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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邵宇超 男 上海市普陀区新闻宣传中心 摄像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宣传部 大专 待业 78.92 

2 王雨思 女 上海市普陀区新闻宣传中心 摄像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宣传部 本科 学士 上海普陀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72.19 

3 吴思思 女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员会党校（上海市普陀区
行政学院）

资产管理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员会 本科 硕士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分行 73.75 

4 唐敏婕 女 上海市总工会沪西工人文化宫 会计 上海市普陀区总工会 本科 上海金山区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74.33 

5 沈俊哲 男 沪西工人文化宫体育中心 出纳 上海市普陀区总工会 大专 上海市总工会沪西工人影剧院 70.80 

6 赵晔炫 男 上海市普陀区职工援助服务中心 互助保障 上海市普陀区总工会 本科 上海普工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72.21 

7 宋佳凌 男 上海市普陀区职工援助服务中心 帮困援助 上海市普陀区总工会 本科 上海普工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74.08 

8 杨淑敏 女 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 网格监督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本科 学士 上海普陀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69.68 

9 卢艳 女 上海市普陀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 网格化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本科 上海吉家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71.69 

10 马玉芸 女 上海市普陀区行政服务中心 信息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本科 上海品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4.64 

11 奚佳琳 女 上海市普陀区行政服务中心 信息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本科 上海普陀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71.35 

12 王佳妮 女 上海市普陀区行政服务中心 信息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本科 上海昱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71.15 

13 蒋梦纤 女 上海市普陀区行政服务中心 审批业务员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大专 上海航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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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武宗燕 女 上海市普陀区政府门户网站管理中心 网站编辑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本科 学士 上海均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78.55 

15 虞佳毅 女 上海市普陀区政府门户网站管理中心 网站编辑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本科 学士 上海浩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78.53 

16 包晓雪 女 上海市普陀区政府门户网站管理中心 网站编辑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本科 学士 上海枭雁电器有限公司 75.91 

17 封叶 女 上海市普陀区行政事业单位会计记帐中心 财务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
理局

本科 学士 上海雇员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74.25 

18 郭忆梅 女 上海市普陀区价格认证中心 价格认定员 上海市普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本科 普陀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76.05 

19 李仕强 男 上海市普陀区价格认证中心 价格认定员助理 上海市普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大专 上海浦东公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69.04 

20 王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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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纺织工业技术监督所 74.29 

21 孔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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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进步部文员 上海市普陀区商务委员会 本科 学士 璐玛光电（中国）有限公司 72.68 

22 陈沁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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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国际商务师 上海市普陀区商务委员会 本科 学士 上海天籁建设 72.25 

23 金言 女 上海市普陀区业余大学 机房/网络管理（多媒体）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新壹步洛（上海）文化发展公司 71.76 

24 顾轶婷 女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出纳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上海市嘉定区疁城实验学校 64.91 

25 严文婷 女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财产保管员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埃森哲信息技术（大连）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65.47 

26 周晓芸 女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新村幼儿园 财产保管员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7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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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赖懿娟 女 上海市普陀区管弄新村幼儿园 出纳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待业 69.51 

28 黄珏琳 女 上海市普陀区长风二村幼儿园 财产保管员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长城保险经济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71.03 

29 沈俪嘉 女 上海市北海中学 卫生保健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上海正元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77.49 

30 侯宝琴 女 上海市普陀区小铃铛幼儿园 财产保管员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平安银行上海分行 74.07 

31 唐韵 女 上海市普陀区金月亮幼儿园 卫生保健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上海普陀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4.39 

32 方妮 女 上海市普陀区学校会计结算服务中心 会计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上海昱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0.80 

33 蒋莹 女 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 卫生保健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待业 71.76 

34 汪惠婷 女 上海市普陀区新普陀小学 教务员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上海华长贸易有限公司 72.96 

35 顾岸逸 男 上海市江宁学校 财产保管员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学士 真如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5.16 

36 沈剑 男 上海市江宁学校 实验员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学士 上海明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1.20 

