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志愿地 志愿服务岗位
王敏 南京市 省项目办

闫浩瀚 南京市 省项目办
陈昊辉 南京市 省项目办
施雨 南京市 省项目办

沈欣仪 南京市 省项目办
吴沐原 南京市 省项目办
张世鹏 南京市 省项目办
李奈夏 南京市 省项目办
施琦 南京市 省项目办

林玉朗 南京市 省项目办
李越洋 南京市 省项目办
郭冬妍 徐州丰县 11工作人员--凤城街道
路丰萍 徐州丰县 11工作人员--凤城街道
陈静雯 徐州丰县 12工作人员--中阳里街道
韩婷婷 徐州丰县 13工作人员--孙楼街道
裴宇宇 徐州丰县 14工作人员--常店镇
刘帆帆 徐州丰县 15工作人员--首羡镇
耿春芹 徐州丰县 16工作人员--宋楼镇
刘克 徐州丰县 17工作人员--大沙河镇

卞松怡 徐州丰县 17工作人员--大沙河镇
武梦晴 徐州丰县 19工作人员--梁寨镇
沈宇航 徐州丰县 19工作人员--梁寨镇
张笑笑 徐州丰县 21工作人员--师寨镇
孔德宁 徐州丰县 22工作人员--顺河镇
史志腾 徐州丰县 23工作人员--华山镇
孟露露 徐州丰县 23工作人员--华山镇
常益豪 徐州丰县 24工作人员--王沟镇
董伟东 徐州丰县 24工作人员--王沟镇
连文莉 徐州丰县 25工作人员--赵庄镇
张芷珺 徐州丰县 27工作人员--中阳里街道
屈子龙 徐州丰县 28工作人员--孙楼街道
陈悦悦 徐州丰县 30工作人员--首羡镇
孙豪文 徐州丰县 30工作人员--首羡镇
邱露露 徐州丰县 31工作人员--宋楼镇
淦吉运 徐州丰县 33工作人员--范楼镇
马丽丽 徐州丰县 34工作人员--梁寨镇
王宁宁 徐州丰县 37工作人员--顺河镇
李彤 徐州丰县 14工作人员--常店镇

庄小茹 徐州丰县 18工作人员--范楼镇
董婉颖 徐州丰县 21工作人员--师寨镇
程奥 徐州丰县 26工作人员--凤城街道

王家良 徐州丰县 38工作人员--华山镇
方楚敏 徐州丰县 32工作人员--大沙河镇
温永嘉 徐州丰县 丰县团县委
秦梦迪 徐州丰县 丰县苏北计划项目办
庄一鹏 徐州丰县 丰县苏北计划项目办



张同庆 徐州丰县 赵庄镇
李萌 徐州丰县 王沟镇

刘淑晴 徐州丰县 12工作人员--中阳里街道
张允允 徐州丰县 13工作人员--孙楼街道
刘畅 徐州丰县 20工作人员--欢口镇
常昊 徐州丰县 26工作人员--凤城街道
乔乔 徐州丰县 28工作人员--孙楼街道

张海龙 徐州丰县 29工作人员--常店镇
刘敏 徐州丰县 43教师--丰县人民路小学
汪璇 徐州丰县 40教师--丰县实验初级中学

侯沣桐 徐州丰县 41教师--丰县实验小学
宋庆东 徐州丰县 42教师--丰县东关小学
王芹 徐州丰县 42教师--丰县东关小学

王叙森 徐州丰县 41教师--丰县实验小学
崔小刚 徐州丰县 43教师--丰县人民路小学
张晨红 徐州丰县 42教师--丰县东关小学
安文婷 徐州丰县 25工作人员--赵庄镇
侯姗姗 徐州丰县 39教师--丰县初级中学
王梦雅 徐州丰县 41教师--丰县实验小学
何雪媛 徐州丰县 36工作人员--师寨镇
张程 徐州市沛县 44助理--共青团沛县委员会

马艳文 徐州市沛县 45助理--汉源街道
褚知政 徐州市沛县 46助理--龙固镇
孙玉凤 徐州市沛县 46助理--龙固镇
时浩然 徐州市沛县 47助理--杨屯镇
孙浩然 徐州市沛县 48助理--大屯街道
沈尚文 徐州市沛县 49助理--胡寨镇
王娇茜 徐州市沛县 50助理--魏庙镇
刘臣 徐州市沛县 51助理--张寨镇

肖佳乐 徐州市沛县 52助理--敬安镇
韩孟言 徐州市沛县 52助理--敬安镇
汪淑文 徐州市沛县 53助理--河口镇
程相玉 徐州市沛县 54助理--栖山镇
朱盎然 徐州市沛县 55助理--鹿楼镇
陈腾 徐州市沛县 56助理--朱寨镇

吕永旺 徐州市沛县 57助理--安国镇
蔡雨婷 徐州市沛县 58助理--杨屯镇
刘硕 徐州市沛县 59助理--胡寨镇

李雨璐 徐州市沛县 60助理--魏庙镇
张庆天 徐州市沛县 大屯街道
王艺霖 徐州市沛县 汉兴街道
石帅帅 徐州市沛县 汉源街道
林志强 徐州市沛县 沛城街道
李泓政 徐州市沛县 张庄镇
王思坤 徐州市沛县 敬安镇
唐子轶 徐州市沛县 张寨镇
胡娟 徐州市睢宁县 74办事员--官山镇政府



张亚飞 徐州市睢宁县 63投资科工作人员--睢宁县商务局
董霏霏 徐州市睢宁县 64办事员--睢宁县教育局
张琪瑶 徐州市睢宁县 65办事员--庆安镇人民政府
朱康宏 徐州市睢宁县 75宣传专员--王集镇人民政府
王好雨 徐州市睢宁县 82技术专员--李集镇农房办
胡欣 徐州市睢宁县 61办事员--睢宁县项目办

孙玉祥 徐州市睢宁县 73文化站办事员--桃园镇文化站
刘雨龙 徐州市睢宁县 66办事员--凌城镇林业指导站
王茂 徐州市睢宁县 68工作人员--睢宁县交通综合执法大队桃园中队

曹耀丹 徐州市睢宁县 1553办公室工作人员--李集镇人社基层服务平台
王凌宇 徐州市睢宁县 王集镇人民政府
盛津 徐州市睢宁县 姚集镇人民政府

苗新举 徐州市睢宁县 姚集镇人民政府
赵言言 徐州市睢宁县 梁集镇人民政府
高韩 徐州市睢宁县 邱集镇人民政府

武和平 徐州市睢宁县 79办事员--沙集镇基层志愿服务岗
杨大卫 徐州市睢宁县 62办事员--睢宁县科技局
卢涛 徐州市睢宁县 83水利工程员--镇水利技术指导站
刘畅 徐州市睢宁县 65办事员--庆安镇人民政府

刘禹辰 徐州市睢宁县 67宣传专员--凌城镇人民政府
张梦娜 徐州市睢宁县 70团务专员--李集镇人民政府

赵静 徐州市睢宁县
71基层就业服务平台办事员--姚集镇人社基层服务

平台
邱致伟 徐州市睢宁县 72办事员--睢河街道办事处
单壮壮 徐州市睢宁县 76办事员--睢城街道办事处
王李月 徐州市睢宁县 77办事员--睢宁县李集镇农业指导站
吴心羽 徐州市睢宁县 78宣传专员--桃园镇交通中队
李澳 徐州市睢宁县 80宣传专员--沙集镇人民政府

袁艳春 徐州市睢宁县 83水利工程员--镇水利技术指导站
吴梦珍 徐州市睢宁县 84办事员--魏集镇人民政府
陈磊 徐州市睢宁县 85宣传专员--高作镇人民政府

杨雪华 徐州市睢宁县 姚集镇政府
张嫚莉 徐州市睢宁县 姚集镇政府
郑永元 徐州市睢宁县 镇水利技术指导站
刘俞 徐州市邳州市 1554活动专员--土山镇

丁凯莉 徐州市邳州市 1554活动专员--土山镇
白大帅 徐州市邳州市 86策划专员--市项目办
宋一玉 徐州市邳州市 87活动专员--运河街道
王晴 徐州市邳州市 87活动专员--运河街道

顾双吉 徐州市邳州市 87活动专员--运河街道
尚洋 徐州市邳州市 88宣传专员--东湖街道

杨雯宇 徐州市邳州市 88宣传专员--东湖街道
张凡 徐州市邳州市 89宣传专员--炮车街道

陈思思 徐州市邳州市 89宣传专员--炮车街道
李康健 徐州市邳州市 90宣传专员--戴圩街道
王雨 徐州市邳州市 93活动专员--陈楼镇

汪文莉 徐州市邳州市 94策划专员--议堂镇



刘畅 徐州市邳州市 94策划专员--议堂镇
刘子涵 徐州市邳州市 95活动专员--八路镇
周鹏 徐州市邳州市 95活动专员--八路镇

王菊萍 徐州市邳州市 炮车街道
刘帅帅 徐州市邳州市 炮车街道
陈晨 徐州市邳州市 戴圩街道

郭军旗 徐州市邳州市 赵墩镇
杜梦圆 徐州市邳州市 90宣传专员--戴圩街道
程怀玉 徐州市邳州市 93活动专员--陈楼镇
赵浩志 徐州市邳州市 94策划专员--议堂镇
左世臣 徐州市邳州市 88宣传专员--东湖街道
宋海滨 徐州市邳州市 1554活动专员--土山镇
徐晟凯 徐州市邳州市 92活动专员--赵墩镇
王欣萍 徐州市邳州市 90宣传专员--戴圩街道
杨文文 徐州市邳州市 91活动专员--官湖镇
杨涵 徐州市邳州市 92活动专员--赵墩镇

