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应聘岗位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硕士毕业院校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丁利 女 1992-12-29 中共党员 温州大学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万涛 男 1996-11-13 中共预备党员 南昌大学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万磊 男 1996-12-28 中共预备党员 安庆师范大学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于树杰 女 1995-09-05 中共预备党员 上海师范大学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于煊 男 1996-07-07 中共预备党员 江西理工大学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付延东 男 1995-11-05 中共党员 上海师范大学

7 马克思主义学院 伍胤鸿 男 1993-02-15 中共党员 安徽师范大学

8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何祥 男 1996-05-20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师范大学

9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余春艳 女 1993-06-10 中共党员 北京科技大学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余梦婷 女 1994-12-07 中共预备党员 北京建筑大学

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侯汪礼 男 1997-02-17 中共党员 郑州大学

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冯仁杰 男 1992-08-29 中共党员 重庆邮电大学

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冯帆 女 1992-12-23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大学

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冯思云 女 1995-07-04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农业大学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熠琳 女 1996-08-08 中共党员 贵州师范大学

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硕 女 1995-05-12 中共预备党员 河海大学

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赢 女 1996-12-01 中共党员 中国矿业大学

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逸兰 女 1996-11-10 中共党员 安徽大学

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卢照琳 女 1995-12-15 中共预备党员 兰州大学

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叶倩文 女 1993-04-21 中共党员 安徽农业大学

2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吕洋洋 男 1992-02-16 中共党员 西南石油大学

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吕红芳 女 1996-07-25 中共党员 东北林业大学

2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利 女 1996-11-26 中共预备党员 浙江师范大学

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天歌 女 1994-11-15 中共党员 安徽财经大学

2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芳芳 女 1992-10-18 中共党员 安徽工程大学

2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婷 女 1996-10-12 中共预备党员 淮北师范大学

2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文豪 男 1993-09-30 中共党员 郑州大学

28 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月 女 1993-06-07 中共党员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9 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茂丽 女 1995-01-29 中共党员 安徽大学

3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唐金武 男 1994-05-15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师范大学

3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姚俊辉 男 1993-03-28 中共预备党员 贵州财经大学

3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姚峰 男 1994-11-05 中共预备党员 南开大学

3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姚旋旋 女 1994-11-02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大学

3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姚晨晨 女 1997-3-15 中共党员 武汉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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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孙娜娜 女 1996-01-20 中共党员 安徽大学

3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孙竹青 女 1997-03-03 中共预备党员 华北电力大学

3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孟宛茹 女 1996-04-08 中共党员 云南师范大学

38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季雨亭 女 1995-05-11 中共党员 福建农林大学

39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完瑞红 女 1995-02-12 中共党员 重庆大学

4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屠纯伟 男 1992-10-10 中共党员 首都医科大学

4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崔小波 男 1996-02-25 中共预备党员 大连理工大学

4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年丽凤 女 1994-03-14 中共党员 安徽财经大学

4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伟 男 1994-11-20 中共预备党员 聊城大学

4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利利 女 1995-03-27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农业大学

4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垚 男 1994-03-24 中共党员 安徽财经大学

4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娟娟 女 1993-9-27 中共预备党员 合肥工业大学

4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子怡 女 1996-12-07 中共党员 温州大学

48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小风 女 1992-12-25 中共党员 渤海大学

49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志 女 1996-08-21 中共预备党员 东华   大学

5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怡 女 1996-05-20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大学

5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明煜 女 1996-04-04 中共预备党员 昆明理工大学

5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晓宇 女 1996-06-15 中共党员 武汉工程大学

5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治萍 女 1996-12-02 中共预备党员 河海大学

5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玲晴 女 1995-02-05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师范大学

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琳雅 女 1996-04-17 中共预备党员 东北农业大学

5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秦 女 1997-11-27 中共党员 安徽大学

5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航 男 1996-06-19 中共党员 安徽大学

58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莹 女 1996-12-13 中共预备党员 辽宁师范大学

59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萍慧 女 1997-07-31 中共预备党员 同济大学

6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阐力 女 1994-06-30 中共党员 安徽医科大学

6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徐小燕 女 1995-05-17 中共党员 安徽医科大学

6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徐猛香 女 1995-02-19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师范大学

6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徐银梦 女 1994-11-19 中共预备党员 桂林理工大学

6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把安丹 女 1996-07-02 中共党员 宁波大学

6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方晓 女 1993-08-04 中共党员 安徽工业大学

