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德州市拟招募“三支一扶”、“社区计划”体检人员

县市名称县市名称县市名称县市名称
岗位类型岗位类型岗位类型岗位类型

服务岗位要求服务岗位要求服务岗位要求服务岗位要求 岗位名称及所属单位岗位名称及所属单位岗位名称及所属单位岗位名称及所属单位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总类型总类型总类型总类型 分项分项分项分项

乐陵市 支农
支农 专业不限 市中街道办事处

许晓晖

乐陵市 支农 刘芳

乐陵市 支农
支农 专业不限 郭家街道办事处

宋欢

乐陵市 支农 潘丙亮

乐陵市 支农
支农 专业不限 胡家街道办事处

纪晓婷

乐陵市 支农 于文斌

乐陵市 支农
支农 专业不限 云红街道办事处

刘云飞

乐陵市 支农 刘秀

乐陵市 支农 支农 专业不限 丁坞镇政府 温荣荣

乐陵市 支农 水利 专业不限 丁坞镇政府 任双健

乐陵市 支农 支农 专业不限 化楼镇政府 王健

乐陵市 支农 水利 专业不限 化楼镇政府 郑文武

乐陵市 支农 水利 专业不限 孔镇镇政府 臧杨杨

乐陵市 支农 支农 专业不限 孔镇镇政府 韦帅

乐陵市 支农
支农 专业不限 郑店镇政府

柳翠换

乐陵市 支农 翟婷婷

乐陵市 支农
支农 专业不限 花园镇政府

苏丽丽

乐陵市 支农 张治

乐陵市 支农
支农 专业不限 杨安镇政府

周军岭

乐陵市 支农 崔晓冰

乐陵市 支农
支农 专业不限 铁营镇政府

刘扬扬

乐陵市 支农 周立芬

乐陵市 支农
支农 专业不限 朱集镇政府

张民

乐陵市 支农 边帅

乐陵市 支农
支农 专业不限 黄夹镇政府

赵德平

乐陵市 支农 李清河

乐陵市 支农
支农 专业不限 西段乡政府

周荣荣

乐陵市 支农 刘梦林

乐陵市
支农

支农
专业不限 寨头堡乡政府

刘卫卫



乐陵市
支农 专业不限 寨头堡乡政府

张艺

乐陵市 支农
支农 专业不限 大孙乡政府

祁冉

乐陵市 支农 路苗苗

临邑县 扶贫 就业保障服务 专业不限 邢侗街道办事处 梁锰锰

临邑县 扶贫 就业保障服务 专业不限 恒源街道办事处 马姣姣

临邑县 扶贫 就业保障服务 专业不限 临盘街道办事处 王猛

临邑县 扶贫 就业保障服务 专业不限 临邑镇 段秋艳

临邑县 扶贫 就业保障服务 专业不限 临南镇 杨帅

临邑县 扶贫 就业保障服务 专业不限 德平镇 张伟

临邑县 扶贫 就业保障服务 专业不限 林子镇 台凯悦

临邑县 扶贫 就业保障服务 专业不限 兴隆镇 王福洋

临邑县 扶贫 就业保障服务 专业不限 孟寺镇 李梦琦 准考证号：1424010617

宁津县 扶贫 扶贫 经济金融类、机械工程类、财会类、法学类 津城街道办事处 董珊珊

宁津县 扶贫 就业保障服务 经济金融类、机械工程类 、财会类、法学类 宁城街道办事处 仉胜康

宁津县 扶贫 贫困村整体推进   交通类、法学类、经济类、工业工程类 相衙镇政府 董树伟

宁津县 扶贫 就业保障服务 交通类、法学类、经济类、工业工程类 相衙镇政府 高远

宁津县 扶贫 就业保障服务 社会学类、法学类 柴胡店镇政府 裴双双

宁津县 支农 农业技术推广
农林类、植物生产类 、   

法学类、水利水电类、、机械工程类
时集镇政府 张晓 准考证号：1424010415

宁津县 支农 农业技术推广     水利水电类、植物生产类、 农林类、机械工程类 张大庄乡政府 魏俊峰

宁津县 扶贫 扶贫 水利水电类、植物生产类、 农林类、机械工程类 张大庄乡政府 孙国东

宁津县 支农 支农 农学类、农业工程类 、农村发展类 杜集镇政府 王连伟

宁津县 支农 农业技术推广     农林类、植物生产类、水利水电类 长官镇政府 孟鑫

宁津县 支农 扶贫 农林类、植物生产类、水利水电类 长官镇政府 周雪敏

宁津县 支农 农业技术推广     农学类、农业工程类、农村发展类 大曹镇政府 陈志博

宁津县 支农 支农 农学类、农业工程类、农村发展类 大曹镇政府 迟松

宁津县 扶贫  贫困村整体推进   艺术类、计算机类、文秘类、政治学类 保店镇政府 王君

宁津县 支农 农村文化建设 艺术类、计算机类、文秘类、政治学类 保店镇政府 孟琳

宁津县 扶贫 贫困村整体推进 经济类、交通类、水利水电类 大柳镇政府 杨扬

宁津县
支农 农村文化建设     

农业工程类、农村发展类 工业设计类、农学类、

水利水电类
刘营伍乡政府

王洪美

宁津县 刘林筱



宁津县
支农 农业技术推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类、计算机类、文秘类 宁津县三支一扶办公室

