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山东省公费师范生（定向济南市）竞岗选聘岗位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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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济南市历城第六中学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历史教师 历史学 1 88115030

2 济南市历城第六中学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音乐教师 音乐学 1 88115030

3 济南市历城区港沟中学 初中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1 88115030

4 济南市历城区郭店中学 初中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生物教师 生物科学 1 88115030

5 济南市历城区郭店中学 初中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数学教师 数学与应用数学 1 88115030

6 济南市历城区弘毅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地理教师 地理科学 1 88115030

7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二中学 初中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化学教师 化学 1 88115030

8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二中学 初中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美术教师 美术学 1 88115030

9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二中学 初中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体育教师 体育教育 1 88115030

10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中学 初中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地理教师 地理科学 1 88115030

11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中学 初中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美术教师 美术学 1 88115030

12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中学 初中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体育教师 体育教育 1 88115030

13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中学 初中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音乐教师 音乐学 1 88115030

14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中学 初中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1 88115030

15 济南市历城区里仁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思政教师 思想政治教育 1 88115030

16 济南市历城区里仁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物理教师 物理学 1 88115030

17 济南市历城区唐冶中学 初中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体育教师 体育教育 1 8811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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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济南市历城区唐冶中学 初中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音乐教师 音乐学 1 88115030

19 济南市历城区唐冶中学 初中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1 88115030

20 济南市历城区唐冶中学 初中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语文教师 汉语言文学 1 88115030

21 济南市历城区万象新天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化学教师 化学 1 88115030

22 济南市历城区万象新天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历史教师 历史学 1 88115030

23 济南市历城区万象新天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美术教师 美术学 1 88115030

24 济南市历城区万象新天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思政教师 思想政治教育 1 88115030

25 济南市历城区万象新天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体育教师 体育教育 1 88115030

26 济南市历城区万象新天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音乐教师 音乐学 1 88115030

27 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实验中学 初中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美术教师 美术学 1 88115030

28 济南市历城区祥泰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物理教师 物理学 1 88115030

29 济南市历城区虞山路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体育教师 体育教育 1 88115030

30 济南市历城区智轩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美术教师 美术学 1 88115030

31 济南市历城区智轩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生物教师 生物科学 1 88115030

32 济南市历城区智轩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数学教师 数学与应用数学 1 88115030

33 济南市历城区智轩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音乐教师 音乐学 1 88115030

34 济南市历城区智轩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语文教师 汉语言文学 1 8811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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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济南市长清区大学城实验小学 小学 公办 长清区教育和体育局 小学教师 小学教育 1 15098912118

36 济南市长清区第三实验小学 小学 公办 长清区教育和体育局 小学教师 小学教育 1 15864798456

37 济南市长清区玉麟小学 小学 公办 长清区教育和体育局 小学教师 小学教育 1 18264118789

38 章丘区道通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章丘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化学教师 化学 2 83230521

39 章丘区道通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章丘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1 83230521

40 章丘区道通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章丘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语文教师 汉语言文学 1 83230521

41 章丘区东山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章丘区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4 83230521

42 章丘区后营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章丘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地理教师 地理科学 1 83230521

43 章丘区后营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章丘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生物教师 生物科学 2 83230521

44 章丘区后营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章丘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数学教师 数学与应用数学 1 83230521

45 章丘区龙盘山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章丘区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3 83230521

46 章丘区诺德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章丘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物理教师 物理学 2 83230521

47 章丘区诺德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章丘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1 83230521

48 章丘区泉山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章丘区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3 83230521

49 章丘区桃花山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章丘区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5 83230521

50 济南市济阳区澄波湖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济阳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物理教师 物理学 1 58711790

51 济南市济阳区新元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济阳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物理教师 物理学 1 5966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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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济南市南山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南部山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2 13698630400

53 济南市南山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南部山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初中音乐教师 音乐学 1 13698630400

54 济南市南山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南部山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初中美术教师 美术学 2 13698630400

55 济南市南山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南部山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初中语文教师 汉语言文学 1 13698630400

56 济南市南山柳埠街道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南部山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2 13698630400

57 济南市南山柳埠街道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南部山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初中音乐教师 音乐学 1 13698630400

58 济南市南山西营街道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南部山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初中数学教师 数学与应用数学 1 13698630400

59 济南市南山西营街道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南部山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1 13698630400

60 济南市南山仲宫街道高而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南部山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2 13698630400

61 济南市南山仲宫街道锦绣川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南部山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1 13698630400

62 南部山区柳埠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南部山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1 13698630400

63 南部山区西营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南部山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1 13698630400

64 平阴县第二中学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体育教师 体育教育 1 83101609