陆芊羽 徐州市新沂市 96组织专员--新沂市青年商会

袁大智 徐州市新沂市
97组织专员--新安街道办事处-新沂市青年志愿服

务指导中心

王思语 徐州市新沂市
97组织专员--新安街道办事处-新沂市青年志愿服

务指导中心

赵子瑜 徐州市新沂市
100组织专员--新安街道办事处-新沂市青年志愿服

务指导中心

陈青 徐州市新沂市
97组织专员--新安街道办事处-新沂市青年志愿服

务指导中心
陈正婷 徐州市新沂市 98项目专员--墨河街道办事处
张诗杰 徐州市新沂市 98项目专员--墨河街道办事处
杨昕璋 徐州市新沂市 99项目负责人--合沟镇人民政府
张传龙 徐州市新沂市 99项目负责人--合沟镇人民政府
薛宇茜 徐州市新沂市 99项目负责人--合沟镇人民政府
袁宇萌 徐州市新沂市 100项目负责人--邵店镇人民政府
张俊龙 徐州市新沂市 100项目负责人--邵店镇人民政府
吴江 徐州市新沂市 100项目负责人--邵店镇人民政府
陈闯 徐州市新沂市 101项目负责人--新店镇人民政府

程金雨 徐州市新沂市 101项目负责人--新店镇人民政府
陈蔚 徐州市新沂市 101项目负责人--新店镇人民政府

鲍思旭 徐州市新沂市 102项目负责人--高流镇人民政府
何盈盈 徐州市新沂市 102项目负责人--高流镇人民政府
陈珂 徐州市新沂市 103项目负责人--双塘镇人民政府
王超 徐州市新沂市 项目负责人--高流镇人民政府

桑宇航 徐州市新沂市 项目负责人--高流镇人民政府
陈奔 徐州市新沂市 项目负责人--双塘镇人民政府

厉晨萌 徐州市新沂市 项目负责人--双塘镇人民政府
乔紫萱 徐州市新沂市 项目办负责人-新沂市项目办
江田田 徐州市新沂市 项目负责人--墨河街道办事处
张岩岩 徐州市新沂市 项目负责人--墨河街道办事处
闻政 徐州市新沂市 项目负责人--锡沂高新区管委会



王宇 徐州市新沂市 项目负责人--锡沂高新区管委会
蔡艳艳 徐州市铜山区 104项目助理--铜山区郑集镇人民政府
宋凯歌 徐州市铜山区 104项目助理--铜山区郑集镇人民政府
刘元庆 徐州市铜山区 105项目助理--铜山区棠张镇人民政府
崔强强 徐州市铜山区 105项目助理--铜山区棠张镇人民政府
张庆宇 徐州市铜山区 106项目助理--铜山区大彭镇人民政府
林文旺 徐州市铜山区 107项目助理--铜山区汉王镇人民政府
薛洁 徐州市铜山区 107项目助理--铜山区汉王镇人民政府
曲琳 徐州市铜山区 108项目助理--铜山区新区街道街道办

袁文君 徐州市铜山区 109项目助理--铜山区铜山街道学苑社区
周雨婷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大彭镇人民政府
韩一鸣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汉王镇东沿村
董晓楠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汉王镇东沿村
许志慧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三堡街道三堡社区
刘萍萍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三堡街道三堡社区
孙丹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三堡街道三堡社区
何瑾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棠张镇人民政府
何双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棠张镇人民政府

王雪君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铜山街道樵村社区
有佳琪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铜山街道樵村社区
毕若妍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新区街道二堡社区
凌玲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新区街道二堡社区

赵子豪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伊庄镇人民政府
陈晨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张集镇人民政府

辛厚繁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张集镇人民政府
许雪莉 徐州市铜山区 张集镇人民政府
杨恒新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项目办

刘姊越
徐州市贾汪区（校地

定向）
高新区（筹）

朱向荣
徐州市贾汪区（校地

定向）
茱萸山街道办事处

张雅洁
徐州市贾汪区（校地

定向）
青山泉镇人民政府

王宝泰 徐州市贾汪区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何思源 徐州市贾汪区 111宣传专员--农业农村局
段续成 徐州市贾汪区 112招商专员--商务局
徐静怡 徐州市贾汪区 113宣传专员--潘安湖街道办事处
王丹怡 徐州市贾汪区 114党政专员--大泉街道办事处
孙明葳 徐州市贾汪区 114党政专员--大泉街道办事处
赵琛 徐州市贾汪区 114党政专员--大泉街道办事处

鹿怡然 徐州市贾汪区 115组织办、统计办、农业办--老矿街道办事处
吴鑫晨 徐州市贾汪区 115组织办、统计办、农业办--老矿街道办事处
胥悦 徐州市贾汪区 116宣传专员--青山泉镇人民政府
徐畅 徐州市贾汪区 117宣传专员--塔山镇人民政府
张茜 徐州市贾汪区 117宣传专员--塔山镇人民政府

周雨豪 徐州市贾汪区 118招商专员--双楼物流园区
魏星 徐州市贾汪区 119宣传专员--潘安湖科教创新区



乔傲峰 徐州市贾汪区 120宣传专员--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郭一鸣 徐州市贾汪区 121组织办、为民服务中心--江庄镇人民政府
解秋荣 徐州市贾汪区 高新区（筹）
刘浩 徐州市贾汪区 青山泉镇人民政府
吴岩 徐州市贾汪区 青山泉镇人民政府
李洁 徐州市贾汪区 茱萸山街道办事处

高雪健 徐州市贾汪区 青山泉镇人民政府
陈佳佳 徐州市贾汪区 大泉街道办事处
范铭恬 徐州市贾汪区 老矿街道办事处
李雪 徐州市贾汪区 茱萸山街道办事处
杨静 徐州市鼓楼区 131项目专员--拾屯街道

郝梦圆 徐州市鼓楼区 125项目专员--铜沛街道
沈子扬 徐州市鼓楼区 牌楼街道团工委
吴昕滟 徐州市鼓楼区 高新区团工委
何文静 徐州市鼓楼区 黄楼街道团工委
许蔚 徐州市鼓楼区 127项目专员--环城街道

张赫轩 徐州市鼓楼区 125项目专员--铜沛街道
赵腾 徐州市鼓楼区 131项目专员--拾屯街道
田雪 徐州市鼓楼区 1557项目专员--铜沛街道团工委

朱志恒 徐州市鼓楼区 130项目专员--琵琶街道
邢星 徐州市鼓楼区 拾屯街道

王瑜鑫 徐州市鼓楼区 铜沛街道
路远争 徐州市鼓楼区 铜沛街道
马涵睿 徐州市鼓楼区 丰财街道
李蕊 徐州市鼓楼区 129项目专员--丰财街道

姬欠欠 徐州市鼓楼区 123项目专员--高新区
刘周洁 徐州市鼓楼区 128项目专员--牌楼街道
刘佳珺 徐州市鼓楼区 124项目专员--黄楼街道
张舒怡 徐州市鼓楼区 124项目专员--黄楼街道
袁婧欣 徐州市鼓楼区 124项目专员--黄楼街道
胡迪 徐州市鼓楼区 1556项目专员--环城楼街道团工委

吴优吴璐 徐州市云龙区 132宣传专员--秋水湾青年志愿者素质拓展基地
刘园园 徐州市云龙区 133文字专员--汉风新城商圈青年之家
许雯玥 徐州市云龙区 133文字专员--汉风新城商圈青年之家
王闯 徐州市云龙区 134文字专员--云图青年之家

陈雨桐 徐州市云龙区 135宣传专员--腾爱熊猫青年之家
汪子琪 徐州市云龙区 136行政专员--云咖啡青年之家
刘思宇 徐州市云龙区 139文字专员--汉风街道
谢欣然 徐州市云龙区 140策划专员--万有青年之家
潘超煜 徐州市云龙区 141文字专员--青年人才驿站
赵畅 徐州市云龙区 街道青年之家

韩政廷 徐州市云龙区 街道青年之家
佟晓璐 徐州市云龙区 街道青年之家
赵紫怡 徐州市云龙区 街道青年之家
殷雅琪 徐州市云龙区 134文字专员--云图青年之家
张迪 徐州市云龙区 135宣传专员--腾爱熊猫青年之家

李卓冰 徐州市云龙区 140策划专员--万有青年之家



张诚成 徐州市云龙区 141文字专员--青年人才驿站
毛广宇 徐州市云龙区 135宣传专员--腾爱熊猫青年之家
金典 徐州市云龙区 街道青年之家

李思凡 徐州市云龙区 街道青年之家
陈森 徐州市云龙区 苏北计划项目办

张思雨 徐州市云龙区 132宣传专员--秋水湾青年志愿者素质拓展基地
黄紫洁 徐州市云龙区 141文字专员--青年人才驿站
陈雪 徐州市云龙区 汉风新城商圈青年之家

宁巍巍 徐州市云龙区 联青服务站 云龙图书馆
张启铭 徐州市泉山区 142宣传专员--泉山团区委
徐苏婉 徐州市泉山区 143组织专员--火花街道
韩佳宇 徐州市泉山区 144文字专员--奎山街道
周轩昂 徐州市泉山区 145组织专员--翟山街道
金冉 徐州市泉山区 146宣传专员--湖滨街道

孔子林 徐州市泉山区 146宣传专员--湖滨街道
安梓瑜 徐州市泉山区 149综合专员--和平街道
李晓萌 徐州市泉山区 150组织专员--奎山街道
曾陶然 徐州市泉山区 151教育专员--永安街道
张玉倩 徐州市泉山区 151教育专员--永安街道
吴鈺鑫 徐州市泉山区 152文字专员--翟山街道
李奕昊 徐州市泉山区 153组织专员--和平街道
童爱华 徐州市泉山区 154综合专员--金山街道
郑晶 徐州市泉山区 泰山街道
朱婷 徐州市泉山区 泰山街道

