423 67.5
专职辅导员4 吕远兰 女 20201040488 67
专职辅导员4 易祎晨 女 20201040391 66.5
专职辅导员4 高婉盈 女 20201040385 66
专职辅导员4 魏娟萍 女 20201040371 65.5
专职辅导员4 吴潇 女 20201040485 65.5
专职辅导员4 宋亚男 女 20201040490 65.5
专职辅导员4 宋美娇 女 20201040344 64.5
专职辅导员4 王子清 女 20201040421 64.5
专职辅导员4 邹思怡 女 20201040425 64.5
专职辅导员4 胡翠 女 20201040295 64
专职辅导员4 刘然然 女 20201040337 63.5
专职辅导员4 刘露（0020） 女 20201040304 63
专职辅导员4 涂玲玲 女 20201040306 62.5
专职辅导员4 曹小红 女 20201040427 62.5
专职辅导员4 查祥云 女 20201040347 62
专职辅导员4 胡轩玮 女 20201040477 62
专职辅导员4 王玲 女 20201040533 62
专职辅导员4 严霞 女 20201040279 61.5
专职辅导员4 吴文美 女 20201040380 61.5
专职辅导员4 李秀英 女 20201040546 61.5
专职辅导员4 朱媛媛 女 20201040283 61
专职辅导员4 孙凯平 女 20201040433 61
专职辅导员4 杨潇 女 20201040525 61
专职辅导员4 孙晓明 女 20201040303 60.5
专职辅导员4 张梦莹 女 20201040544 60.5
专职辅导员4 宋桂芳 女 20201040361 60
专职辅导员4 张展萌 女 20201040410 60
专职辅导员4 魏嘉 女 20201040521 60
专职辅导员4 于婷 女 20201040319 59.5
专职辅导员4 李丛雨 女 20201040398 59.5
专职辅导员4 袁洵洵 女 20201040320 59
专职辅导员4 李佳丽 女 20201040327 59
专职辅导员4 熊媛琦 女 20201040403 58.5
专职辅导员4 朱婷 女 20201040414 58.5
专职辅导员4 赵丹 女 20201040466 58.5
专职辅导员4 肖锦帆 女 20201040386 58
专职辅导员4 黄超云 女 20201040520 58
专职辅导员4 李妍 女 20201040272 57.5
专职辅导员4 蔡凌 女 20201040438 57.5
专职辅导员4 朱雅萍 女 20201040444 57
专职辅导员4 孙思语 女 20201040330 56.5
专职辅导员4 黄俐敏 女 20201040343 56.5
专职辅导员4 邓黎霞 女 20201040445 56.5
专职辅导员4 刘璟 女 20201040495 56.5
专职辅导员4 黄娟 女 20201040564 56.5
专职辅导员4 周程 女 20201040428 56



专职辅导员4 张欣宇 女 20201040534 56
专职辅导员4 周倩倩 女 20201040288 55.5
专职辅导员4 李辰 女 20201040397 55.5
专职辅导员4 李红 女 20201040448 55.5
专职辅导员4 洪颖 女 20201040376 55
专职辅导员4 杨淼 女 20201040392 55
专职辅导员4 李江玥 女 20201040503 55
专职辅导员4 孔丽娟 女 20201040338 54.5
专职辅导员4 林娜 女 20201040394 54.5
专职辅导员4 冯翩翩 女 20201040429 54
专职辅导员4 李华 女 20201040553 54
专职辅导员4 杨倓 女 20201040310 53.5
专职辅导员4 周蓓华 女 20201040550 53.5
专职辅导员4 史欢欢 女 20201040469 53
专职辅导员4 罗萍 女 20201040285 52.5
专职辅导员4 刘翠 女 20201040422 52.5
专职辅导员4 甘冬梅 女 20201040464 52.5
专职辅导员4 杨璐萍 女 20201040277 52
专职辅导员4 吴平霞 女 20201040292 52
专职辅导员4 胡艺星 女 20201040300 52
专职辅导员4 余瑞芬 女 20201040562 52
专职辅导员4 龚丹洁 女 20201040462 51.5
专职辅导员4 罗薇 女 20201040456 51
专职辅导员4 李明芳 女 20201040308 50.5
专职辅导员4 刘新 女 20201040309 50.5
专职辅导员4 闵莉尖 女 20201040526 50.5
专职辅导员4 谢淑娟 女 20201040560 50.5
专职辅导员4 罗琦 女 20201040517 49.5
专职辅导员4 熊锦佳迤 女 20201040375 49
专职辅导员4 杨璐 女 20201040381 49
专职辅导员4 周莉 女 20201040368 48.5
专职辅导员4 王小利 女 20201040474 48.5
专职辅导员4 张静 女 20201040402 48
专职辅导员4 林娟 女 20201040299 47
专职辅导员4 杜利荣 女 20201040301 47
专职辅导员4 李娜 女 20201040387 47
专职辅导员4 刘雨风 女 20201040372 46.5
专职辅导员4 万莉 女 20201040280 46
专职辅导员4 林珊 女 20201040475 46
专职辅导员4 廖晨 女 20201040341 45.5
专职辅导员4 付婧 女 20201040436 45.5
专职辅导员4 吁思红 女 20201040271 43.5
专职辅导员4 陶紫薇 女 20201040379 43.5
专职辅导员4 唐娟子 女 20201040471 43
专职辅导员4 王春霞 女 20201040481 42.5
专职辅导员4 张秭勍 女 20201040483 42.5
专职辅导员4 胡琳 女 20201040480 41
专职辅导员4 许穗 女 20201040535 41
报考岗位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分数 备注

专职辅导员5 撒月 女 20201050565 80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5 曾小华 女 20201050572 70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5 余美燕 女 20201050575 66.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5 谢欣 女 20201050570 66
专职辅导员5 江爱华 女 20201050567 64



专职辅导员5 吴微 女 20201050571 63.5
专职辅导员5 吴恋 女 20201050566 58
专职辅导员5 陈梦瑶 女 20201050574 57.5
专职辅导员5 沈丹 女 20201050573 47.5
报考岗位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分数 备注

专职辅导员6 赖建琦 男 20201060580 66.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6 史凌宇 男 20201060582 62.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6 林峰 男 20201060579 57.5 入围资格复审
专职辅导员6 温璇 男 20201060583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