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报考职位 取消原因

1 2019010013 县直高中合并招聘 高中地理 弃权

2 2019020016 县直高中合并招聘 高中俄语 弃权

3 2019030001 县直高中合并招聘 高中历史 递补弃权

4 2019030002 县直高中合并招聘 高中历史 递补弃权

5 2019030004 县直高中合并招聘 高中历史 递补弃权

6 2019030006 县直高中合并招聘 高中历史 递补弃权

7 2019030007 县直高中合并招聘 高中历史 递补弃权

8 2019030011 县直高中合并招聘 高中历史 递补弃权

9 2019030012 县直高中合并招聘 高中历史 弃权

10 2019030013 县直高中合并招聘 高中历史 递补弃权

11 2019030015 县直高中合并招聘 高中历史 递补弃权

12 2019030017 县直高中合并招聘 高中历史 弃权

13 2019110003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生物 弃权

14 2019110005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生物 弃权

15 2019110010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生物 弃权

16 2019130008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思想政治 递补弃权

17 2019130016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思想政治 弃权

18 2019130019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思想政治 递补弃权

19 2019130020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思想政治 弃权

20 2019130022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思想政治 弃权

21 2019130038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思想政治 递补弃权

22 2019140001 费县杏园学校 初中体育 弃权

23 2019150012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物理 弃权

24 2019170009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英语 一审未通过

25 2019180015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语文 弃权

26 2019180019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语文 递补弃权

27 2019180024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语文 递补弃权

28 2019180030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语文 递补弃权

29 2019180031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语文 弃权

30 2019180032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语文 递补弃权

31 2019180037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语文 弃权

32 2019180040 县直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语文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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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19200125 县直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 弃权

34 2019220002 县直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音乐 递补弃权

35 2019220007 县直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音乐 弃权

36 2019220028 县直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音乐 弃权

37 2019230050 县直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 弃权

38 2019230057 县直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 弃权

39 2019230059 县直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 弃权

40 2019240084 县直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语文A 弃权

41 2019240086 县直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语文A 弃权

42 2019250066 县直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语文B 弃权

43 2019270016 乡镇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化学 弃权

44 2019270019 乡镇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化学 递补弃权

45 2019290016 乡镇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生物 弃权

46 2019290025 乡镇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生物 递补弃权

47 2019290026 乡镇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生物 弃权

48 2019300062 乡镇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数学 弃权

49 2019310003 乡镇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物理 弃权

50 2019310010 乡镇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物理 弃权

51 2019310019 乡镇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物理 弃权

52 2019330020 乡镇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英语 弃权

53 2019330024 乡镇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英语 弃权

54 2019330025 乡镇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英语 递补弃权

55 2019330026 乡镇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英语 弃权

56 2019330032 乡镇初中合并招聘 初中英语 一审未通过

57 2019350023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A 递补弃权

58 2019350031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A 递补弃权

59 2019350056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A 递补弃权

60 2019350075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A 弃权

61 2019350085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A 一审未通过

62 2019350096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A 弃权

63 2019350101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A 弃权

64 2019350108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A 弃权

65 2019350128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A 弃权

66 2019350149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A 弃权

67 2019360063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B 弃权

68 2019370014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C 递补弃权



69 2019370043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C 弃权

70 2019370092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C 弃权

71 2019370099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C 弃权

72 2019370115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C 递补弃权

73 2019370155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C 弃权

74 2019370171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C 弃权

75 2019380110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D 一审未通过

76 2019380120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D 弃权

77 2019390058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E 弃权

78 2019390076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E 弃权

79 2019390101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数学E 弃权

80 2019400014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体育 递补弃权

81 2019400065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体育 一审未通过

82 2019400079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体育 弃权

83 2019410004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信息技术 弃权

84 2019410005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信息技术 递补弃权

85 2019420002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音乐 弃权

86 2019420015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音乐 弃权

87 2019420019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音乐 弃权

88 2019420057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音乐 弃权

89 2019420077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音乐 弃权

90 2019430011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A 一审未通过

91 2019430017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A 递补弃权

92 2019430021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A 弃权

93 2019430023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A 弃权

94 2019430032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A 弃权

95 2019430056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A 递补弃权

96 2019430114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A 弃权

97 2019440047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B 弃权

98 2019440067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B 弃权

99 2019450010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C 递补弃权

100 2019450030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C 弃权

101 2019450053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C 弃权

102 2019450056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C 递补弃权

103 2019450057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C 弃权

104 2019450075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C 弃权



105 2019450101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英语C 递补弃权

106 2019460030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语文A 弃权

107 2019460136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语文A 一审未通过

108 2019460193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语文A 弃权

109 2019460237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语文A 弃权

110 2019470067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语文B 弃权

111 2019480012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语文C 弃权

112 2019480049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语文C 弃权

113 2019480082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语文C 弃权

114 2019480106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语文C 递补弃权

115 2019480142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语文C 弃权

116 2019490240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语文D 弃权

117 2019500134 乡镇小学合并招聘 小学语文E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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