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州市惠城区2022年面向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中小学短缺学科编内教师
体检人员名单及分组安排

序号 准考证号 岗位组 报考学校 学科 面试分数
是否

进入体检
体检组别

1 45309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矮陂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81.6 是 第1组

2 36420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矮陂中心小学 小学心理 81.3 是 第1组

3 40391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矮陂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85.2 是 第1组

4 62739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大岚中学 中学语文 84.1 是 第1组

5 02964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第二十六小学 小学数学 79.7 是 第1组

6 856239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第二十六小学 小学数学 79.5 是 第1组

7 92016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第二十六小学 小学数学 78.3 是 第1组

8 532869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第二十六小学 小学语文 82.9 是 第1组

9 16748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第二十六小学 小学语文 79.6 是 第1组

10 91730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第二十六小学 小学语文 78.1 是 第1组

11 03914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第一小学白鹭湖分校 小学语文 87.6 是 第1组

12 08527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马安中学 中学心理 92.2 是 第1组

13 49587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90 是 第1组

14 64983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9.6 是 第1组

15 75496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8.2 是 第1组

16 36207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7.8 是 第1组

17 94063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7.8 是 第1组

18 06428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7.7 是 第1组

19 04357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7.6 是 第1组

20 31698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7.6 是 第1组

21 94678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7.2 是 第1组

22 74196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5.4 是 第1组

23 18093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5.3 是 第1组

24 47519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5 是 第1组

25 18952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4.7 是 第1组

26 79312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3.8 是 第1组

27 86479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2.9 是 第1组

28 79381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86.5 是 第1组

29 06172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80 是 第1组

30 32075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79.9 是 第1组

31 48351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79.7 是 第1组

32 58079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79.6 是 第1组

33 76258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79.1 是 第1组

34 57426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78.1 是 第1组

35 35960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5.7 是 第1组

36 50873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5.6 是 第1组

37 14209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5.1 是 第1组

38 416529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5 是 第1组

39 70186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4.8 是 第1组

40 72803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4.7 是 第1组

41 17342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4.2 是 第2组

42 02743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3.9 是 第2组

43 23750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3.8 是 第2组

44 53098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3.7 是 第2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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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854169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3.3 是 第2组

46 67438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3.1 是 第2组

47 70234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2 是 第2组

48 58637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1.3 是 第2组

49 75890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1.1 是 第2组

50 87964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0.5 是 第2组

51 45032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91.5 是 第2组

52 42731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90.7 是 第2组

53 80793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9 是 第2组

54 57689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7 是 第2组

55 40253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6 是 第2组

56 01934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5.2 是 第2组

57 60397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5 是 第2组

58 49052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4.9 是 第2组

59 92018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4.8 是 第2组

60 874019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3.8 是 第2组

61 24379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3.2 是 第2组

62 10875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2.3 是 第2组

63 53968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0.5 是 第2组

64 84693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0.3 是 第2组

65 49283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78.9 是 第2组

66 02758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5.1 是 第2组

67 92410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4.7 是 第2组

68 79235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4.3 是 第2组

69 17048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3.8 是 第2组

70 17368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2.1 是 第2组

71 48953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2 是 第2组

72 450879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1.1 是 第2组

73 46389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0.9 是 第2组

74 502839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0.6 是 第2组

75 74568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0 是 第2组

76 48961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78.9 是 第2组

77 54139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78.5 是 第2组

78 42093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78.4 是 第2组

79 10835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78 是 第2组

80 91502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77.7 是 第2组

81 68340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77 是 第3组

82 75340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数学 91.9 是 第3组

83 27154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数学 91.3 是 第3组

84 12973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数学 86.9 是 第3组

85 69582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数学 86.9 是 第3组

86 19768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数学 85.5 是 第3组

87 12764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数学 84.5 是 第3组

88 49126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数学 84.4 是 第3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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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89245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数学 83.9 是 第3组

