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拟聘单位 拟聘岗位 单位上级主管部门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或原工作单位 总成绩

1 曹潇文 女
上海市普陀区纪检监察事务管理中
心

会计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纪律检查委
员会、上海市普陀区监察委员
会

本科 学士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75.56

2 黄钰颖 女
上海市普陀区统一战线事务管理中
心

信息管理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统一战线
工作部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上海师范大学 83.82

3 李梦玮 女
上海市普陀区统一战线事务管理中
心

信息管理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统一战线
工作部

硕士研究生 硕士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84.34

4 张天怡 男 上海市普陀区信访投诉管理中心 系统操作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上海市
普陀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

本科 学士 上海政法学院 69.74

5 施文彬 男 上海市普陀区信访投诉管理中心 窗口接待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上海市
普陀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

本科 学士 待业 73.74

6 施瑜 女 上海市普陀区信访投诉管理中心 窗口接待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上海市
普陀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

本科 无
上海市虹口区江湾镇街
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0.94

7 陈子荃 男
上海市普陀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上海市普陀区外商投资服务中
心）

科技进步部文
员

上海市普陀区商务委员会 本科 学士 上海杉达学院 73.42

8 黄婧媛 女
上海市普陀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上海市普陀区外商投资服务中
心）

外商服务部文
员

上海市普陀区商务委员会 本科 学士
上海吉家人才服务有限
公司

80.20

9 何佳婷 女
上海市普陀区发展改革管理事务中
心

业务员助理
上海市普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上海理工大学 67.98

10 周蕾 女 上海市普陀区社会保障卡服务中心 业务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本科 学士 大连交通大学 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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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慧珍 女 上海市普陀区科技创业中心
科技专项计划
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上海新能源行业协会 81.12

12 江浩然 男 上海市普陀区科技创业中心
科技平台园区
服务

上海市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本科 学士 长春大学 77.36

13 张丽萍 女 上海市普陀区科技创业中心
科技平台园区
服务

上海市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华东理工大学 77.22

14 顾婷婷 女 上海市普陀区救助管理站 救助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本科 学士
上海甘泉路街道社区工
作者事务所

78.74

15 马琳熠 女
上海市普陀区社会福利企业管理中
心

助理会计师 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本科 学士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
学院

82.64

16 方圆 女 上海市普陀区婚姻收养登记中心 婚姻登记员 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本科 学士
上海中智普陀人力资源
有限公司

82.98

17 汤智腾 男 上海市普陀区就业促进中心 职业培训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本科 学士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
师三十七团（西部计划
志愿者）

75.14

18 潘璐诚 男 上海市普陀区就业促进中心 职业指导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本科 学士 待业 82.32

19 许丰 男 上海市普陀区就业促进中心 开业指导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本科 学士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80.12

20 肖璐璐 女 上海市普陀区就业促进中心 办公室文员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本科 学士 中央民族大学 75.14

21 李沈妍 女 上海市普陀区就业促进中心 资源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本科 学士 上海海洋大学 67.30

22 季天洁 女
上海市普陀区机关事业单位福利中
心

人事福利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本科 学士 上海海洋大学 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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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周杰 女
上海市普陀区机关事业单位福利中
心

综合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待业 84.22

24 王怡之 女 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土地设计所 城市规划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

本科 学士
上海蓝海人力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

74.34

25 葛小榕 女 上海市普陀区土地发展中心 土地收储
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上海建工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75.08

26 吴楠 女
上海市普陀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
务中心

咨询
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

本科 学士 待业 79.50

27 仇露 女
上海市普陀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
务中心

综合受理
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上海政法学院 74.54

28 缪家兰 女
上海市普陀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
务中心

综合受理
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

本科 学士 上海杉达学院 68.48

29 濮晨逸 男
上海市普陀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
务中心

综合受理
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

本科 学士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80.16

30 吴佳栋 男 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监测站 现场监测 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大学 69.84

31 董沛诗 女 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监测站 出纳 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张庙街道办事处

78.90

32 吴鋆澄 男 上海市普陀区市政管理中心
网格化信息处
理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
会

本科 学士
上海市南翔镇社区工作
者事务所

79.74

33 陈懿来 女 上海市普陀区市政管理中心 工程项目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
会

本科 学士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71.76

34 成俊彦 男 上海市普陀区市政管理中心 工程项目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
会

本科 学士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6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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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廖英诚 女 上海市普陀区建筑业管理中心 安全监督主监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
会

本科 学士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75.16

36 邹凌昆 男 上海市普陀区建筑业管理中心 安全监督主监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
会

