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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洞乡 王显琴 女 广元市朝天区鱼洞乡人民政府 2016-07-15 党政办 未考核 优秀 优秀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2016-06 本科 4 待区县复审

羊木镇 向国华 女 广元市朝天区羊木镇人民政府 2016-10-24 扶贫办 称职 称职 称职 四川轻化工大学 2016-06 本科 2 待区县复审

临溪乡 王华 女 广元市朝天区临溪乡人民政府 2012-11-29 党政办、财政所 称职 称职 称职 西昌学院 2012-07 本科 4 待区县复审

羊木镇 何菊 女 广元市朝天区羊木中心卫生院 2009-08-01 护理 称职 称职 称职 川北医学院 2009-07 专科 2 待区县复审

大滩镇 姚婧 女 广元市朝天区统计局（大滩片区统计督导室） 2017-10-27 片区统计督导室 优秀 优秀 称职 四川师范大学 2015-06 本科 2 待区县复审

曾家镇 陆娟 女 广元市朝天区曾家镇小学 2011-09-07 教师 称职 称职 称职 四川师范大学 2011-06 本科 4 待区县复审

宣河乡 孙亚萍 女 广元市朝天区宣河乡人民政府 2015-07-20 天台村主任助理 未考核 优秀 优秀 四川师范大学 2015-06 本科 4 待区县复审

沙河镇 袁铭 男 广元市朝天区沙河镇人民政府 2015-07-05 罗圈岩村主任助理 称职 优秀 优秀 四川师范大学 2015-06 本科 4 待区县复审

宣河乡 刘柏宏 男 广元市朝天区宣河镇人民政府 2015-09-14 脱贫办 优秀 称职 称职 四川师范大学 2015-06 本科 4 待区县复审

两河口乡 冯小兰 女 广元市朝天区两河口乡小学 2016-09-01 教师 称职 称职 称职 四川文理学院 2010-06 专科 3 待区县复审

宣河乡 严聆之 女 广元市朝天区宣河小学 2018-08-28 教师 称职 称职 称职 乐山师范学院 2016-06 专科 3 待区县复审

汪家乡 向秋萍 女 广元市朝天区李家镇人民政府 2016-09-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 称职 称职 称职 成都工业学院 2016-06 专科 3 待区县复审

宣河乡 李静 女 广元市朝天区宣河镇人民政府 2016-08-01 党政办 称职 称职 称职 成都工业学院 2016-06 专科 3 待区县复审

大滩镇 雍泗海 男 广元市朝天区大滩镇人民政府 2016-07-30 党政办 称职 称职 称职 成都东软学院 2016-06 专科 3 待区县复审

中子镇 赵悦 女 广元市朝天区中子镇人民政府 2015-09-01 人社所 称职 优秀 优秀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15-06 专科 3 待区县复审

羊木镇 彭雨嘉 女 广元市朝天区羊木镇小学 2018-08-31 教师 称职 称职 称职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2016-06 专科 3 待区县复审

曾家镇 何敬飞 男 广元市朝天区曾家镇人民政府 2012-07-11 明阳村主任助理 称职 称职 称职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2012-06 本科 4 待区县复审

大滩镇 王朝洋 男 广元市朝天区大滩镇人民政府 2015-07-15 党政办 称职 称职 称职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2015-06 专科 3 待区县复审

中子镇 王潞 女 广元市朝天区中子镇人民政府 2016-07-15 党政办 优秀 优秀 优秀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16-07 专科 3 待区县复审

青林乡 赵冰清 女 广元市朝天区青林乡人民政府 2018-09-01 综治办 称职 优秀 优秀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2016-06 专科 3 待区县复审

陈家乡 胡桂英 女 广元市朝天区陈家乡人民政府 2016-07-15 党政办 称职 优秀 优秀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2016-07 专科 3 待区县复审

沙河镇 李珊珊 女 广元市朝天区沙河镇人民政府 2014-07-29 综合管理 称职 称职 称职 成都师范学院 2014-06 专科 3 待区县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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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天区2020年四川省属普通高校毕业生边远基层就业学费奖补申请名单审核公示
朝天区2020年四川省属普通高校毕业生边远基层就业学费奖补县区初审工作已经结束，现就初审名单公示于后，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如有不实信息，欢迎广大知情者举报。
举报联系电话：0839-8621317
                                                                                                                        公示时间：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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