90 89641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数学 82.9 是 第3组

91 02965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数学 82.7 是 第3组

92 75914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数学 82.6 是 第3组

93 51823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数学 82.5 是 第3组

94 72586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数学 81.9 是 第3组

95 08493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数学 81.7 是 第3组

96 59286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数学 81.4 是 第3组

97 07638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7.3 是 第3组

98 91230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5 是 第3组

99 94321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4.3 是 第3组

100 12607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4.2 是 第3组

101 37924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4 是 第3组

102 79136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3.4 是 第3组

103 80943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2.5 是 第3组

104 056439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2.2 是 第3组

105 57312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1.8 是 第3组

106 48019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1.6 是 第3组

107 59734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1.6 是 第3组

108 71240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1.1 是 第3组

109 670849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0.8 是 第3组

110 98401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0.7 是 第3组

111 09321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0.6 是 第3组

112 47836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0.5 是 第3组

113 94815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数学 86.3 是 第3组

114 49316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数学 82.4 是 第3组

115 59846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数学 82.3 是 第3组

116 40281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数学 81.1 是 第3组

117 90617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数学 80.4 是 第3组

118 63719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数学 79.8 是 第3组

119 39458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数学 79.6 是 第3组

120 51947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数学 79.4 是 第3组

121 21639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数学 79.4 是 第4组

122 69215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数学 78.7 是 第4组

123 03921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数学 78.2 是 第4组

124 36145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数学 77.9 是 第4组

125 83749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数学 77.7 是 第4组

126 03725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数学 77.3 是 第4组

127 40395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数学 76.1 是 第4组

128 17240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87 是 第4组

129 58963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86 是 第4组

130 36701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84.1 是 第4组

131 52873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83.7 是 第4组

132 53064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83.5 是 第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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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14357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82.9 是 第4组

134 05268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82.8 是 第4组

135 23618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81.9 是 第4组

136 60257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81.6 是 第4组

137 46509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81.3 是 第4组

138 64780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81.3 是 第4组

139 46927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80.2 是 第4组

140 09813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80 是 第4组

141 40196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79.8 是 第4组

142 03159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79.8 是 第4组

143 54923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79.7 是 第4组

144 97132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E组 小学语文 85.2 是 第4组

145 35907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E组 小学语文 84.7 是 第4组

146 95762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E组 小学语文 83.2 是 第4组

147 21048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E组 小学语文 82.9 是 第4组

148 27608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E组 小学语文 82.7 是 第4组

149 96417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E组 小学语文 82.6 是 第4组

150 60981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E组 小学语文 82 是 第4组

151 04638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E组 小学语文 81.6 是 第4组

152 07184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E组 小学语文 81.3 是 第4组

153 07962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E组 小学语文 80.9 是 第4组

154 76250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E组 小学语文 80.3 是 第4组

155 81345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E组 小学语文 80.2 是 第4组

156 79642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E组 小学语文 80 是 第4组

157 46102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E组 小学语文 79.6 是 第4组

158 08362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E组 小学语文 79.6 是 第4组

159 39271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E组 小学语文 79.4 是 第4组

160 32567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汝湖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76.1 是 第4组

161 27618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汝湖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84 是 第5组

162 26835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82.4 是 第5组

163 34517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81.5 是 第5组

164 91265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80.7 是 第5组

165 607839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79.7 是 第5组

166 15620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79.4 是 第5组

167 72093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79.4 是 第5组

168 264039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79.3 是 第5组

169 93607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78.7 是 第5组

170 79354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77.8 是 第5组

171 24317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76.7 是 第5组

172 70569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心理 78.5 是 第5组

173 605279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心理 72.7 是 第5组

174 15463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5.9 是 第5组

175 71564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5.8 是 第5组

176 249051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4.6 是 第5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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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96357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4 是 第5组

178 74530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3.6 是 第5组

179 07154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3.3 是 第5组

180 095183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3.3 是 第5组

181 86302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2 是 第5组

182 71043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1.9 是 第5组

183 58439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1.9 是 第5组

184 73521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0 是 第5组

185 39562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79.8 是 第5组

186 25840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79.4 是 第5组

187 13970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水口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81 是 第5组

188 84512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水口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80.8 是 第5组

189 07186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水口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79.6 是 第5组

190 53219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水口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88.1 是 第5组

191 16205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水口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86.9 是 第5组

192 19437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水口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85.7 是 第5组

193 87061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水口中学 中学数学 84.3 是 第5组

194 26901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水口中学 中学语文 88.9 是 第5组

195 08632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水口中学 中学语文 85.7 是 第5组

196 21370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铁路学校 中学数学 77.1 是 第5组

197 49506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铁路学校 中学心理 81 是 第5组

198 314965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小金口中学 中学数学 85.8 是 第5组

199 598764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小金口中学 中学数学 85.2 是 第5组

200 68195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小金口中学 中学语文 84.1 是 第5组

201 760983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第四十六学校 小学数学 85 是 第6组

202 371495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第四十六学校 小学数学 83.7 是 第6组

203 643581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第四十六学校 小学数学 82.7 是 第6组

204 409352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第四十六学校 小学语文 81.2 是 第6组

205 654187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第四十六学校 小学语文 74.3 是 第6组

206 403751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马安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87.2 是 第6组

207 835062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马安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73.6 是 第6组