高子茗 徐州市泉山区 泰山街道
严家怡 徐州市泉山区 泰山街道
吕志豪 徐州市泉山区 泰山街道
韩帅 徐州市泉山区 桃园街道

顾辛锴 徐州市泉山区 桃园街道
郑植 徐州市泉山区 桃园街道

王亚琳 徐州市泉山区 147组织专员--桃园街道
张明玥 徐州市泉山区 148文字专员--段庄街道
戴向如 徐州市泉山区 154综合专员--金山街道
翟浩杰 徐州市泉山区 149综合专员--和平街道
庞惠元 徐州市泉山区 153组织专员--和平街道
路新月 徐州市徐州市 徐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汪涵 徐州市徐州市 徐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李子辰 徐州市徐州市 4宣传专员--徐州市青少年全媒体协会
蔡彭宇 徐州市徐州市 11项目助理--徐州市农业农村局
赵浚伊 徐州市徐州市 9策划专员--徐州市青少年宫
袁甜甜 徐州市徐州市 8宣传专员--徐州市青年人才协会
鲍子寒 徐州市徐州市 7项目助理--徐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王有鼎 徐州市徐州市 10行政专员--徐州市青年商会
陈明雨 徐州市徐州市 7项目助理--徐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李赵阳 徐州市徐州市 5行政专员--徐州市青年商会
孙子晨 徐州市徐州市 1行政专员--徐州市青年商会
庞放放 徐州市徐州市 7项目助理--徐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盛玺蓉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293管理人员--连云港团市委
张步芹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293管理人员--连云港团市委
王正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293管理人员--连云港团市委

姜安可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293管理人员--连云港团市委
庄昌瀚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294工作人员--连云港团市委
吴轩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294工作人员--连云港团市委
孟铄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294工作人员--连云港团市委
金涵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295工作人员--连云港团市委

许好男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296管理人员--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
乔冬惠 连云港市东海县 297项目策划--东海团县委
徐新年 连云港市东海县 298项目专员--青湖镇党委
章碧瑶 连云港市东海县 299项目专员--石榴街道
姚文君 连云港市东海县 300项目专员--牛山街道
段雨佳 连云港市东海县 301项目专员--平明镇党委
唐笑影 连云港市东海县 301项目专员--平明镇党委
仲奕衡 连云港市东海县 302项目专员--石湖乡人民政府
秦洁 连云港市东海县 302项目专员--石湖乡人民政府
董浩 连云港市东海县 304项目专员--温泉镇人民政府

颜培茹 连云港市东海县 304项目专员--温泉镇人民政府
花婷婷 连云港市东海县 305项目专员--房山镇人民政府
陈实 连云港市东海县 306项目专员--曲阳镇党委

张国煜 连云港市东海县 307项目专员--洪庄镇党委
程月 连云港市东海县 308项目专员--双店镇人民政府
王辰 连云港市东海县 309项目专员--石梁河镇人民政府
韩瑞 连云港市东海县 310项目专员--安峰镇人民政府

张云清 连云港市东海县 313项目专员--山左口镇党委
郭珈豪 连云港市东海县 314项目专员--李埝乡党委
娄宇康 连云港市东海县 316项目专员--种畜场党委
张雨洁 连云港市灌云县 317文案专员--灌云县东王集镇人民政府
徐舒晴 连云港市灌云县 318宣传专员--灌云县东王集镇人民政府
唐胜洁 连云港市灌云县 318宣传专员--灌云县东王集镇人民政府
王芮 连云港市灌云县 319文案专员--灌云县杨集镇人民政府

陈宏旭 连云港市灌云县 320宣传专员--灌云县杨集镇人民政府
董思铭 连云港市灌云县 320宣传专员--灌云县杨集镇人民政府
黄金晶 连云港市灌云县 321宣传专员--灌云县圩丰镇人民政府
何泓甲 连云港市灌云县 322文案专员--灌云县侍庄街道办事处
王一凡 连云港市灌云县 323文案专员--灌云县龙苴镇人民政府
张萌萌 连云港市灌云县 324宣传专员--灌云县龙苴镇人民政府
马金山 连云港市灌云县 324宣传专员--灌云县龙苴镇人民政府
任婧 连云港市灌云县 325宣传专员--灌云县侍庄街道办事处

何俊龙 连云港市灌云县 326宣传专员--灌云县南岗镇人民政府
郑杰 连云港市灌云县 328宣传专员--灌云县伊山镇人民政府

付剑锋 连云港市灌云县 329文案专员--灌云县下车镇人民政府
彭翔 连云港市灌云县 330文案专员--灌云县四队镇人民政府

刘淑敏 连云港市灌云县 331宣传专员--灌云县小伊镇人民政府
宋鑫旺 连云港市灌云县 331宣传专员--灌云县小伊镇人民政府
曹睿 连云港市灌云县 333文案专员--灌云县希望办



刘艺璠 连云港市灌云县 334文案专员--灌云县伊山镇人民政府
徐志源 连云港市灌云县 335宣传专员--灌云县同兴镇人民政府
倪周 连云港市灌云县 335宣传专员--灌云县同兴镇人民政府

陈梦婷 连云港市灌云县 336文案专员--灌云县四队镇人民政府
朱珈漪 连云港市灌云县 337文案专员--灌云县龙苴镇人民政府
王星晨 连云港市灌云县 338文案专员--灌云县南岗镇人民政府
封晓蝶 连云港市灌南县 339宣传专员--新安镇人民政府
徐旬 连云港市灌南县 340组织专员--李集镇人民政府

袁文杰 连云港市灌南县 341文案专员--李集镇人民政府
单靖凯 连云港市灌南县 341文案专员--李集镇人民政府
营杰 连云港市灌南县 342组织专员--三口镇人民政府
杨闯 连云港市灌南县 343组织专员--新集镇人民政府
高山 连云港市灌南县 344宣传专员--汤沟镇人民政府

惠靖升 连云港市灌南县 344宣传专员--汤沟镇人民政府
张家新 连云港市灌南县 345宣传专员--孟兴庄镇人民政府
王蛟 连云港市灌南县 347组织专员--堆沟港镇人民政府

朱啸颖 连云港市灌南县 347组织专员--堆沟港镇人民政府
王雅雯 连云港市灌南县 348组织专员--田楼镇人民政府
王爱静 连云港市灌南县 348组织专员--田楼镇人民政府
赵俊 连云港市灌南县 349宣传专员--三口镇人民政府
王焱 连云港市灌南县 350宣传专员--张店镇人民政府
任超 连云港市灌南县 350宣传专员--张店镇人民政府
邱芊 连云港市灌南县 351组织专员--汤沟镇人民政府

嵇双新 连云港市灌南县 352宣传专员--百禄镇人民政府
潘婧妍 连云港市灌南县 353组织专员--孟兴庄镇人民政府
周天雅 连云港市灌南县 355宣传专员--堆沟港镇人民政府
方春然 连云港市灌南县 356组织专员—田楼镇人民政府
马毓 连云港市赣榆区 357办事员--墩尚镇人民政府

姜一非 连云港市赣榆区 358宣传专员--赣榆区总工会
刘庆庆 连云港市赣榆区 359宣传专员--金山镇人民政府
秦浩格 连云港市赣榆区 359宣传专员--金山镇人民政府
何文璐 连云港市赣榆区 360基层检察室书记员--海头镇人民政府
王新惠 连云港市赣榆区 361基础青年工作--班庄镇人民政府
施舒婷 连云港市赣榆区 361基础青年工作--班庄镇人民政府
郭锐 连云港市赣榆区 362基层社会管理--塔山镇人民政府

王家发 连云港市赣榆区 362基层社会管理--塔山镇人民政府
匡腾腾 连云港市赣榆区 365办证登记--区市监局海头分局
姜真 连云港市赣榆区 367建设规划工作人员--石桥镇人民政府

邱浩源 连云港市赣榆区 368宣传专员--沙河镇人民政府
乔明雪 连云港市赣榆区 368宣传专员--沙河镇人民政府
苏梦真 连云港市赣榆区 369办公室文员--青口镇人民政府
王小雪 连云港市赣榆区 369办公室文员--青口镇人民政府
王浩 连云港市赣榆区 369办公室文员--青口镇人民政府

姜文倩 连云港市赣榆区 369办公室文员--青口镇人民政府
来静 连云港市赣榆区 370基层社会管理--城西镇人民政府
周一 连云港市海州区 海州团区委

霍雨佳 连云港市海州区 372服务保障岗--郁洲街道办事处



李馨钰 连云港市海州区 新浦工业园管理办公室

茆云莲 连云港市海州区
375办事员--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浦工业园

管理办公室
盛雯颖 连云港市海州区 锦屏镇
潘海鹏 连云港市海州区 锦屏镇
孙佳瑞 连云港市海州区 新坝镇
王莉 连云港市海州区 新坝镇

于尚月 连云港市海州区 板浦镇
夏苏婷 连云港市海州区 379办事员--海州街道
唐钰坤 连云港市海州区 海州街道
于子薇 连云港市海州区 幸福路街道
陆韵竹 连云港市海州区 幸福路街道办事处
薛静 连云港市连云区 381宣传专员--连岛街道游客服务中心

李昱辰 连云港市连云区 381宣传专员--连岛街道游客服务中心
季梦齐 连云港市连云区 382办事员--连岛街道游客服务中心
韦玲 连云港市连云区 382办事员--连岛街道游客服务中心

徐淑琪 连云港市连云区 383基层调解员--连岛街道矛盾纠纷非诉化解调中心

蔡天予 连云港市连云区 384宣传专员--宿城街道游客服务中心
范淑媛 连云港市连云区 384宣传专员--宿城街道游客服务中心
周苏红 连云港市连云区 385办事员--宿城街道游客服务中心
李晨瑜 连云港市连云区 386办事员--宿城街道经济发展中心
赵文杰 连云港市连云区 387宣传专员--连云街道经济发展中心
陈峥嵘 连云港市连云区 388办事员--连云街道经济发展中心
朱鑫冉 连云港市连云区 389宣传专员--高公岛街道经济发展中心
杨博雯 连云港市连云区 390组织专员--高公岛街道经济发展中心
贾子晗 连云港市连云区 392宣传专员--墟沟街道经济发展中心(调剂）
张璐 连云港市连云区 393宣传专员--云山街道经济发展中心