37 郑智尹 女 上海市普陀区大风车幼儿园 出纳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普陀区园林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76.12 

38 秦瑶 女 上海市普陀区绿洲幼儿园 机房/网络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待业 74.71 

39 姜倩赟 女 上海市普陀区绿洲幼儿园 教务员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曹杨新村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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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秦雅雯 女 上海市普陀区恒力锦沧幼儿园 财产保管员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上海驼岭园林雕塑工程有限公司 73.59 

41 王世磊 女 上海市文达学校 教务员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普陀人才派遣责任有限公司 78.51 

42 施彤 女 上海市普陀区汇丽幼儿园 出纳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格里菲（北京）旅游咨询有限公司 70.59 

43 郑宁潮 男 上海市普陀区四季艺术幼儿园 档案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 本科 沪东重机有限公司 68.55 

44 宋宇尧 男 上海市普陀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科技政策咨询、科技项目申报服务 上海市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研究生 待业 79.40 

45 毛尔全 男 上海市普陀区信息中心 网络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本科 西雅衣家（上海）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75.27 

46 周袁蕊 女 上海市普陀区社会福利院 护师 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本科 上海同济医院 70.47 

47 姚中禾 男 上海市普陀区社会福利院 业务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大专 上海浦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76.16 

48 吴悦强 男 上海市普陀区社会福利院 后勤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大专 上海浦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74.77 

49 周晓莺 女 上海市普陀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宣传 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本科 学士 上海黄浦龙腾人才发展有限公司 75.32 

50 张娅娅 女 上海市普陀区老龄事业发展中心 权益保障科科员 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本科 上海普陀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6.57 

51 郭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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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 硕士 上海普陀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5.85 

52 马一倩 女 上海市普陀区婚姻收养登记中心 社工 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市徐汇区天平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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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王尚骏 男 上海市普陀区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 核对员 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本科 上海普陀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8.57 

54 赵旻怡 女 上海市普陀区就业促进中心 资金监管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上海市普陀区公务员局、上海
市普陀区医疗保险办公室）

本科 学士 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7.23 

55 王唯佳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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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公务员局、上海
市普陀区医疗保险办公室）

本科 上海溢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75.77 

56 范怡乐 女 上海市普陀区社会保障管理服务中心 财务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上海市普陀区公务员局、上海
市普陀区医疗保险办公室）

本科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大宁支行 71.88 

57 胡晓淳 女 上海市普陀区社会保障管理服务中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上海市普陀区公务员局、上海
市普陀区医疗保险办公室）

本科 嘉定区真新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4.37 

58 戚佩华 女
上海市普陀区人才服务中心（上海市普陀区人
才开发调节中心）

人才服务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上海市普陀区公务员局、上海
市普陀区医疗保险办公室）

本科 学士 硕达（上海）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80.69 

59 郭秋诗 女
上海市普陀区人才服务中心（上海市普陀区人
才开发调节中心）

人才服务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上海市普陀区公务员局、上海
市普陀区医疗保险办公室）

本科 学士 上海普陀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7.72 

60 尹雯 女 上海市普陀区建筑业管理中心 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管查处员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本科 学士 上海城测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77.71 

61 陈从周 男 上海市普陀区建筑业管理中心 建筑企业资质督查员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本科 硕士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75.81 

62 林懿婧 女 上海市普陀区建筑业管理中心 建筑企业资质督查员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本科 学士 上海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66.84 

63 刘刚 男
上海市普陀区河道管理所（上海市普陀区水政
管理所、上海市普陀区水资源办公室）

项目建设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研究生 硕士 昆山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77.11 

64 周业新 男
上海市普陀区河道管理所（上海市普陀区水政
管理所、上海市普陀区水资源办公室）

项目建设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本科 学士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74.03 

65 金玉婷 女
上海市普陀区河道管理所（上海市普陀区水政
管理所、上海市普陀区水资源办公室）

河道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本科 学士 上海电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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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倪骏 男 上海市普陀区市政管理中心 路政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本科 学士 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限公司 65.23 