208 640759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7 是 第6组

209 683205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6.5 是 第6组

210 102597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5.3 是 第6组

211 391208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3.2 是 第6组

212 329186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2.1 是 第6组

213 257690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1.8 是 第6组

214 741320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0.9 是 第6组

215 825061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0.8 是 第6组

216 103489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0.7 是 第6组

217 340628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79.6 是 第6组

218 325761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79.5 是 第6组

219 862459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77.9 是 第6组

220 697142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77.8 是 第6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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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957102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76.6 是 第6组

222 410982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76.4 是 第6组

223 920137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86.3 是 第6组

224 276835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85.9 是 第6组

225 274610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80.5 是 第6组

226 038914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2.3 是 第6组

227 742953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1.4 是 第6组

228 452769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1.3 是 第6组

229 678314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0.5 是 第6组

230 543796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79.3 是 第6组

231 250964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79 是 第6组

232 125893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78.3 是 第6组

233 920641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78.1 是 第6组

234 402631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77.9 是 第6组

235 650812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77.6 是 第6组

236 682413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76.5 是 第6组

237 032748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76.2 是 第6组

238 349715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75.4 是 第6组

239 763892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74.9 是 第6组

240 179463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74.9 是 第6组

241 417209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7.8 是 第7组

242 240879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6.9 是 第7组

243 315462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6.6 是 第7组

244 298057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5.9 是 第7组

245 013457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5.9 是 第7组

246 132567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3.7 是 第7组

247 489172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3.7 是 第7组

248 451309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3.6 是 第7组

249 296074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3.5 是 第7组

250 871364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3.1 是 第7组

251 802139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2.9 是 第7组

252 615370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2.4 是 第7组

253 165480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2.1 是 第7组

254 401596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1.5 是 第7组

255 640721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79.6 是 第7组

256 684127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9.3 是 第7组

257 793510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7.9 是 第7组

258 359621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6.2 是 第7组

259 973016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3.5 是 第7组

260 649073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2.2 是 第7组

261 409582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1.7 是 第7组

262 167859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78.6 是 第7组

263 518297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78 是 第7组

264 048921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77.7 是 第7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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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062937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77.4 是 第7组

266 903641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77.3 是 第7组

267 761084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77.2 是 第7组

268 042679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76.2 是 第7组

269 591368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76 是 第7组

270 610743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6.8 是 第7组

271 523819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4.1 是 第7组

272 891324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3.8 是 第7组

273 482731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3.2 是 第7组

274 435260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2.9 是 第7组

275 843295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2.5 是 第7组

276 309845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2 是 第7组

277 102496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1.9 是 第7组

278 731564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1 是 第7组

279 385076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0.9 是 第7组

280 309657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0.6 是 第7组

281 931058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79.9 是 第8组

282 427563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79.6 是 第8组

283 341708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79.4 是 第8组

284 289631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仍图中学 中学数学 90.5 是 第8组

285 042831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仍图中学 中学语文 70.7 是 第8组

286 460852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汝湖中学 中学心理 72.9 是 第8组

287 432789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84.9 是 第8组

288 635104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84.4 是 第8组

289 260984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80.2 是 第8组

290 052198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79.7 是 第8组

291 917835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79.2 是 第8组

292 807369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0 是 第8组

293 174960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79.9 是 第8组

294 619385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78.9 是 第8组

295 730148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78.8 是 第8组

296 537901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78.4 是 第8组

297 325609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78.3 是 第8组

298 567380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小金口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83.3 是 第8组

299 879146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演达中学 中学心理 83.9 是 第8组

300 915068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演达中学 中学语文 77.2 是 第8组

301 968345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矮陂中学 中学语文 77.2 是 第8组

302 716540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大岚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79.4 是 第8组

303 81542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大岚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72.9 是 第8组

304 40658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共联小学 小学数学 87.8 是 第8组

305 743250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共联小学 小学数学 86.2 是 第8组

306 24381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横沥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79.1 是 第8组

307 354186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横沥中心小学 小学心理 84.4 是 第8组

308 457983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横沥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72.3 是 第8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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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570916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横沥中学 中学数学 74.5 是 第8组

310 629375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芦洲学校 中学语文 73.8 是 第8组