倪佳雷 连云港市连云区 394办事员--板桥街道经济发展中心
范玲玲 连云港市连云区 394办事员--板桥街道经济发展中心（调剂）

张嗣
连云港市东海县（校

地定向）
驼峰乡人民政府

印旭
连云港市灌云县（校

地定向）
灌云县东王集镇人民政府

杨诗婕
连云港市灌云县（校

地定向）
灌云县侍庄街道办事处

陈虹宇
连云港市灌云县（校

地定向）
灌云县项目办

崔妍妍
连云港市连云区（校

地定向）
海州湾街道矛盾纠纷非诉化解调中心

周玉斐
连云港市连云区（校

地定向）
海州湾街道文体中心

宋佳洪
连云港市连云区（校

地定向）
海州湾街道文体中心

徐富伟
连云港市海州区（校

地定向）
花果山街道办事处



王少奇
连云港市海州区（校

地定向）
宁海街道办事处

朱之好
连云港市海州区（校

地定向）
新浦街道

周学文
连云港市海州区（校

地定向）
浦西街道办事处

郭文婷
连云港市海州区（校

地定向）
浦西街道办事处

王思燕
连云港市海州区（校

地定向）
区乡村振兴局

田睿
连云港市海州区（校

地定向）
朐阳街道

邵冰
连云港市东海县（校

地定向）
白塔埠党委

韩杨
连云港市东海县（校

地定向）
驼峰乡人民政府

周婧
连云港市灌南县（校

地定向）
县项目办

范子龙
连云港市灌南县（校

地定向）
新安镇人民政府

陈鹏
连云港市灌南县（校

地定向）
新安镇人民政府

季娇
连云港市海州区（校

地定向）
新浦街道

胡越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连云港团市委
靳凯萌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连云港团市委
张洋 连云港市东海县 东海县团县委

李丹妮 连云港市东海县 青湖镇党委
左加欢 连云港市灌云县 灌云县侍庄街道办事处
刘昊 连云港市灌云县 灌云县图河镇人民政府

庄雨晴 连云港市灌云县 灌云县东王集镇人民政府
刘晓庆 连云港市灌云县 灌云县下车镇人民政府
杨文文 连云港市灌云县 灌云县杨集镇人民政府
袁航 连云港市灌云县 灌云县伊山镇人民政府

刘祝祥 连云港市灌南县 组织专员--张店镇人民政府
蒋乐乐 连云港市灌南县 宣传专员--李集镇人民政府
刘孟 连云港市灌南县 宣传专员--张店镇人民政府

成梦瑶 连云港市灌南县 文案专员--新安镇人民政府
焦灿灿 连云港市灌南县 组织专员--新集镇人民政府
时梦颖 连云港市灌南县 组织专员--百禄镇人民政府
张岚 连云港市赣榆区 墩尚镇人民政府
丁硕 连云港市赣榆区 宋庄镇人民政府

尚庆成 连云港市赣榆区 城西镇人民政府
谢艾缙 连云港市海州区 花果山街道办事处
陈天 连云港市海州区 新浦工业园管理办公室
韩颖 连云港市海州区 浦西街道办事处

吕思婕 连云港市海州区 宁海街道



宋梦凡 连云港市海州区 南城街道办事处
王顺贤 连云港市海州区 锦屏镇人民政府
龚芮娟 连云港市连云区 连岛街道游客服务中心
高璐 连云港市连云区 墟沟街道城镇建设服务中心

顾孝辰 连云港市连云区 连岛街道游客服务中心
周宏伟 淮安市淮安市 淮安团市委
沙子琳 淮安市淮安市 419组织专员--淮安团市委
桂洁雯 淮安市淮安市 419组织专员--淮安团市委
孟宏远 淮安市淮安市 419组织专员--淮安团市委
夏宝康 淮安市淮安市 419组织专员--淮安团市委
吴怡 淮安市淮安市 420组织专员--市文明办（调剂）

吴秋杨 淮安市淮安区 488志愿服务专员--河下街道办事处
白天昊 淮安市涟水县 424宣传专员--涟城街道办事处
何子缘 淮安市淮安市 421组织专员--市妇联
余仟淳 淮安市淮安市 422组织专员--市科协
曹龙 淮安市涟水县 424宣传专员--涟城街道办事处
雷乐 淮安市淮安区 485综合文字专员--淮城街道办事处（调剂）
尹健 淮安市淮阴区 514基层支教--共青艺术幼儿园

刘芊芊 淮安市淮安市 418宣传专员--淮安团市委
谈星 淮安市淮安市 420组织专员--市文明办
沈冰 淮安市盱眙县 446振兴专员--穆店镇人民政府
嵇阳 淮安市淮阴区 514基层支教--共青艺术幼儿园

李晓清 淮安市淮阴区 514基层支教--共青艺术幼儿园
冯可 淮安市淮阴区 532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渔沟镇人民政府
宋俊 淮安市清江浦区 城南街道
刘洋 淮安市清江浦区 柳树湾街道
孔昊 淮安市清江浦区 清浦街道

顾浩然 淮安市清江浦区 长西街道
刘颖 淮安市清江浦区 水渡口街道

尤张伟 淮安市清江浦区 盐河街道
孙景兴 淮安市清江浦区 和平镇人民政府
苗祁 淮安市清江浦区 清河街道

方子豪 淮安市清江浦区 武墩街道
黄旭 淮安市清江浦区 武墩街道

汪楚红 淮安市清江浦区 清河街道
朱菁菁 淮安市清江浦区 长东街道
李欣桐 淮安市清江浦区 清江街道
贺然 淮安市清江浦区 府前街道

张子怡 淮安市清江浦区 浦楼街道
吕玥 淮安市清江浦区 城南街道
吴晋 淮安市清江浦区 和平镇人民政府

李瑞楠 淮安市清江浦区 盐河街道
辛皓翔 淮安市清江浦区 城南街道
黄政翔 淮安市清江浦区 盐河街道
牟梦颖 淮安市清江浦区 团区委
李畅 淮安市清江浦区 团区委

严天琦 淮安市清江浦区 长东街道



解佳举 淮安市清江浦区 水渡口街道
段德健 淮安市清江浦区 黄码镇
夏盼 淮安市清江浦区 黄码镇
唐远 淮安市清江浦区 闸口街道
嵇静 淮安市清江浦区 淮海街道

袁童童 淮安市清江浦区 黄码镇
杜明昕 淮安市清江浦区 武墩街道
邵文进 淮安市淮安区 481宣传专员--淮安团区委
朱思杰 淮安市淮安区 482综合文字专员--淮安团区委

尹阎逸菲 淮安市淮安区 483志愿服务专员--淮安团区委
胡加宇 淮安市淮安区 484党政工作专员--淮城街道办事处
张昕澎 淮安市淮安区 484党政工作专员--淮城街道办事处
宋媛媛 淮安市淮安区 485综合文字专员--淮城街道办事处
李林 淮安市淮安区 486党政工作专员--河下街道办事处

王子怡 淮安市淮安区 490安全生产专员--河下街道办事处
吴伟 淮安市淮安区 489经管工作专员--河下街道办事处
汪坤 淮安市淮安区 河下街道

史锦锦 淮安市淮安区 491志愿服务专员--山阳街道办事处
潘晶晶 淮安市淮安区 492志愿服务专员--平桥镇人民政府
高菁 淮安市淮安区 495党政工作专员--石塘镇人民政府

夏斯斌 淮安市淮安区 497宣传专员--石塘镇人民政府
史笑轩 淮安市淮安区 498志愿服务专员--朱桥镇人民政府
孙中影 淮安市淮安区 499志愿服务专员--朱桥镇人民政府
顾欣怡 淮安市淮安区 500农村工作专员--朱桥镇人民政府
赵韩 淮安市淮安区 501综合文字专员--施河镇人民政府

周晓露 淮安市淮安区 501综合文字专员--施河镇人民政府
陈瑾璇 淮安市淮安区 502讲解专员--车桥镇人民政府
许玲 淮安市淮安区 502讲解专员--车桥镇人民政府

许云蝶 淮安市淮安区 503财务专员--车桥镇人民政府
熊悦 淮安市淮安区 504财务专员--复兴镇人民政府

姬定康 淮安市淮安区 505农村工作专员--苏嘴镇人民政府
史文丽 淮安市淮安区 506财务专员--苏嘴镇人民政府
颜悦 淮安市淮安区 507政法工作专员--钦工镇人民政府

张明健 淮安市淮安区 508党政工作专员--范集镇人民政府
陈焕章 淮安市淮安区 511农房管理专员--绿色建造产业园
邱天瑞 淮安市淮安区 512安全监管专员--绿色建造产业园
孙杰 淮安市淮安区 平桥镇人民政府
张田 淮安市淮安区 平桥镇人民政府
马欢 淮安市淮安区 山阳街道办事处

徐玲玲 淮安市淮安区 山阳街道办事处
黄梦倩 淮安市淮安区 山阳街道办事处
王  珊 淮安市淮安区 钦工镇人民政府
蔡月昊 淮安市淮安区 复兴镇人民政府
陶沫璇 淮安市淮安区 山阳街道办事处
吴建芳 淮安市淮安区 顺河镇人民政府
郭俊杰 淮安市淮安区 淮城街道办事处
吴杰 淮安市淮阴区 513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乡村振兴项目办



朱雪飞 淮安市淮阴区 515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丁集镇经济发展和建设局

吴颖 淮安市淮阴区 516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高家堰镇人民政府
陈思莲 淮安市淮阴区 516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高家堰镇人民政府
秦毓遥 淮安市淮阴区 517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淮高镇人民政府
何成 淮安市淮阴区 518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残联丁集镇残疾人之家

潘屹诚 淮安市淮阴区 522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丁集镇农村电商服务中心

贺雅 淮安市淮阴区 523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马头镇人民政府
叶梦丹 淮安市淮阴区 525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徐溜镇关爱驿站
蒋新宇 淮安市淮阴区 525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徐溜镇关爱驿站