郭营

宁津县 朱晓彤

武城县 支教 物理 武城老城镇中小学 吴姗

武城县 支教 英语 武城鲁权屯镇中小学 莫菲菲

武城县 支教 物理 武城鲁权屯镇中小学 张琦

武城县 支教 政治 武城镇中小学 孙长春

武城县 支教 生物 武城镇中小学 王越

武城县 支教 英语 武城鲁权屯镇滕庄中学 张媛媛 准考证号：1424011707

武城县 支教 数学 四女寺镇明智中学 董斐

夏津县
扶贫 就业保障服务 专业不限 夏津县香赵庄镇

杨潇

夏津县 栗阳

夏津县
支农 农业技术推广 农林专业 夏津县宋楼镇

马士强

夏津县 周婷婷

夏津县
支农 农村文化建设 音乐、表演相关专业 夏津县双庙镇

耿丛丛

夏津县 王琳琳

夏津县
扶贫 贫困村整体推进 专业不限 夏津县苏留庄镇

石露露

夏津县 房婧

平原县 支教 语文 平原二中 胥美月

平原县 支教 语文 平原三中 段轶琳

平原县
支教 语文 平原五中

杜娟娟

平原县 张鹏

平原县 支教 数学 平原二中 于佳佳

平原县 支教 数学 平原三中 房晓旭

平原县 支教 数学 平原五中 张晓颖

平原县 支教 英语 平原二中 乔春晓

平原县 支教 英语 平原三中 孙飞

平原县 支教 英语 平原五中 纪新蕾

平原县 支教 政治 平原三中 刘晓晨

平原县 支教 政治 平原五中 肖梦雯

平原县 支教 历史 平原三中 华赛男

平原县 支教 历史 平原五中 黄佑辰

平原县 支教 地理 平原三中 叶金峰

平原县 支教 地理 平原五中 张蕊

平原县
支教

物理 平原二中 刘肖杰

平原县 物理 平原五中 祁佳佳



平原县 支教 化学 平原五中 李娜娜

平原县 支教 生物 平原五中 徐洋洋

平原县 支教 信息技术 平原一中 曹娜娜

平原县 支教 信息技术 平原三中 杨昕

平原县 支教 音乐 平原二中 陈新新

平原县 支教 音乐 平原三中 刁洁

平原县 支教 音乐 平原五中 肖环环

平原县 支教 体育 平原二中 刘洪忠

平原县 支教 体育 平原三中 马佃强

平原县 支教 体育 平原五中 李书章

平原县 支教 心理辅导 平原三中 燕永芹

平原县 支教 校园电视台编导 平原三中 宋月

平原县
扶贫 专业不限   平原县龙门街道办事处 

谢晓乐

平原县 杨翠平

平原县 扶贫 专业不限   平原县桃园街道办事处 孙月

平原县 扶贫 专业不限 平原县王凤楼镇人民政府 李梦琦 准考证号：1424010320

平原县 扶贫 专业不限   平原县恩城镇人民政府 张超 准考证号：1424010605

平原县 扶贫 专业不限   平原县前曹镇人民政府 王晓瑜

平原县 扶贫 专业不限   平原县张华镇人民政府 高四龙

平原县 扶贫 专业不限   平原县腰站镇人民政府 张云坤

平原县 扶贫 专业不限   平原县王庙镇人民政府 王骥龙

平原县 扶贫 专业不限   平原县王杲铺镇人民政府 胥壮壮

平原县 扶贫 专业不限   平原县王打卦镇人民政府 李进

平原县 扶贫 专业不限   平原县坊子乡人民政府 尹洪冉

平原县 扶贫 专业不限    平原县三唐乡人民政府 周壮壮

平原县 社区计划 专业不限     平原县龙门街道办事处 李朝
平原县 社区计划 专业不限     平原县龙门街道办事处 褚天舒

平原县 社区计划 专业不限     平原县桃园街道办事处 朱莉青
平原县 社区计划 专业不限     平原县恩城镇人民政府 邢晓天

平原县 社区计划 专业不限     平原县王凤楼镇人民政府 刘倩倩
平原县 社区计划 专业不限     平原县前曹镇人民政府 张笃岐



平原县 社区计划 专业不限     平原县张华镇人民政府 崔学新

平原县 社区计划 专业不限     平原县腰站镇人民政府 杨虎

平原县 社区计划 专业不限     平原县王庙镇人民政府 崔杰

平原县 社区计划 专业不限     平原县王杲铺镇人民政府 马晓玮

平原县 社区计划 专业不限     平原县王打卦镇人民政府 刘雪瑞

平原县 社区计划 专业不限     平原县坊子乡人民政府 张莹莹

平原县 社区计划 专业不限     平原县三唐乡人民政府 任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