65 平阴县第二中学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1 83101609

66 平阴县第二中学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语文教师 汉语言文学 1 83101609

67 平阴县第四中学 初中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数学教师 数学与应用数学 1 83101609

68 平阴县第四中学 初中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1 831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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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平阴县锦东小学 小学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小学教师 小学教育 1 83101609

70 平阴县锦东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4 83101609

71 平阴县锦水街道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3 83101609

72 平阴县龙山小学 小学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小学教师 小学教育 2 83101609

73 平阴县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数学教师 数学与应用数学 1 83101609

74 平阴县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音乐教师 音乐学 1 83101609

75 平阴县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语文教师 汉语言文学 1 83101609

76 平阴县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小学教师 小学教育 2 83101609

77 平阴县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5 83101609

78 平阴县实验中学 初中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美术教师 美术学 1 83101609

79 平阴县实验中学 初中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1 83101609

80 平阴县榆山街道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4 83101609

81 平阴县榆山小学 小学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小学教师 小学教育 1 83101609

82 平阴县云翠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4 83101609

83 商河县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商河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历史教师 历史学 1 84874730

84 商河县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商河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美术教师 美术学 1 84874730

85 商河县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商河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生物教师 生物科学 1 8487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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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商河县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商河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物理教师 物理学 1 84874730

87 商河县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商河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1 84874730

88 商河县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商河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语文教师 汉语言文学 1 84874730

89 商河县第二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商河县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2 84874730

90 商河县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商河县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3 84874730

91 商河县新航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商河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地理教师 地理科学 1 84874730

92 商河县新航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商河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化学教师 化学 1 84874730

93 商河县新航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商河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数学教师 数学与应用数学 1 84874730

94 商河县新航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商河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音乐教师 音乐学 1 84874730

95 商河县新航实验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商河县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2 84874730

96 济南市历城区智轩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思政教师 思想政治教育 1 88115030
全日制研究

生岗位

97 济南市历城区智轩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1 88115030
全日制研究

生岗位

98 济南市历城区仁轩小学 小学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小学教师 小学教育 1 88115030
全日制研究

生岗位

99 济南市历城区义轩小学 小学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小学教师 小学教育 1 88115030
全日制研究

生岗位

100 济南市历城区礼轩小学 小学 公办 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小学教师 小学教育 1 88115030
全日制研究

生岗位

101 济南市莱芜陈毅中学 初中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化学教师 化学 1 15106342188

102 济南市莱芜陈毅中学 初中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历史教师 历史学 1 1510634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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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济南市莱芜陈毅中学 初中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1 15106342188

104 济南市莱芜区花园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化学教师 化学 1 13865452656

105 济南市莱芜区花园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生物教师 生物科学 1 13865452656

106 济南市莱芜区花园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数学教师 数学与应用数学 1 13865452656

107 济南市莱芜区花园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语文教师 汉语言文学 1 13865452656

108 济南市莱芜区莲河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生物教师 生物科学 1 13516345895

109 济南市莱芜区胜利中学 初中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地理教师 地理科学 1 13963408688

110 济南市莱芜区胜利中学 初中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历史教师 历史学 1 13963408688

111 济南市莱芜区胜利中学 初中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物理教师 物理学 1 13963408688

112 济南市莱芜区胜利中学 初中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1 13963408688

113 济南市莱芜区汶源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地理教师 地理科学 1 18863488007

114 济南市莱芜区汶源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计算机教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 18863488007

115 济南市莱芜区汶源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物理教师 物理学 1 18863488007

116 济南市莱芜区汶源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语文教师 汉语言文学 1 18863488007

117 济南市莱芜区鹏泉街道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1 15863400919

118 济南市莱芜区高庄街道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1 13563408344

119 济南市莱芜区张家洼街道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1 1356347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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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济南市莱芜区口镇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1 13326346390

121 济南市莱芜区方下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1 13561701549

122 济南市莱芜区羊里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1 13656341688

123 济南市莱芜区雪野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1 13563460566

124 济南市钢城区里辛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钢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语文教师 汉语言文学 1 75875721

125 济南市钢城区里辛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钢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物理教师 物理学 1 75875721

126 济南市钢城区里辛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钢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音乐教师 音乐学 1 75875721

127 济南市钢城区里辛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钢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美术教师 美术学 1 75875721

128 济南市钢城区里辛棋苑学校 九年一贯制 公办 钢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音乐教师 音乐学 1 75875721

129 济南市钢城区艾山第二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钢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数学教师 数学与应用数学 1 75875721

130 济南市钢城区艾山第二初级中学 初中 公办 钢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初中英语教师 英语 1 75875721

131 济南市钢城区艾山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公办 钢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幼儿园教师 学前教育 3 7587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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