耿充 淮安市淮阴区 526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长江路街道综合服务中心

申靖雨 淮安市淮阴区 527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古清口街道组织科

谭天宇 淮安市淮阴区
528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王家营分

局
朱桉楠 淮安市淮阴区 530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刘老庄镇人民政府
黄宣娇 淮安市淮阴区 530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刘老庄镇人民政府
唐秀平 淮安市淮阴区 531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司法局新渡口司法所
夏润 淮安市淮阴区 532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渔沟镇人民政府

诸玥廷 淮安市淮阴区 533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王家营街道妇女儿童之家

张旭璐 淮安市淮阴区 534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新渡口街道综合服务中心

刘宇豪 淮安市淮阴区 534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新渡口街道综合服务中心

冯彦婷 淮安市淮阴区
536组织宣传专员--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南陈集

中心所
王瑶 淮安市淮阴区 537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王家营街道安监办

封宇 淮安市淮阴区
538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王家营街道办事处社会事

业局
孙嘉怡 淮安市淮阴区 539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古清口街道文明实践站
王心如 淮安市淮阴区 校地定向
蒋诗振 淮安市淮阴区 校地定向
何杰 淮安市淮阴区 校地定向

魏迎迎 淮安市淮阴区 校地定向
朱娇娇 淮安市淮阴区 300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苏北计划项目办

孙文宇 淮安市淮阴区
316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淮高镇人民检察院乡镇公

益诉讼观察
宗文虎 淮安市淮阴区 532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渔沟镇人民政府
徐凌 淮安市淮阴区 519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残联古清口残疾人之家

王强 淮安市淮阴区
520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长江路街道12309检察为

民服务中心
胡永乾 淮安市淮阴区 537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王家营街道安监办

孙亚林 淮安市淮阴区
529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长江路分

局
余梦婷 洪泽区 540工作人员--洪泽团区委



万紫璇 洪泽区 541宣传专员--朱坝街道办事处
史毅 洪泽区 542组织专员--黄集街道办事处
孙颖 洪泽区 543乡村振兴专员--东双沟镇人民政府

孙友珩 洪泽区 544宣传专员--岔河镇人民政府
唐太阳 洪泽区 544宣传专员--岔河镇人民政府
陈欣冉 洪泽区 544宣传专员--岔河镇人民政府
何晓宇 洪泽区 545工作人员--三河镇人民政府
徐林杉 洪泽区 546宣传专员--淮安洪泽湖旅游度假区服务中心
刘圆缘 洪泽区 547办事员--蒋坝镇人民政府
徐梦摇 洪泽区 548办事员--蒋坝镇人民政府

莫翔宇
淮安市洪泽区（校地

定向）
西顺河镇人民政府

张岚清
淮安市洪泽区（校地

定向）
朱坝街道办事处

朱凌志
淮安市洪泽区（校地

定向）
朱坝街道办事处

朱文举
淮安市洪泽区（校地

定向）
朱坝街道办事处

刘格 淮安市洪泽区 洪泽区老子山镇人民政府
陈诗婕 淮安市洪泽区 岔河镇人民政府
杨盼 淮安市涟水县 涟水团县委

王嘉诚 淮安市涟水县 涟城街道办事处
张晓雨 淮安市涟水县 涟城街道办事处
孙艺闽 淮安市涟水县 涟城街道办事处
程薇 淮安市涟水县 涟城街道

王金航 淮安市涟水县 朱码街道办事处
徐文静 淮安市涟水县 朱码街道办事处村建办
孙晓宇 淮安市涟水县 陈师街道办事处
杨玉红 淮安市涟水县 陈师街道办事处
刘晶晶 淮安市涟水县 唐集镇人民政府
李玉柱 淮安市涟水县 唐集镇人民政府
张汉月 淮安市涟水县 涟水县大东镇
张莹莹 淮安市涟水县 大东镇人民政府
朱心怡 淮安市涟水县 五港镇人民政府
倪梓然 淮安市涟水县 涟水县五港镇
徐留菁 淮安市涟水县 岔庙镇党政办
吕滟枝 淮安市涟水县 涟水县经济开发区
王永杰 淮安市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孙皓 淮安市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何月 淮安市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黄泓翔 淮安市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黄天龙 淮安市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鲍思宇 淮安市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傅文溢 淮安市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张智凤 淮安市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潘昌飞 淮安市涟水县 涟城街道办事处
刘衡 淮安市涟水县 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张雅倩 淮安市涟水县 涟水县妇女联合会
徐善蒲 淮安市涟水县 红窑镇人民政府
孙雨轩 淮安市涟水县 红窑镇人民政府
丁恒霞 淮安市涟水县 涟水团县委
罗明秀 淮安市盱眙县 435消费维权专员--盱眙县市场监管局
罗境然 淮安市盱眙县 436企村联建专员--盱眙县工商联
丁晓天 淮安市盱眙县 437宣传专员--河桥镇人民政府
毕梓豪 淮安市盱眙县 439宣传专员--淮河镇人民政府
方畯轩 淮安市盱眙县 441组织专员--桂五镇人民政府
朱智慧 淮安市盱眙县 442民生专员--鲍集镇人民政府
孙娟 淮安市盱眙县 442民生专员--鲍集镇人民政府

伍树洋 淮安市盱眙县 443基层治理岗--黄花塘镇人民政府
宣莉莉 淮安市盱眙县 445团委办事员--管仲镇人民政府
舒晨 淮安市盱眙县 447宣传专员--马坝镇人民政府
姚语 淮安市盱眙县 447宣传专员--马坝镇人民政府
朱彤 淮安市盱眙县 447宣传专员--马坝镇人民政府

赵雨婷 淮安市盱眙县 448综合岗--太和街道办事处
张梦梦 淮安市盱眙县 448综合岗--太和街道办事处
姜潇帆 淮安市盱眙县 449乡村振兴专员--天泉湖镇人民政府
黄瑞 淮安市盱眙县 450文字、内勤--盱城街道办事处

张新雨 淮安市盱眙县 450文字、内勤--盱城街道办事处
滕金凤 淮安市盱眙县 450文字、内勤--盱城街道办事处
曹也 淮安市盱眙县 451文字、内勤--盱城街道办事处

李卓阳 淮安市盱眙县 451文字、内勤--盱城街道办事处
许文祥 淮安市盱眙县 451文字、内勤--盱城街道办事处
邹雨池 淮安市盱眙县 451文字、内勤--盱城街道办事处

何一彤
淮安市盱眙县（校地

定向）
官滩镇人民政府

孙婧文
淮安市盱眙县（校地

定向）
马坝镇人民政府

季鹏瑞
淮安市盱眙县（校地

定向）
穆店镇人民政府

侯炳成 淮安市盱眙县 盱眙县淮河镇人民政府
李杨 淮安市盱眙县 盱眙县鲍集镇人民政府

阙朔阳 淮安市盱眙县 盱眙县马坝镇人民政府
魏丹 淮安市盱眙县 盱眙县管仲镇人民政府

陈唐诗 淮安市盱眙县 盱眙县桂五镇人民政府
秦海云 淮安市盱眙县 451文字、内勤--盱城街道办事处
高蓉 淮安市金湖县 452宣传员--金湖团县委

彭舒奕 淮安市金湖县 453办事员--黎城街道办事处
何蕙伶 淮安市金湖县 453办事员--黎城街道办事处
杨洋 淮安市金湖县 454办事员--戴楼街道办事处
周睿 淮安市金湖县 455办事员--戴楼街道办事处
潘鸿 淮安市金湖县 456法律专员--前锋镇人民政府

沈天煜 淮安市金湖县 457经济管理专员--前锋镇人民政府
梁致远 淮安市金湖县 458党政办工作人员--金南镇人民政府
王尊国 淮安市金湖县 458党政办工作人员--金南镇人民政府



刘诗语 淮安市金湖县 459社会事业局办事员--塔集镇人民政府
杨海涛 淮安市金湖县 460党政办办事员--塔集镇人民政府
张悦 淮安市金湖县 461统计专员--银涂镇人民政府

冀宇轩 淮安市金湖县 462社保专员--银涂镇人民政府
张惠君 淮安市金湖县 463办事员--吕良镇人民政府
张莺 淮安市金湖县 463办事员--吕良镇人民政府

李文萍
淮安市金湖县（校地

定向）
金湖县卫健委（派驻乡镇卫生院）

赵丹丹
淮安市金湖县（校地

定向）
金湖县卫健委（派驻乡镇卫生院）

陈登婧
淮安市金湖县（校地

定向）
金湖县卫健委（派驻乡镇卫生院）

徐闯
淮安市金湖县（校地

定向）
金湖县卫健委（派驻乡镇卫生院）

李天燕
淮安市金湖县（校地

定向）
金湖县卫健委（派驻乡镇卫生院）

胥善钰 淮安市金湖县 项目助理—金湖县金北街道办事处

葛逸飞 淮安市淮阴区
521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王家营街道青少年科技活

动中心
葛志鹏 淮安市淮阴区 524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三树镇为民服务中心

王海宁 淮安市淮阴区
535组织宣传专员--淮阴区长江路街道机关事务服务

中心
冒一天 淮安市淮安区 500农村工作专员--朱桥镇人民政府
李思宁 淮安市淮安区 509组织工作专员--范集镇人民政府
周莹 淮安市涟水县 432党政办人员--岔庙镇人民政府

李婷婷
淮安市涟水县（校地

定向）
高沟镇人民政府

王磊 盐城市响水县 团县委
朱雨洁 盐城市响水县 响水镇人民政府
阮琦 盐城市响水县 响水镇人民政府

孔苏苏 盐城市响水县 小尖镇人民政府
徐嘉梓 盐城市响水县 小尖镇人民政府
田景元 盐城市响水县 陈家港人民政府
孙勇 盐城市响水县 陈家港人民政府

王风荷 盐城市响水县 大有镇人民政府
王露露 盐城市响水县 大有镇人民政府
沈婧华 盐城市响水县 黄圩镇人民政府
胡智勇 盐城市响水县 南河镇人民政府
朱胜旺 盐城市响水县 七套中心社区管委会
顾传响 盐城市响水县 双港中心社区管委会
丁泽宇 盐城市响水县 张集中心社区管委会
陈娇娇 盐城市响水县 老舍中心社区管委会
陈剑楚 盐城市响水县 陈家港人民政府
金程明 盐城市响水县 陈家港人民政府
顾鑫莹 盐城市响水县 大有镇人民政府
马玄月 盐城市响水县 大有镇人民政府
魏雪丽 盐城市响水县 黄圩镇人民政府



