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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资格种类 测评学科 刘金枝 女 37022119710814104x 高中教

师资格 政治 张佩文 女 370202197411181846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袁丽丽 女 370212197701254540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于瑞玲 女

370211196806210869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姜岩 女

370283198012259522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张锡海 男

370226720809911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陶秀琳 女

370283197810124345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王希国 男

370222720926341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吴永春 男

370282197703143819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纪凤军 女

370212197704034527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孙淑杰 女

370225197303041728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张美玲 女

370284198011071524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刘玉军 男

370225196803210837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王萌 女

370203198106255125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刘珂 女

370282801211532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张育丽 女

370205197507055528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董林涛 男

370285197412095318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刘秀风 女

370285781228294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肖鑫 女

370281197808055341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焦瑞清 男

370212197211185570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傅海英 女

370281770910572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吴海霞 女

370283800113682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魏本锋 男



370223197201023614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周桂彩 女

370284197702125347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李泽法 男

370284771109411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孙科 男

370284197511034311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于瑞集 男

37028219781113301X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管美艳 女

370211810927004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崔鹏 男

370283197902105838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袁伟 女

370282198201214845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张宁 女

610523198012088866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王永坚 男

370225701029231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马英芝 女

37022519710813622X 高中教师资格 政治 许颖慧 女

210502198207211821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陈学江 男

379014197402133511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朱金婵 女

370283810517624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张绪华 男

379013750915231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朱素芹 女

370222700822002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张桂欣 女

370221197101213522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田冰 女

370284197812276066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潘玉芬 女

370226197203226422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朱炳顺 男

379006197412226711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王森业 男

370222610118531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刘钢 男

370281197308070035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许云飞 女

370226720512684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潘青 女

370205198106265043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宫云雷 男

37901319750115563x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张爱玲 女

370225650204324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孙秋梅 女



370282197608286221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张金革 男

370284197811141557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王翠英 女

379006751106532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种文文 女

370202198306073928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兰英 女

37021219761029554X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邵静 女

370206198004036027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孙萍 女

371002198207031044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李宁 男

370285197604056217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高颖 女

370202198108091121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张新杰 女

370222650220002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王金飞 女

370212197511135524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房素芳 女

370222670703302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高辉 女

370214197703125024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张成界 男

370223196708265618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张焕鹏 男

370282760729133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于兆星 男

370222197105223257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姜娜 女

370285790201008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于敏 女

210221197012123045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金彩宁 女

370283198009301224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史玉玲 女

370283197508078528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王树章 男

370226700805891 高中教师资格 语文 魏清妍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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