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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龙岗区和美外国语小学 LG202004C01 小学语文教师 下午

2 龙岗区和美外国语小学 LG202004C02 小学数学教师 下午

3 龙岗区和美外国语小学 LG202004C03 小学英语教师 下午

4 龙岗区和美外国语小学 LG202004C04 小学体育教师 下午

5 龙岗区南湾实验小学 LG202004C05 小学语文教师 上午

6 龙岗区南湾实验小学 LG202004C06 小学数学教师 下午

7 龙岗区南湾实验小学 LG202004C07 小学英语教师 下午

8 龙岗区南湾实验小学 LG202004C08 小学体育教师 下午

9 龙岗区南湾实验小学 LG202004C09 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下午

10 龙岗区南湾实验小学 LG202004C10 小学心理教师 下午

11 龙岗区平湖第二实验学校 LG202004C11 中小学语文教师 上午

12 龙岗区平湖第二实验学校 LG202004C12 中小学数学教师 上午

13 龙岗区平湖第二实验学校 LG202004C13 中小学英语教师 下午

14 龙岗区平湖第二实验学校 LG202004C14 中小学物理教师 下午

15 龙岗区平湖第二实验学校 LG202004C15 中学政治(道德与法治)教师 下午

16 龙岗区平湖第二实验学校 LG202004C16 中小学体育教师 下午

17 龙岗区平湖第二实验学校 LG202004C17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下午

18 龙岗区平湖第二实验学校 LG202004C18 中小学心理教师 下午

19 龙岗区守真小学 LG202004C19 小学语文教师 上午

20 龙岗区守真小学 LG202004C20 小学数学教师 上午

21 龙岗区守真小学 LG202004C21 小学英语教师 上午

22 龙岗区守真小学 LG202004C22 小学体育教师 上午

23 龙岗区悦澜山实验小学 LG202004C23 小学语文教师 下午

24 龙岗区悦澜山实验小学 LG202004C24 小学数学教师 下午

25 龙岗区悦澜山实验小学 LG202004C25 小学英语教师 下午

26 龙岗区悦澜山实验小学 LG202004C26 小学体育教师 下午

27 龙岗区福安学校 LG202004C27 中学语文教师 下午

28 龙岗区福安学校 LG202004C28 中学物理教师 下午

29 龙岗区福安学校 LG202004C29 中学政治(道德与法治)教师 下午

30 龙岗区依山郡小学 LG202004C30 小学语文教师 上午

31 龙岗区依山郡小学 LG202004C31 小学数学教师 上午

32 龙岗区布吉街道木棉湾学校 LG202004C32 中小学语文教师 上午

33 龙岗区布吉街道木棉湾学校 LG202004C33 中小学数学教师 下午

34 龙岗区布吉街道木棉湾学校 LG202004C34 中小学英语教师 下午

35 龙岗区布吉街道木棉湾学校 LG202004C35 中学政治(道德与法治)教师 下午

36 龙岗区布吉街道木棉湾学校 LG202004C36 中学历史教师 下午

37 龙岗区布吉街道木棉湾学校 LG202004C37 中小学体育教师 下午

38 龙岗区布吉街道木棉湾学校 LG202004C38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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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龙岗区平湖中学 LG202004C39 中学语文教师 上午

40 龙岗区平湖中学 LG202004C40 中学数学教师 上午

41 龙岗区平湖中学 LG202004C41 中学物理教师 下午

42 龙岗区平湖中学 LG202004C42 中学政治(道德与法治)教师 下午

43 龙岗区平湖中学 LG202004C43 中学历史教师 下午

44 龙岗区平湖中学 LG202004C44 中学体育教师 下午

45 龙岗区平湖中学 LG202004C45 中学心理教师 下午

46 龙岗区龙岗街道同乐主力学校 LG202004C46 中学语文教师 上午

47 龙岗区龙岗街道同乐主力学校 LG202004C47 中学数学教师 上午

48 龙岗区龙岗街道同乐主力学校 LG202004C48 中学英语教师 上午

49 龙岗区龙岗街道同乐主力学校 LG202004C49 中学物理教师 上午

50 龙岗区龙岗街道同乐主力学校 LG202004C50 中学历史教师 上午

51 龙岗区龙岗街道同乐主力学校 LG202004C51 中学体育教师 上午

52 龙岗区布吉文景小学 LG202004C52 小学语文教师 下午

53 龙岗区布吉文景小学 LG202004C53 小学数学教师 下午

54 龙岗区布吉文景小学 LG202004C54 小学科学教师 下午

55 龙岗区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坂田学校 LG202004C55 小学语文教师 上午

56 龙岗区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坂田学校 LG202004C56 小学数学教师 上午

57 龙岗区横岗中学 LG202004C57 中学政治(道德与法治)教师 上午

58 龙岗区横岗中学 LG202004C58 小学语文教师 上午

59 龙岗区横岗中学 LG202004C59 小学科学教师 上午

60 龙岗区甘李学校 LG202004C60 中学历史教师 上午

61 龙岗区甘李学校 LG202004C61 小学语文教师 上午

62 龙岗区甘李学校 LG202004C62 小学英语教师 上午

63 龙岗区平湖街道中心小学 LG202004C63 小学语文教师 上午

64 龙岗区平湖街道中心小学 LG202004C64 小学数学教师 上午

65 龙岗区平湖街道中心小学 LG202004C65 小学英语教师 上午

66 龙岗区平湖街道中心小学 LG202004C66 小学体育教师 上午

67 龙岗区平湖凤凰山小学 LG202004C67 小学语文教师 上午

68 龙岗区平湖凤凰山小学 LG202004C68 小学数学教师 上午

69 龙岗区南湾沙塘布学校 LG202004C69 中学政治(道德与法治)教师 上午

70 龙岗区龙城天成学校 LG202004C70 中学政治(道德与法治)教师 上午

71 龙岗区同心实验学校 LG202004C71 中学物理教师 下午

72 龙岗区同心实验学校 LG202004C72 中学历史教师 下午

73 龙岗区同心实验学校 LG202004C73 小学语文教师 下午

74 龙岗区同心实验学校 LG202004C74 小学数学教师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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