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夏州2018年单列招录、普通招录选调生拟录用人员名单

招录计划招录计划招录计划招录计划16161616名名名名，，，，拟录人数拟录人数拟录人数拟录人数16161616名名名名

1、单列招录兰州大学应届毕业生：招录计划1名，拟录人数1名

名次 姓名 准考证号 申论 行测 笔试成绩 面试成绩 总成绩 报考市州 性别 民族
政治
面貌

学历 毕业院校及专业

1 喜娟 01620102816 58.5 55.2 113.7 89.8 70.03 临夏州 女 回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兰州大学农业经济管理

2、普通招录应届毕业研究生：招录计划6名，拟录人数6名

名次 姓名 准考证号 申论 行测 笔试成绩 面试成绩 总成绩 报考市州 性别 民族
政治
面貌

学历 毕业院校及专业

1 陈诚 02620104928 57.5 64 121.5 90 72.45 临夏州 女 汉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西北师范大学动物学

2 祁玉源 02620104929 65 50.4 115.4 89.8 70.54 临夏州 男 汉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甘肃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

3 陈海龙 02620105003 60.5 55.2 115.7 87.6 69.75 临夏州 男 东乡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北京工业大学土木工程

4 马贤 02620104718 52.5 56.8 109.3 91.4 69.35 临夏州 男 回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

5 马晓磊 02620104919 58 55.2 113.2 88.4 69.32 临夏州 男 东乡
预备
党员

研究生 西南大学公共政策

6 桑小璐 02620104829 58 47.2 105.2 91.2 68.04 临夏州 女 汉
中共
党员

研究生 西北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



3、普通招录应届毕业本科生：招录计划5名，拟录人数5名

名次 姓名 准考证号 申论 行测 笔试成绩 面试成绩 总成绩 报考市州 性别 民族
政治
面貌

学历 毕业院校及专业

1 陕蕊 03620104721 57.5 61.6 119.1 89.6 71.57 临夏州 女 回
中共
党员

本科 甘肃农业大学财务管理

2 马维海 03620104921 56.5 62.4 118.9 88.4 71.03 临夏州 男 回
预备
党员

本科 兰州交通大学自动化

3 马璟雯 03620104925 61 52.8 113.8 91.8 70.86 临夏州 女 回
中共
党员

本科 西北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

4 张小燕 03620105002 61 58.4 119.4 86.4 70.38 临夏州 女 东乡
预备
党员

本科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

5 马汝蔷 03620104730 52 59.2 111.2 92.2 70.24 临夏州 女 东乡
预备
党员

本科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

4、普通招录大学生村官：招录计划4名，拟录人数4名

名次 姓名 准考证号 申论 行测 基层 笔试成绩 面试成绩 总成绩 性别 民族
政治
面貌

学历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1 张洁 04620107330 58.5 60.8 67.9 187.2 86.6 72.08 女 汉
中共
党员

本科 永靖县川城镇下岭村副主任

2 马志强 04620107320 53 51.2 61.1 165.3 91.2 69.54 男 回
中共
党员

本科 康乐县草滩乡拉麻山村书记助理

3 胡一林 04620107321 58 53.6 56.5 168.1 88.6 69.06 男 汉
中共
党员

本科 康乐县八松乡南山村主任助理

4 黄万晶 04620107403 56 47.2 67.5 170.7 87 68.94 女 汉
中共
党员

本科 临夏县民主乡孙家坪村党支部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