6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曹敏 女 1996-08-15 中共党员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6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曹龙凤 女 1997-05-29 中共党员 哈尔滨师范大学

6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未运丽 女 1996-08-22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师范大学

69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俊光 男 1996-02-13 中共党员 四川外国语大学

7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克如 女 1996-12-18 中共党员 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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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春燕 女 1995-2-28 中共党员 华中科技大学

7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梦丽 女 1994-08-23 中共党员 景德镇陶瓷大学

7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玉杰 女 1992-06-02 中共党员 东北农业大学

7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琛 女 1995-02-17 中共预备党员 西南石油大学

7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祥祥 男 1994-11-11 中共党员 贵州师范大学

7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莉莉 女 1997-08-28 中共预备党员 西安理工大学

7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亚兰 女 1995-10-12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师范大学

7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哲 女 1997-02-04 中共预备党员 三峡大学

79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思雅 女 1993-03-03 中共党员 云南农业大学

8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扬 男 1997-11-08 中共党员 中国矿业大学

8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敏 女 1992-10-03 中共预备党员 塔里木大学

8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晓劼 女 1993-12-12 中共党员 电子科技大学

8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晓娟 女 1996-11-09 中共预备党员 华中师范大学

8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晓红 女 1993-04-17 中共党员 郑州大学

8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杰 男 1994-04-28 中共党员 安徽师范大学

8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瑞飘 女 1992-03-02 中共党员 淮北师范大学

8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赛 男 1994-08-08 中共党员 哈尔滨工程大学

8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镇 男 1994-11-27 中共党员 江西农业大学

89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杜邦 男 1994-03-25 中共党员 中北大学

9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婉蓉 女 1996-07-18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工业大学

9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婷婷 女 1997-10-20 中共党员 吉林农业大学

9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贝贝 女 1997-02-24 中共预备党员 阜阳师范大学

9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雯雯 女 1997-04-23 中共党员 中南大学

9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林虎 男 1994-03-04 中共党员 安徽工业大学

9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梁元 男 1996-07-14 中共预备党员 湖北工业大学

9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梁秋瑞 女 1996-08-24 中共党员 中国矿业大学

9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梁闪闪 女 1995-07-26 中共党员 大连理工大学

9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欧阳瑞琪 女 1997-10-12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师范大学

99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晓璐 女 1997-03-15 中共党员 长沙理工大学

10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清雅 女 1997-06-07 中共党员 广西民族大学

1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殷朗 男 1998-03-30 中共党员 安徽大学

1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汪晶 女 1992-01-03 中共党员 云南师范大学

1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沈先陈 男 1994-10-12 中共预备党员 南京邮电大学

1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沈彦辰 女 1997-03-07 中共党员 兰州大学

10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沈苹 女 1995-07-07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师范大学

10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洪亚军 男 1995-05-18 中共党员 安徽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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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洪亚秀 女 1993-03-01 中共党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08 马克思主义学院 温晓毅 男 1994-12-30 中共预备党员 大连理工大学

109 马克思主义学院 温淑婷 女 1995-10-27 中共党员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温盼利 女 1995-02-14 中共预备党员 华南理工大学

1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温秀霞 女 1996-09-09 中共预备党员 河北工业大学

1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潘宁 女 1994-08-03 中共预备党员 首都师范大学

1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潘忠旭 男 1995-08-07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师范大学

1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潘茹 女 1995-05-12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财经大学

1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潘虎 男 1996-01-19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师范大学

1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燕齐 女 1995-09-12 中共预备党员 江西理工大学

1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丽君 女 1995-11-17 中共预备党员 东北农业大学

1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佳佳 女 1992-06-28 中共党员 安徽农业大学

1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冬妮 女 1997-11-18 中共党员 安徽财经大学

1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善善 女 1998-01-18 中共预备党员 大连理工大学

121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园园 女 1996-08-30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大学

1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情情 女 1993-02-16 中共预备党员 景德镇陶瓷大学

123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文燕 女 1997-08-01 中共党员 北京化工大学

1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明园 女 1996-09-13 中共党员 河海大学

125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晨 男 1996-08-06 中共党员 安徽师范大学

126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晶晶 女 1997-02-14 中共预备党员 中国矿业大学

127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正 男 1996-07-07 中共预备党员 天津师范大学

128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莹莹 女 1994-12-03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师范大学