67 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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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第六工程公司 70.09 

68 黄婉月 女 上海市普陀区市政水务工程建设中心 工程技术工程师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研究生 硕士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72.08 

69 章磊 男 上海市普陀区市政水务工程建设中心 项目工程师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本科 学士 广州市财贸建设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64.87 

70 徐玮 女 上海市普陀区土地发展中心 办公室 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卓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76.43 

71 钟莺 女 上海市普陀区土地发展中心 业务科 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本科 学士 待业 73.28 

72 苑广慧 女 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土地档案信息中心 档案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华驰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72.39 

73 宋智韵 女 上海市普陀区土地测绘所 测绘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本科 学士 上海蓝海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81.65 

74 沈彦哲 男 上海市普陀区土地测绘所 测绘员 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本科 学士 上海蓝海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71.31 

75 朱伊洁 女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馆 主持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 本科 学士 上海思远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70.23 

76 陈琦 女 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流通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 本科 学士 上海普陀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7.21 

77 周佳峰 女 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流通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 本科 学士 上海普陀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6.29 

78 马云翔 男 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流通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 本科 学士 上海普陀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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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朱志豪 男 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流通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 本科 长宁区虹桥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3.81 

80 殷莺 女 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流通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 本科 上海雇员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73.47 

81 马圣颖 女 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财务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 本科 学士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74.05 

82 孙洁 女 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参考咨询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 研究生 硕士 上海海品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76.21 

83 陈犁 女 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学前教育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 本科 学士 静安区常德书法幼儿园 77.43 

84 张嘉丽 女 上海市普陀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活动策划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嗨修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77.17 

85 陈磊 男 上海市普陀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网络维护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国际汽车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74.04 

86 王颖 女 上海市普陀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财务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 本科 学士 待业 74.37 

87 刘佳 男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文化馆 美术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 本科 学士 待业 73.49 

88 谈玉婷 女 刘海粟美术馆分馆（上海市普陀区美术馆） 公共教育拓展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 76.76 

89 万霞凤 女 刘海粟美术馆分馆（上海市普陀区美术馆） 办公室文员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 本科 学士 待业 77.57 

90 张玮奕 女 顾正红纪念馆 宣传教育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威超广告有限公司 74.53 

91 黄文玮 男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社会接待科科员
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

本科 普陀区中心医院 7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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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王雅君 女
上海市普陀区妇婴保健院（上海市普陀区妇女
儿童保健所）

宣传科科员
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

本科 学士 上海广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80.37 

93 柏桦 女 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 人事科科员
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

本科 学士 上海广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77.52 

94 顾烨颖 女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网络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

大专 上海浦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80.08 

95 吴雯雯 女 上海市普陀区国有企业服务和发展中心 企服中心管理工作人员
上海市普陀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本科 上海德美律师事务所 68.64 

96 芦文洁 女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游泳池 综合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体育局 本科 上海静安机动车检测维修有限公司 72.21 

97 胡昊源 男 上海市普陀体育馆 综合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体育局 本科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78.76 

98 陶吟超 男 上海市普陀体育中心 综合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体育局 本科 长风新村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3.67 

99 安娜 女 上海市普陀区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 训练干部 上海市普陀区体育局 本科 甘泉路街道黄陵居委会 72.48 

100 许文倩 女 上海市普陀区少年儿童业余游泳学校 训练干部 上海市普陀区体育局 本科 上海世纪联华超市发展有限公司 70.76 

101 顾欢欢 女 上海市普陀区废弃物管理所 财务会计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本科 学士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吴中路支行 78.99 

102 王燕卿 女 上海市普陀区废弃物管理所 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大专 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4.04 

103 蔡蓉 女 上海市普陀区公园管理所 出纳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广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75.97 

104 汪媚 女 上海市普陀区公园管理所 绿化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研究生 硕士 上海普陀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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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王陈琪 男 上海市普陀区公园管理所 公园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本科 学士 青浦区赵巷镇人民政府（三支一扶） 77.51 