本科 学士
上海强德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84.14

37 周昭蕾 女 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少儿图书流通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
济人文学院

79.66

38 吴婵滢 女
刘海粟美术馆分馆（上海市普陀区
美术馆）

展览策划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 本科 学士
亿百媒会展（上海）有
限公司

75.56

39 高元倩 女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医务科科员
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中医药发展办
公室）

本科 学士
上海广源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

75.70

40 戈劲松 男
上海市普陀区爱国卫生服务站（上
海市普陀区健康促进指导站）

办公室综合秘
书

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中医药发展办
公室）

本科 学士 上海建桥学院 66.72

41 曹艺如 女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
心

助理工程师 上海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 本科 学士 上海电力大学 74.34

42 高云 女
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中心（上海市普陀区城市运营管理
中心）

协调指挥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本科 学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
济人文学院

73.28

43 丁智烨 男
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中心（上海市普陀区城市运营管理
中心）

平台运维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大专 无
上海市中智普陀人才资
源有限公司

74.48

44 何伟仁 男
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中心（上海市普陀区城市运营管理
中心）

设备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本科 学士
迪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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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王润成 男
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中心（上海市普陀区城市运营管理
中心）

项目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本科 无 待业 74.50

46 王毅 男
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中心（上海市普陀区城市运营管理
中心）

热线督办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本科 学士
上海吉家人才服务有限
公司

74.78

47 储茜颖 女 上海市普陀区市容环境收费管理所 收费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71.22

48 钟一凡 男 上海市普陀区废弃物管理所 办公室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

本科 无
上海宝邦房地产经济事
务所

78.36

49 王易 女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环境事务管理中
心

助理会计师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

本科 学士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77.96

50 张婧 女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环境事务管理中
心

绿化建设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

硕士研究生 硕士
上海悉迅景观设计咨询
事务所（有限合伙）

78.70

51 许一帆 女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环境事务管理中
心

文秘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

本科 学士 上海杉达学院 74.22

52 蔡晓明 男 上海市普陀区房产管理中心
房屋征收（拆
迁）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
管理局

大专 无 待业 78.34

53 高洁 女 上海市普陀区房地产交易中心 交易受理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
管理局

本科 无 待业 77.44

54 黄宇杰 男 上海市普陀区房产管理中心 物业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
管理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74.84

55 匡虹 女 上海市普陀区房产管理中心 行政事务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
管理局

硕士研究生 硕士 福建农林大学 7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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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韦燕杭 女 上海市普陀区房地产交易中心 交易受理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
管理局

本科 学士
上海潍坊新村街道社区
工作者事务所

77.72

57 徐兰兰 女 上海市普陀区房产管理中心
房地产市场管
理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
管理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72.18

58 朱旭妍 女 上海市普陀区房产管理中心 行政事务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
管理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71.34

59 刘海励 男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办事员 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本科 学士
上海创弘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76.76

60 王嘉欣 女 上海市普陀区金融服务中心 综合岗 上海市普陀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本科 学士 上海电机学院 75.24

61 顾佳 女 上海市普陀区职工援助服务中心 会计 上海市普陀区总工会 本科 无
上海甘泉路街道社区工
作者事务所

76.82

62 徐贝莹 女 上海市总工会沪西工人文化宫
培训部教务人
员

上海市普陀区总工会 本科 学士 上海戏剧学院 79.48

63 陈慧 女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上海市普陀区长寿
路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上海市普
陀区长寿路街道社会救助事务管理
所）

劳动保障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
街道办事处

本科 学士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77.92

64 张瑞申 男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上海市普陀区长寿
路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上海市普
陀区长寿路街道社会救助事务管理
所）

社会救助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
街道办事处

大专 无 待业 7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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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归嘉仪 女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路街道城市网格
化综合管理中心

房管办事处业
主委员会指导
专员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宜川路
街道办事处

本科 学士 待业 82.86

66 张艾雅 女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路街道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上海市普陀区宜川
路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上海市普
陀区宜川路街道社会救助事务管理
所）

社会救助事务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宜川路
街道办事处

本科 学士
上海宜川路街道社区工
作者事务所

83.52

67 叶琳 女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城市网格
化综合管理中心

物业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甘泉路
街道办事处

硕士研究生 硕士 待业 80.34

68 苏芸琪 女
上海市普陀区万里街道城市网格化
综合管理中心

综合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万里街
道办事处

本科 学士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75.70

69 陆瑜豪 男
上海市普陀区万里街道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

综合受理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万里街
道办事处

本科 学士 待业 75.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