129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雨洁 女 1997-06-22 中共党员 山西大学

130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静静 女 1993-04-16 中共党员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31 马克思主义学院 程权杰 男 1993-07-15 中共党员 南京师范大学

132 马克思主义学院 程涛涛 男 1996-12-10 中共党员 中国计量大学

133 马克思主义学院 程莹 女 1998-01-05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师范大学

134 马克思主义学院 罗依兰 女 1997-04-12 中共党员 河南科技大学

135 马克思主义学院 罗芸波 男 1995-06-05 中共党员 南开大学

136 马克思主义学院 肖宏伟 女 1994-07-09 中共党员 山西大学

137 马克思主义学院 胡婷玉 女 1997-06-15 中共党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38 马克思主义学院 胡皓 男 1996-02-03 中共党员 渤海大学

139 马克思主义学院 胡顺宇 女 1996-03-15 中共党员 吉林大学

140 马克思主义学院 胡骏 男 1990-03-18 中共党员 云南财经大学

141 马克思主义学院 苗智慧 男 1993-09-08 中共党员 安徽工程大学

142 马克思主义学院 英顺 男 1989-01-01 中共党员 西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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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马克思主义学院 范璇 男 1990-10-02 中共党员 陕西师范大学

144 马克思主义学院 蒋东升 男 1995-12-13 中共预备党员 四川外国语大学

145 马克思主义学院 裴可欣 女 1998-10-26 中共预备党员 中央财经大学

146 马克思主义学院 褚超群 女 1996-07-01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大学

147 马克思主义学院 詹宜 女 1995-12-25 中共党员 安徽师范大学

148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许周菲 女 1994-09-06 中共预备党员 兰州大学

149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许雅俐 女 1997-05-22 中共党员 南京师范大学

150 马克思主义学院 谢玲 女 1996-08-10 中共预备党员 大连理工大学

151 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太平 男 1994-12-21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工业大学

152 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志行 男 1994-11-28 中共党员 安徽大学

153 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睿 男 1992-11-25 中共党员 宁波大学

154 马克思主义学院 路倩 女 1995-03-19 中共党员 阜阳师范大学

1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邓观鹏 男 1996-09-12 中共党员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56 马克思主义学院 邓雪薇 女 1995-09-02 中共党员 合肥工业大学

15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邱江英 女 1995-02-24 中共党员 安徽工业大学

15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郎文静 女 1996-12-07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大学

15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郭厚宏 女 1996-07-06 中共预备党员 华中师范大学

16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郭纪青 男 1997-10-03 中共党员 安徽工业大学

16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郭芸芸 女 1995-10-24 中共党员 南京师范大学

16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陆瑶 女 1995-06-11 中共党员 北华大学

163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健华 男 1994-07-23 中共预备党员 大理大学

16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元 男 1996-10-18 中共党员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16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善慈 女 1996-08-17 中共党员 牡丹江师范学院

166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思琪 女 1996-10-01 中共党员 哈尔滨师范大学

16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珏 女 1995-07-08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工业大学

16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瑞 女 1997-08-16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医科大学

16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陶冶 女 1997-05-03 中共预备党员 大连医科大学

17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陶婷 女 1992-01-26 中共党员 武汉理工大学

17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陶竹 女 1996-02-04 中共党员 北京化工大学

17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陶绪英 女 1997-07-10 中共预备党员 上海大学

173 马克思主义学院 靳川凤 女 1996-01-06 中共预备党员 厦门大学

17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韦良红 女 1995-06-05 中共预备党员 合肥工业大学

17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海燕 女 1996-01-06 中共预备党员 合肥工业大学

176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蓓 女 1995-10-30 中共党员 南华大学

17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顾俊丽 女 1994-06-01 中共预备党员 黑龙江大学

17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云 女 1996-04-05 中共党员 东华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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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红秀 女 1995-06-02 中共党员 兰州理工大学

18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金琳 女 1994-06-10 中共预备党员 同济大学

18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悦 女 1994-11-03 中共党员 安徽大学

18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慧玲 女 1995-05-24 中共预备党员 西南大学

183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振南 女 1995-02-16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工程大学

18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翔 女 1995-07-07 中共党员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8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魏丽 女 1997-01-28 中共预备党员 安徽财经大学

186 马克思主义学院 魏思婕 女 1996-08-08 中共预备党员 上海政法学院

18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黄孟茹 女 1994-09-06 中共党员 合肥工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