106 施宏宁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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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翊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77.48 

107 刘超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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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专 上海鲁湾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76.57 

108 徐嘉祺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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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专 上海嘉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4.24 

109 钱安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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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专 宜川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2.49 

110 喻翎 女 上海市普陀区市容环境收费管理所 出纳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本科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 78.31 

111 赵玮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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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杨新村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9.43 

112 朱莹颖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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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77.91 

113 盛春晖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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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兰素史克日用保健品（中国）有限公司 77.16 

114 吴洁 女 上海市普陀区房产管理中心 市场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

本科 学士 上海普陀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9.71 

115 陈彬 男 上海市普陀区房产管理中心 市场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

本科 学士 桃浦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 75.35 

116 包蓓蕾 女 上海市普陀区房产管理中心 信息查阅受理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

本科 学士 九峰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78.44 

117 陈亦乐 女 上海市普陀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档案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

本科 上海臻如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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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徐文琦 男 上海市普陀区房地产交易中心 综合受理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

本科 普陀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72.32 

119 徐颖佳 女 上海市普陀区房地产交易中心 综合受理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

本科 上海浦西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67.12 

120 虞宙杨 男 上海市普陀区房地产测绘中心 助理权属调查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

本科 学士 外滩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2.93 

121 宋君蓓 女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中心 住房保障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徐汇园林发展有限公司 81.60 

122 李姗姗 女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中心 住房保障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

本科 学士 待业 79.44 

123 郭宇 男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中心 住房保障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

本科 学士 亚施德邦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75.15 

124 褚文懿 女 上海市普陀区住宅建设发展中心 计划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

本科 学士 上海游奇互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5.95 

125 曾闽洲 男 上海市普陀区住宅建设发展中心 投资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

本科 学士 待业 77.95 

126 张小龙 男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民防工程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本科 上海市和亭商贸有限公司 65.72 

127 朱印浩 男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所 民防工程技术员 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本科 上海市哈默纳科（上海）有限公司 73.43 

128 程瑜 女 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应急救援中心 教育馆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本科 学士 上海普陀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7.07 

129 王振华 女 上海市普陀区招商服务中心 招商引资工作人员 上海市普陀区投资促进办公室 本科 学士 阪东（上海）工业设备零售有限公司 75.05 

130 冯哲 男 上海市普陀区招商服务中心 招商引资工作人员 上海市普陀区投资促进办公室 本科 学士 上海南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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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朱惟奇 男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心 监管科监察员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大专 上海普陀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9.03 

132 刘金梅 女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心 监管科监察员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 77.17 

133 崔小敏 男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心 监管科监察员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研究生 硕士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71.99 

134 刘健炜 男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心 助理工程师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本科 江湾镇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2.27 

135 徐捷 男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心 助理工程师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本科 上海五钢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71.28 

136 杨佳一 女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心 监管科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本科 学士 上海市普建市政养护有限公司 77.64 

137 韦佳仲 男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心 监管科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本科 学士 上海电联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77.45 

138 沈侃 男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心 监管科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本科 学士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邮政物流分公司 76.75 

139 王雅梅 女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心 监管科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研究生 硕士 上海上期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76.68 

140 邓佳琦 女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心 监管科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本科 学士 曹杨新村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6.57 

141 杨晓晨 女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心 监管科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本科 上海普陀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5.32 

142 孟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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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寿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7.24 

143 唐歆 女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中心

房屋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寿路街道
办事处

本科 长寿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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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陈云彤 男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劳动保障事
务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社会救助事
务管理所）

综合受理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曹杨新村街
道办事处

大专 曹杨新村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3.21 

145 李斌 男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劳动保障事
务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社会救助事
务管理所）

综合受理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曹杨新村街
道办事处

本科 普陀区桃浦镇社工事务所 71.92 

146 黄赛文 女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综合事务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曹杨新村街
道办事处