徐祥钰 盐城市响水县 黄圩镇人民政府
叶佳欣 盐城市响水县 南河镇人民政府
戴岩苏 盐城市响水县 小尖镇人民政府
许亚文 盐城市响水县 小尖镇人民政府
王季璇 盐城市响水县 团县委
赵办 盐城市响水县 团县委
韩旭 盐城市响水县 团县委

刘宝文 盐城市响水县 响水镇人民政府
万仕宸 盐城市响水县 响水镇人民政府
卞云 盐城市响水县 响水镇人民政府

胡雨婷 盐城市响水县 运河镇人民政府
赵晓草 盐城市响水县 小尖镇人民政府
王玉洁 盐城市滨海县 东坎街道办事处
王子旋 盐城市滨海县 东坎街道办事处
李佳蔚 盐城市滨海县 东坎街道办事处
栾智琛 盐城市滨海县 坎北街道办事处
陈新 盐城市滨海县 坎北街道办事处

屠潇元 盐城市滨海县 坎北街道办事处
马梦柯 盐城市滨海县 坎北街道办事处
付腾玉 盐城市滨海县 坎北街道办事处
潘成龙 盐城市滨海县 蔡桥镇人民政府
黄炜皓 盐城市滨海县 正红镇人民政府
张玉 盐城市滨海县 天场镇人民政府

金建晔 盐城市滨海县 天场镇人民政府
张钧贵 盐城市滨海县 八滩镇人民政府
汤赟佳 盐城市滨海县 滨淮镇人民政府
许环宇 盐城市滨海县 滨海港经济区人民政府
徐荣明 盐城市滨海县 滨海港经济区人民政府
陈威 盐城市滨海县 滨海团县委
骆悦 盐城市滨海县 滨海县农业园区

陶耀泽 盐城市滨海县 蔡桥镇人民政府
王露露 盐城市滨海县 五汛镇人民政府
邓文丽 盐城市滨海县 天场镇人民政府
卢子权 盐城市滨海县 滨海港镇人民政府
陈有为 盐城市滨海县 通榆镇人民政府
李思玥 盐城市滨海县 正红镇人民政府
羊洋 盐城市阜宁县 601宣传专员--板湖镇人民政府
张欢 盐城市阜宁县 601宣传专员--板湖镇人民政府

毛佳茗 盐城市阜宁县 603办事员--新沟镇人民政府
葛华康 盐城市阜宁县 603办事员--新沟镇人民政府
唐敏 盐城市阜宁县 603办事员--新沟镇人民政府（调剂）

管晓敏 盐城市阜宁县 604宣传专员--陈集镇人民政府
郑亚俊 盐城市阜宁县 604宣传专员--陈集镇人民政府
许浒 盐城市阜宁县 605宣传专员--郭墅镇人民政府

崔春艳 盐城市阜宁县 605宣传专员--郭墅镇人民政府
钱俊儒 盐城市阜宁县 606农业专员--沟墩镇人民政府
甘钟月 盐城市阜宁县 607组织专员--花园街道



路杨 盐城市阜宁县 607组织专员--花园街道
孙宁欣 盐城市阜宁县 607组织专员--花园街道
黄涛 盐城市阜宁县 阜城街道人民政府

曹云龙 盐城市阜宁县 阜城街道人民政府
蒋隆涛 盐城市阜宁县 羊寨镇人民政府
喻欣楠 盐城市阜宁县 羊寨镇人民政府
闫粉霞 盐城市阜宁县 羊寨镇人民政府
吴佳佳 盐城市阜宁县 益林镇人民政府
杨春雁 盐城市阜宁县 益林镇人民政府
陈静 盐城市阜宁县 羊寨镇人民政府

叶佳佳 盐城市阜宁县 吴滩街道人民政府
沈肖龙 盐城市射阳县 608宣传专员--黄沙港镇人民政府
杨清婧 盐城市射阳县 608宣传专员--黄沙港镇人民政府
徐连高 盐城市射阳县 610宣传专员--四明镇人民政府
潘长胜 盐城市射阳县 610宣传专员--四明镇人民政府
郑蕊 盐城市射阳县 611宣传专员--千秋镇人民政府

金建伟 盐城市射阳县 612宣传专员--海通镇人民政府
张洁 盐城市射阳县 612宣传专员--海通镇人民政府

孙志鹏 盐城市射阳县 614宣传专员--海河镇人民政府
季文静 盐城市射阳县 615宣传专员--新坍镇人民政府
毕德鹍 盐城市射阳县 615宣传专员--新坍镇人民政府
张俊瑶 盐城市射阳县 617宣传专员--兴桥镇人民政府
陈鑫月 盐城市射阳县 617宣传专员--兴桥镇人民政府
刘宇宸 盐城市射阳县（校地定向） 共青团射阳县委员会
章耀文 盐城市射阳县（校地定向） 共青团射阳县委员会
周玉 盐城市射阳县（校地定向） 合德镇人民政府

张莉苑 盐城市射阳县（校地定向） 特庸镇人民政府
杜洁 盐城市射阳县（校地定向） 洋马镇人民政府
孙翰 盐城市射阳县 611宣传专员--千秋镇人民政府
徐冲 盐城市建湖县 618城管专员--近湖街道办事处
颜磊 盐城市建湖县 620办公室专员--颜单镇人民政府

郁建夫 盐城市建湖县 621基建专员--恒济镇人民政府
周玥 盐城市建湖县 622文秘专员--庆丰镇人民政府

黄乔乔 盐城市建湖县 624乡村振兴专员--高作镇人民政府
周哲华 盐城市建湖县 625宣传专员--芦沟镇人民政府
章烨 盐城市建湖县 627管理专员--冈西镇人民政府

黄依红 盐城市建湖县 628社会服务专员--宝塔镇人民政府
夏天 盐城市建湖县 628社会服务专员--宝塔镇人民政府

成明轩 盐城市建湖县 629规划专员--建湖县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王紫英 盐城市建湖县 631宣传专员--共青团建湖县委员会

俞婷婷
盐城市建湖县（校地

定向）
共青团建湖县委员会

李隆昊
盐城市建湖县（校地

定向）
建阳镇人民政府

刘书
盐城市建湖县（校地

定向）
近湖街道办事处



陈丽
盐城市建湖县（校地

定向）
九龙口镇人民政府

曹雪婷 盐城市建湖县 建湖县宝塔镇卫生院
朱恒立 盐城市建湖县 建阳镇人民政府
王陈晨 盐城市东台市 632管理员--溱东镇人民政府
陈颖 盐城市东台市 632管理员--溱东镇人民政府
周道 盐城市东台市 633组织专员--东台市项目办
周阳 盐城市东台市 633组织专员--东台市项目办
冯妍 盐城市东台市 634管理员--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崔铖 盐城市东台市 634管理员--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唐吕承 盐城市东台市 635管理员--五烈镇人民政府
吴梓桐 盐城市东台市 636管理员--头灶镇人民政府
赵敏 盐城市东台市 636管理员--头灶镇人民政府

潘雨静 盐城市东台市 636管理员--头灶镇人民政府
陆奕敏 盐城市东台市 东台镇人民政府
薛铭宇 盐城市东台市 东台镇人民政府
艾贵芳 盐城市东台市 富安镇人民政府
崔慧敏 盐城市东台市 三仓镇人民政府
徐铮 盐城市东台市 三仓镇人民政府

赵藏娇 盐城市东台市 三仓镇人民政府
黄陈 盐城市东台市 三仓镇人民政府

谢璐瑶 盐城市东台市 唐洋镇人民政府
廖铖欢 盐城市东台市 西溪景区管理委员会
周兆微 盐城市东台市 西溪景区管理委员会
陈广超 盐城市东台市 新街镇人民政府
彭燕茹 盐城市东台市 安丰镇人民政府
裴姗姗 盐城市东台市 安丰镇人民政府
姚裕丹 盐城市大丰区 637宣传专员--大丰区妇联
柏亚楠 盐城市大丰区 638办事员--三龙镇人民政府
詹研 盐城市大丰区 638办事员--三龙镇人民政府

刘永轩
盐城市大丰区（调

剂）
639宣传专员--草堰镇人民政府

束涛 盐城市大丰区 640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西团镇人民政府
王梓璇 盐城市大丰区 641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西团镇人民政府
刘月 盐城市大丰区 641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西团镇人民政府
龚敏 盐城市大丰区 642办事员--小海镇人民政府

顾阳玲 盐城市大丰区 642办事员--小海镇人民政府
秦怡 盐城市大丰区 643党群工作局局长助理--丰华街道办事处

李轩宇 盐城市大丰区 644经济发展局局长助理--丰华街道办事处
朱唯 盐城市大丰区 645经济助理--刘庄镇人民政府

袁文静 盐城市大丰区 645经济助理--刘庄镇人民政府

陈阳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

定向）
草庙镇人民政府

包晗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

定向）
草庙镇人民政府

李海燕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

定向）
大中街道办事处



冯莹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

定向）
大中街道办事处

周思涵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

定向）
南阳镇人民政府

卞思琪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

定向）
万盈镇人民政府

孙红丽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

定向）
万盈镇人民政府

陈柏香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

定向）
新丰镇人民政府

陈玥
盐城市大丰区（校地

定向）
新丰镇人民政府

张斌 盐城市大丰区 大丰团区委
唐若辰 盐城市大丰区 刘庄镇人民政府
陈亚 盐城市大丰区 大桥镇人民政府

卞林杰 盐城市大丰区 草堰镇人民政府
姜健军 盐城市盐都区 组织专员--盐都区大纵湖镇人民政府
张瑶 盐城市盐都区 组织专员--楼王镇人民政府
周琪 盐城市盐都区 组织专员--学富镇人民政府