311 410758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7.8 是 第8组

312 238516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7.4 是 第8组

313 71238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6.3 是 第8组

314 473156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4.1 是 第8组

315 379682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2.7 是 第8组

316 25618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1.2 是 第8组

317 427130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80.3 是 第8组

318 960431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79.9 是 第8组

319 950872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79.6 是 第8组

320 069542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79.56 是 第8组

321 295360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78.8 是 第9组

322 652893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78.4 是 第9组

323 876254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78.2 是 第9组

324 250918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78 是 第9组

325 69850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数学 77.5 是 第9组

326 86340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83.7 是 第9组

327 356841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82.6 是 第9组

328 842370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76.1 是 第9组

329 18563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74.3 是 第9组

330 52710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8.6 是 第9组

331 458972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8.1 是 第9组

332 083912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7.8 是 第9组

333 984526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6.3 是 第9组

334 590286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6 是 第9组

335 05864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5.1 是 第9组

336 03825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4.3 是 第9组

337 894076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3.5 是 第9组

338 715490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2.4 是 第9组

339 967042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2.4 是 第9组

340 28630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2.4 是 第9组

341 05248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1.7 是 第9组

342 18736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0.9 是 第9组

343 82507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语文 80.6 是 第9组

344 458316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6 是 第9组

345 16530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2.9 是 第9组

346 14037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2.2 是 第9组

347 736802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1.9 是 第9组

348 692850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1.9 是 第9组

349 27654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1.7 是 第9组

350 57024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1.6 是 第9组

351 581936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1.5 是 第9组

352 46057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0.9 是 第9组



惠州市惠城区2022年面向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中小学短缺学科编内教师
体检人员名单及分组安排

序号 准考证号 岗位组 报考学校 学科 面试分数
是否

进入体检
体检组别

353 752930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80.6 是 第9组

354 927185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79.1 是 第9组

355 630142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78.8 是 第9组

356 659420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78.4 是 第9组

357 16057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78.2 是 第9组

358 692430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数学 77.5 是 第9组

359 84230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6.8 是 第9组

360 34815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6 是 第9组

361 03259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5.5 是 第10组

362 659180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5.4 是 第10组

363 203165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4.8 是 第10组

364 34782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4 是 第10组

365 837562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3.6 是 第10组

366 276134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3.3 是 第10组

367 965073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2.8 是 第10组

368 798135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2 是 第10组

369 96431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1.5 是 第10组

370 146098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1.3 是 第10组

371 342810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80.7 是 第10组

372 682395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B组 小学语文 79.8 是 第10组

373 685724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6.4 是 第10组

374 358270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4.3 是 第10组

375 963781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4.2 是 第10组

376 785194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3.2 是 第10组

377 673528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2.8 是 第10组

378 975046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2.6 是 第10组

379 158360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1.9 是 第10组

380 16342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1.6 是 第10组

381 972846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1.2 是 第10组

382 86439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1.1 是 第10组

383 12368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0.8 是 第10组

384 48520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0.6 是 第10组

385 53860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80.6 是 第10组

386 471325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C组 小学语文 79.4 是 第10组

387 042916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三栋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81.2 是 第10组

388 094572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85.6 是 第10组

389 753196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82 是 第10组

390 709162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81.6 是 第10组

391 430725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79.4 是 第10组

392 735061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78.4 是 第10组

393 50914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5.9 是 第10组

394 29538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5.1 是 第10组

395 45230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4.5 是 第10组

396 217308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1.7 是 第10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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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 045297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80.7 是 第10组

398 067319 陕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79.4 是 第10组

说明：
1.广西师范大学岗位组市区公办中学数学岗位，准考证号为087546、917835的两位考生面试成绩相同，并列第5名；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组区直公办小学D组语文岗位，准考证号为450198、549237的两位考生面试成绩相同，并列第
16名；华南师范大学岗位组市区公办中学语文岗位，准考证号为258406、975048的两位考生面试成绩相同，并列第13
名；华南师范大学岗位组区直公办小学A组心理岗位，准考证号为574260、418572、149528的三位考生面试成绩相
同，并列第7名。
2.根据《惠州市惠城区2022年面向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中小学短缺学科编内教师面试公告》有关规定，同一岗位
面试成绩相同时，排序以主考官评分高者排前，若主考官评分相同，则再次进行面试，再次面试成绩高分者排前。
经核实主考官的评分，准考证号为“917835、549237、258406”的考生主考官评分较高，准考证号为“917835、
549237、258406”的考生进入体检。华南师范大学岗位组区直公办小学A组心理岗位，准考证号为574260、418572、
149528的三位考生，经核实主考官的评分，准考证号为“574260、418572”的考生主考官评分较高且相同，进行加试
后准考证号为“574260”的考生进入体检。主考官评分及加试分数如下：

序号 准考证号 岗位组 招聘学校 学科 面试分数
主考官
评分

加试分数
是否

进入体检

1
917835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79.2 80.0 是

087546 广西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数学 79.2 79.0 

2
549237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79.7 87.5 是

45019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D组 小学语文 79.7 86.0 

3
258406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79.4 89.0 是

97504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市区公办中学 中学语文 79.4 88.0 

4

574260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78.1 86.0 82.2 是

418572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78.1 86.0 79.1 

149528 华南师范大学岗位 区直公办小学A组 小学心理 78.1 7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