本科 曹杨新村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4.32 

147 姜申豪 男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城市网格化综合管
理中心

社区综合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曹杨新村街
道办事处

大专 中国邮政集团上海分公司 74.36 

148 叶弘鑫 男

上海市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上海市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劳动保障事
务所、上海市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社会救助事
务管理所）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风新村街
道办事处

本科 中国兵工物资华东有限公司 74.19 

149 胡瞬骏 男

上海市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上海市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劳动保障事
务所、上海市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社会救助事
务管理所）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风新村街
道办事处

本科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72.97 

150 许丽娜 女

上海市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上海市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劳动保障事
务所、上海市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社会救助事
务管理所）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长风新村街
道办事处

本科 长风新村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2.93 

151 庄文韬 男
上海市普陀区长风新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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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新村街
道办事处

本科 长风新村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5.96 

152 郭宇阳 男
上海市普陀区长风新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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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新村街
道办事处

本科 万里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4.44 

153 史瑞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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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宜川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3.15 

154 陈珍珠 女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路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专职党群工作者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宜川路街道
办事处

本科 学士 宜川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5.85 

155 方旭卿 男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路街道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中心

绿化市容专职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宜川路街道
办事处

本科 上海宜川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67.48 

156 金文静 女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路街道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中心

房管办事处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宜川路街道
办事处

本科 上海宜川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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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徐洁婷 女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上海市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路街道社会救助事务管理
所）

卡办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甘泉路街道
办事处

大专 甘泉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2.48 

158 赵惟烨 女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路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党员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甘泉路街道
办事处

本科 黄浦区小东门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6.40 

159 王瓅 男
上海市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中心

绿化市容管理员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甘泉路街道
办事处

大专 甘泉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69.80 

160 沈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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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 甘泉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3.53 

161 朱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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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 石泉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2.60 

162 孙郁 女
上海市普陀区石泉路街道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中心

绿化市容工作人员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
办事处

本科 学士 上海市普陀商业（集团）公司 76.05 

163 朱慧瑛 女
上海市普陀区石泉路街道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中心

房管办工作人员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石泉路街道
办事处

本科 学士 石泉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4.37 

164 王雯培 女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社区党建指导员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真如镇街道
办事处

本科 上海吉家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77.35 

165 蒋孝民 男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街道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中心

房管专管员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真如镇街道
办事处

本科 真如镇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6.47 

166 王婷 女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街道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中心

房管专管员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真如镇街道
办事处

本科 真如镇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3.73 

167 钱志立 男 上海市普陀区万里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窗口服务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万里街道办
事处

本科 学士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光新路支行 78.16 

168 陆琦敏 男 上海市普陀区万里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窗口服务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万里街道办
事处

本科 学士 上海耀能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76.64 

169 杜文喆 男
上海市普陀区万里街道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
心

城市网格巡查员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万里街道办
事处

研究生 硕士 上海异瀚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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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蔡祎 女
上海市普陀区万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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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街道办
事处

本科 学士 万里街道社工事务所 75.32 

171 雷鸣 男
上海市普陀区万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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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街道办
事处

本科 学士 嘉定工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74.24 

172 朱祎祯 女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财政所 财务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人民政府 本科 学士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玉支行 69.72 

173 潘仁超 女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财政所 资产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人民政府 本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69.24 

174 归家欢 男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劳动保障事务所、上海
市普陀区长征镇社会救助事务管理所）

社区服务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人民政府 本科 长征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0.84 

175 侯蓓蓓 女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 文员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人民政府 本科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72.68 

176 王瑾 女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劳动保障事务所、上海
市普陀区桃浦镇社会救助事务管理所）

前台综合受理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 本科 优时吉博罗管理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72.84 

177 沈琼 女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劳动保障事务所、上海
市普陀区桃浦镇社会救助事务管理所）

前台综合受理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 本科 普陀区桃浦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69.35 

178 魏文妍 女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社区党建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 本科 学士 桃浦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5.33 

179 陈屹磊 女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 网格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 本科 学士 真如镇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69.79 

180 姚旖旎 女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 房屋管理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人民政府 本科 普陀区桃浦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7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