周万越 盐城市盐都区 组织专员--尚庄镇人民政府
李桐 盐城市盐都区 宣传专员--大冈镇人民政府

盛梦婷 盐城市盐都区 宣传专员--秦南镇人民政府
胡欣雨 盐城市盐都区 服务专员--龙冈镇人民政府
陆晔 盐城市盐都区 孵化专员--郭猛镇人民政府

夏月芊 盐城市盐都区 孵化专员--郭猛镇人民政府
朱梦露 盐城市盐都区 孵化专员--郭猛镇人民政府
孙励文 盐城市盐都区 孵化专员--潘黄街道办事处
史玮 盐城市盐都区 孵化专员--潘黄街道办事处

戴文辉 盐城市盐都区 宣传专员--盐龙街道办事处
杭美玲 盐城市盐都区 管理专员--大纵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
陈宇磊 盐城市盐都区 盐渎街道办事处
花玥 盐城市盐都区 盐渎街道办事处
李迎 盐城市盐都区 盐渎街道办事处

徐静瑶 盐城市盐都区 张庄街道办事处
李留盛 盐城市盐都区 张庄街道办事处
杨昆 盐城市盐都区 张庄街道办事处
崔俊 盐城市盐都区 共青团盐城市盐都区委员会

李昕凯 盐城市盐都区 大纵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
洪茂华 盐城市盐都区 盐龙街道办事处
阚鑫 盐城市亭湖区 657宣传专员--江苏盐城环保科技城管理委员会

季成玲 盐城市亭湖区 657宣传专员--江苏盐城环保科技城管理委员会
丁远 盐城市亭湖区 658宣传专员--新洋经济区

谭国鑫 盐城市亭湖区 659宣传专员--南洋镇政府
唐倩倩 盐城市亭湖区 660宣传专员--盐东镇政府
卞汉云 盐城市亭湖区 661宣传专员--黄尖镇政府
彭明一 盐城市亭湖区 661宣传专员--黄尖镇政府
孙子涵 盐城市亭湖区 662宣传专员--新兴镇政府



奚广海 盐城市亭湖区 663宣传专员--便仓镇政府
卞锡梅 盐城市亭湖区 663宣传专员--便仓镇政府
杨毅 盐城市亭湖区 664宣传专员--盐城市亭湖团区委

周雨晨 盐城市亭湖区 665宣传专员--五星街道办事处
徐颖 盐城市亭湖区 666宣传专员--文峰街道办事处
张婷 盐城市亭湖区 666宣传专员--文峰街道办事处
柏凯 盐城市亭湖区 668宣传专员--先锋街道办事处
孙铭 盐城市亭湖区 668宣传专员--毓龙街道办事处

丁浩然 盐城市亭湖区 669宣传专员--宝瓶湖街道办事处
孙丁一 盐城市亭湖区（校地定向） 宣传专员--大洋街道办事处
徐海辰 盐城市亭湖区（校地定向） 宣传专员--大洋街道办事处
梅袁 盐城市亭湖区（校地定向） 宣传专员--东亭湖街道办事处

陈扮春 盐城市亭湖区（校地定向） 宣传专员--五星街道办事处
严淇 盐城市亭湖区（校地定向） 宣传专员-盐城市亭湖区团委
吴迪 盐城市亭湖区 宣传专员--大洋街道办事处

张嘉佳 盐南高新区 盐南高新区团委
姚明辰 盐南高新区 盐南高新区团委
倪新莹 盐南高新区 黄海街道办事处
葛骞 盐南高新区 新都街道办事处

胡海波 盐南高新区 新河街道办事处
陈妍 盐南高新区 科城街道办事处

程政宇 盐南高新区 伍佑街道办事处
孟慧婷 盐南高新区 黄海街道办事处
田京冬 盐南高新区 黄海街道办事处
李浩然 盐南高新区 科城街道办事处
徐奕 盐南高新区 新都街道办事处

孙焕宇 盐南高新区 新都街道办事处
赵婉茜 盐南高新区 新河街道办事处
杨啸 盐南高新区 新河街道办事处
蔡恺 盐城市盐城市 570全媒体编辑--盐城团市委

吴思佳 盐城市盐城市 570全媒体编辑--盐城团市委
胡宽 盐城市盐城市 573活动专员--盐城市文明办

沈彩慧 盐城市盐城市 571活动专员--盐城团市委
高稚朋 盐城市盐城市 571活动专员--盐城团市委
吴燕 盐城市盐城市 573活动专员--盐城市文明办

王沁春 盐城市盐城市 573活动专员--盐城市文明办
梁田田 盐城市盐城市 573活动专员--盐城市文明办
雍杰 盐城市盐城市 共青团盐城市委

陆丽坤 盐城市盐城市 572办事员--盐城市妇联
胡世杰 宿迁市宿迁市 722办事员--宿迁市项目办
黄露瑶 宿迁市宿迁市 723办事员--宿迁市青年创业指导中心
沙成杰 宿迁市宿迁市 724办事员--宿迁市青少年宫
申雪 宿迁市宿迁市 725办事员--宿迁市志愿者学院

袁溶雪 宿迁市宿迁市 725办事员--宿迁市志愿者学院
施雨晨 宿迁市宿迁市 726办事员--宿迁市委宣传部
董炎 宿迁市宿迁市 727办事员--宿迁市教育局

范子枫 宿迁市宿迁市 728办事员--宿迁市委机关工委



刘轶轩 宿迁市宿迁市 729办事员--宿迁市红十字会
张司研 宿迁市宿迁市 宿迁市青年创业指导中心
冒毅 宿迁市泗洪县 772组织专员--泗洪县项目办
胡珂 宿迁市泗洪县 773宣传专员--泗洪团县委

祖伟同 宿迁市泗洪县 774工作人员--财政局
胡麟 宿迁市泗洪县 775工作人员--互联网信息中心

王思程 宿迁市泗洪县 776工作人员--双沟镇人民政府
王添鑫 宿迁市泗洪县 777工作人员--双沟镇人民政府（调剂）
汪帮通 宿迁市泗洪县 778工作人员--天岗湖乡人民政府
胡茹沙 宿迁市泗洪县 779工作人员--上塘镇人民政府
宋雨婷 宿迁市泗洪县 780工作人员--魏营镇人民政府
苗竣淞 宿迁市泗洪县 780工作人员--魏营镇人民政府
王静 宿迁市泗洪县 781工作人员--车门乡人民政府

郑文昊 宿迁市泗洪县 782工作人员--车门乡人民政府
高江恒 宿迁市泗洪县 782工作人员--车门乡人民政府
宋小伟 宿迁市泗洪县 783工作人员--瑶沟乡人民政府
马颖 宿迁市泗洪县 783工作人员--瑶沟乡人民政府

陈美霖 宿迁市泗洪县 786工作人员--归仁镇人民政府
何宇超 宿迁市泗洪县 787工作人员--归仁镇人民政府
杨迦南 宿迁市泗洪县 788工作人员--金锁镇人民政府
高曼芸 宿迁市泗洪县 789工作人员--金锁镇人民政府
李泽清 宿迁市泗洪县 791工作人员--朱湖镇人民政府
陈成 宿迁市泗洪县 793工作人员--界集镇人民政府

石佳伟 宿迁市泗洪县 793工作人员--界集镇人民政府
张旭 宿迁市泗洪县 794工作人员--龙集镇人民政府

马明阳 宿迁市泗洪县 794工作人员--龙集镇人民政府
许桐源 宿迁市泗洪县 795工作人员--孙园镇人民政府
周佳祎 宿迁市泗洪县 797工作人员--临淮镇人民政府
任鹤静 宿迁市泗洪县 798宣传专员--石集乡人民政府
蒋厚婷 宿迁市泗洪县 799宣传专员--青阳街道办事处
杨颖 宿迁市泗洪县 800工作人员--青阳街道办事处

杨婉婕 宿迁市泗洪县 801工作人员--大楼街道办事处
臧子见 宿迁市泗洪县 801工作人员--大楼街道办事处
刘周 宿迁市泗洪县 802工作人员--重岗街道办事处
彭征 宿迁市泗洪县 半城镇人民政府
陈阳 宿迁市泗洪县 大楼街道办事处

王以娜 宿迁市泗洪县 大楼街道办事处
王伟 宿迁市泗洪县 临淮镇人民政府
杨溢 宿迁市泗洪县 龙集镇人民政府

袁雅婷 宿迁市泗洪县 青阳街道办事处
倪曙薇 宿迁市泗洪县 青阳街道办事处
周英 宿迁市泗洪县 魏营镇人民政府

周晓龙 宿迁市泗洪县 重岗街道办事处
朱子玉 宿迁市泗洪县 重岗街道办事处
俞嘉懿 宿迁市泗洪县 泗洪县乡村振兴计划项目办
陆亚钧 宿迁市泗洪县 石集乡人民政府
张亮 宿迁市泗洪县 上塘镇人民政府



刘维 宿迁市泗洪县 瑶沟乡人民政府
古力批牙·比拉 宿迁市泗洪县 青阳街道办事处

孙润 宿迁市泗洪县 重岗街道办事处
吴梦达 宿迁市泗洪县 792工作人员--界集镇人民政府
李明亮 宿迁市泗洪县 孙园镇人民政府
唐振翔 宿迁市泗洪县 790工作人员--朱湖镇人民政府
王靖萱 宿迁市泗洪县 785工作人员--梅花镇人民政府
石丽媛 宿迁市泗洪县 796工作人员--半城镇人民政府
倪睿 宿迁市泗阳县 757宣传专员--泗阳团县委
徐潼 宿迁市泗阳县 1562策划专员、团建专员--李口镇

戴雯杰 宿迁市泗阳县 767乡村振兴专员--裴圩镇
李秦阳 宿迁市泗阳县 裴圩镇人民政府
孙瑞其 宿迁市泗阳县 759宣传专员--众兴街道
卜文卿 宿迁市泗阳县 769经济发展专员--穿城镇
丁强 宿迁市泗阳县 770生态环境建设专员--穿城镇

范媛媛 宿迁市泗阳县 众兴街道办事处
苏蕊 宿迁市泗阳县 城厢街道办事处

朱星辰 宿迁市泗阳县 爱园镇人民政府
徐雯 宿迁市泗阳县 王集镇人民政府

吴海岳 宿迁市泗阳县 穿城镇人民政府
胡颖杭 宿迁市泗阳县 李口镇人民政府
王川川 宿迁市泗阳县 1560宣传专员--三庄镇
张润恩 宿迁市泗阳县 三庄镇
张婧 宿迁市泗阳县 1561宣传专员--卢集镇

王苏悦 宿迁市泗阳县 765宣传专员--卢集镇
倪好 宿迁市泗阳县 760宣传专员--新袁镇
刘敏 宿迁市泗阳县 762乡村振兴专员--王集镇
陈钊 宿迁市泗阳县 765宣传专员--卢集镇

袁雨婷 宿迁市泗阳县 767乡村振兴专员--裴圩镇
李子坦 宿迁市泗阳县 771乡村振兴专员--穿城镇
潘其聪 宿迁市泗阳县 763宣传专员--城厢街道
刘闯 宿迁市泗阳县 757宣传专员--泗阳团县委
朱振 宿迁市泗阳县 768策划专员、团建专员--李口镇

吴训武 宿迁市泗阳县 李口镇
陈昱伯 宿迁市泗阳县 766宣传专员--来安街道
相苏纹 宿迁市泗阳县 764宣传专员--三庄镇
林琳 宿迁市泗阳县 758宣传专员--庄圩乡

钱怡馨 宿迁市泗阳县 767乡村振兴专员--裴圩镇
孙婷 宿迁市泗阳县 765宣传专员--卢集镇

谢昕洋 宿迁市泗阳县 758宣传专员--庄圩乡
裴昕宇 宿迁市泗阳县 762乡村振兴专员--王集镇
王靖 宿迁市泗阳县 760宣传专员--新袁镇

蔡东华 宿迁市泗阳县 1559组织专员--临河镇
倪经纬 宿迁市泗阳县 1560组织专员--临河镇
蒋玖凤 宿迁市泗阳县 765宣传专员--卢集镇
李晶 宿迁市泗阳县 761乡村振兴专员--爱园镇

刘廷鉴 宿迁市泗阳县 761乡村振兴专员--爱园镇



曹姝悦 宿迁市宿城区 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人民政府
杨政 宿迁市宿城区 宣传专员--屠园镇人民政府

罗婧南 宿迁市宿城区 青年工作专员--河滨街道党工委
陈智九 宿迁市宿城区 技术推广员--陈集镇人民政府
殷国良 宿迁市宿城区 青年工作专员--洋北街道办事处
伏建权 宿迁市宿城区 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人民政府
王艺润 宿迁市宿城区 宿迁市宿城区宿城经济开发区
余艺 宿迁市宿城区 宿迁市宿城区宿城区现代农业产业管理委员会

王睿琦 宿迁市宿城区 宣传专员--双庄街道办事处
张琳 宿迁市宿城区 宿迁市宿城区吴中宿城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罗家坤 宿迁市宿城区 宿迁市宿城区宿城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刘亦航 宿迁市宿城区 宣传专员--支口街道办事处
孙振恒 宿迁市宿城区 宣传专员--耿车镇人民政府
朱海璐 宿迁市宿城区 宿迁市宿城区罗圩中心校
李文宇 宿迁市宿城区 宿迁市宿城区洋北中心校
徐暑暑 宿迁市宿城区 办事员--宿城团区委
傅广宇 宿迁市宿城区 青年工作专员--蔡集镇人民政府
殷昌雪 宿迁市宿城区 宿迁市宿城区古城街道办事处
王家俊 宿迁市宿城区 宿迁市宿城区王官集镇人民政府
袁藤 宿迁市宿城区 办事员--宿城团区委

陈昌俊 宿迁市宿城区 宿迁市宿城区埠子镇人民政府
胡苏吉 宿迁市宿城区 宣传专员--双庄街道办事处
姜倩 宿迁市宿城区 青年工作专员--中扬镇人民政府
张畅 宿迁市宿城区 青年工作专员--河滨街道党工委
韩琦 宿迁市宿豫区 曹集乡人民政府

吴伟男 宿迁市宿豫区 顺河街道办事处
刘宇琦 宿迁市宿豫区 豫新街道办事处
张可 宿迁市宿豫区 804办公室办事员--宿豫区项目办

张乃皎 宿迁市宿豫区 806宣传专员--顺河街道
王杰 宿迁市宿豫区 806宣传专员--顺河街道
徐政 宿迁市宿豫区 807党政办办事员--豫新街道
丰萍 宿迁市宿豫区 808党政办办事员--下相街道

陈虹玮 宿迁市宿豫区 808党政办办事员--下相街道
黄鑫 宿迁市宿豫区 809党政办办事员--陆集街道
徐杰 宿迁市宿豫区 809党政办办事员--陆集街道
黄鑫 宿迁市宿豫区 809党政办办事员--陆集街道
刘璐 宿迁市宿豫区 809党政办办事员--陆集街道

王子健 宿迁市宿豫区 810党政办办事员--曹集乡
徐盈盈 宿迁市宿豫区 812党政办办事员--关庙镇
王艺炜 宿迁市宿豫区 813党政办办事员--大兴镇
胡宇琪 宿迁市宿豫区 814宣传专员--新庄镇
侍薇薇 宿迁市宿豫区 815宣传专员--来龙镇
张文扬 宿迁市宿豫区 816宣传专员--高新区
高秀芹 宿迁市宿豫区 817乡村振兴赋能岗--电商园区
徐小涵 宿迁市宿豫区 电商园区（校地）
朱欣煜 宿迁市宿豫区 电商园区（校地）
庄雨婷 宿迁市宿豫区 电商园区（校地）



方思源 宿迁市宿豫区 顺河街道（校地）
张琴 宿迁市宿豫区 顺河街道（校地）
王滂 宿迁市宿豫区 806宣传专员--顺河街道
杨征 宿迁市宿豫区 807党政办办事员--豫新街道
王昕 宿迁市宿豫区 顺河街道

孙慧敏 宿迁市宿豫区 812党政办办事员--关庙镇
徐畅 宿迁市宿豫区 810党政办办事员--曹集乡

柴婉蓉 宿迁市宿豫区 811党政办办事员--仰化镇
王晶晶 宿迁市宿豫区 803宣传专员--宿豫区项目办
胡可昕 宿迁市宿豫区 808党政办办事员--下相街道
王宁 宿迁市宿豫区 814宣传专员--新庄镇

周复景 宿迁市宿豫区 815宣传专员--来龙镇
张践 宿迁市宿豫区 813党政办办事员--大兴镇
彭斌 宿迁市宿豫区 812党政办办事员--仰化镇
任源 宿迁市宿豫区 电商园区（校地）
张莉 宿迁市宿豫区 810党政办办事员--曹集乡

潘菁菁 宿迁市沭阳县 735办事员--耿圩镇
魏诗璇 宿迁市沭阳县 742办事员--七雄街道
孙淑雯 宿迁市沭阳县 庙头镇
王静 宿迁市沭阳县 744办事员--马厂镇
王显 宿迁市沭阳县 749办事员--韩山镇
武菲 宿迁市沭阳县 沭阳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祝新宇 宿迁市沭阳县 十字街道
梁旭 宿迁市沭阳县 胡集镇
周倩 宿迁市沭阳县 沭阳县乡村振兴计划项目办

鲍浩业 宿迁市沭阳县 胡集镇
干陈 宿迁市沭阳县 庙头镇

刘蛟龙 宿迁市沭阳县 章集街道
马飞龙 宿迁市沭阳县 730办事员--沭阳县项目办
王欢欢 宿迁市沭阳县 贤官镇
胡婷婷 宿迁市沭阳县 756办事员--龙庙镇
吴凤洁 宿迁市沭阳县 746办事员--沂涛镇
孙虎 宿迁市沭阳县 刘集镇

叶林波 宿迁市沭阳县 737办事员--悦来镇
仲悦 宿迁市沭阳县 742办事员--七雄街道

郄晶晶 宿迁市沭阳县 贤官镇
叶青 宿迁市沭阳县 730办事员--沭阳县项目办

刘思琪 宿迁市沭阳县 732办事员--沭城街道
王震 宿迁市沭阳县 733办事员--南湖街道

闫加伟 宿迁市沭阳县 扎下镇
汤晓萱 宿迁市沭阳县 752办事员--桑墟镇
张一婧 宿迁市沭阳县 751办事员--西圩乡
王琪 宿迁市沭阳县 754办事员--吴集镇

仲凯旋 宿迁市沭阳县 739办事员--十字街道
高志 宿迁市沭阳县 734办事员--梦溪街道

谢雨欣 宿迁市沭阳县 740办事员--胡集镇
崔文铭 宿迁市沭阳县 颜集镇



刘彤彤 宿迁市沭阳县 扎下镇
周若琪 宿迁市沭阳县 741办事员--钱集镇
毛鑫 宿迁市沭阳县 748办事员--高墟镇

张仲望 宿迁市沭阳县 颜集镇
张状状 宿迁市沭阳县 753办事员--新河镇
董蓓蓓 宿迁市沭阳县 747办事员--青伊湖镇
张龙 宿迁市沭阳县 749办事员--韩山镇

周宏伟 宿迁市沭阳县 731办事员--沭阳经开区管委会
季晨辰 宿迁市沭阳县 755办事员--潼阳镇
冯唯唯 宿迁市沭阳县 745办事员--塘沟镇
徐畅 宿迁市沭阳县 743办事员--李恒镇

仲芷萱 宿迁市沭阳县 736办事员--章集街道
安雨亭 宿迁市沭阳县 744办事员--马厂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