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巴中市2022年上半年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
（参照管理工作人员）进入面试资格审查人员名单

（职位排序按姓氏笔画为序）

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巴中市档案馆信息技术科档
案信息化管理

杜婧

26113001

3051130201105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杨蔓 3051130200105

陈思源 3051130201113

中共巴中市委巴中市人民政
府接待办公室接待一科公共
服务

杜敏

26113002

3051130201102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李林骏 3051130200920

郑雪 3051130201020

巴中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广播电视科（媒体融合发
展科）广播电视管理

王魏

26113003

3051130200801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邬云凤 3051130200116

李慧 3051130200622

巴中市普查中心普查中心统
计

兰可馨

26113004

3051130200620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刘钰 3051130200303

何姗珊 3051130200516

巴州区信访局综合管理

马露

26213008

3051130401108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罗娟 3051130303412

曾一洲 3051130602728

巴州区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综合管理

吴玉岑

26213009

3051130504504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陈幸 3051130400314

熊雨婷 3051130400507

巴州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
管理委员会综合管理

刘远鹏

26213010

3051130303222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杨佳琪 3051130400902

胡玺维 3051130601630

巴州区鼎山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万旭

26213015

3051130602505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王煜萍 3051130504905

李雨洛 305113040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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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巴州区凤溪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杨鹏

26213016

3051130203507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何夫 3051130300306

罗佳 3051130305427

中共巴中市恩阳区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一工作委员会综合

管理

邓九月

26213017

3051130603007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刘鹏 3051130505114

李林梅 3051130601711

杨思民 3051130602806

袁晓艺 3051130301205

谯佳 3051130406615

恩阳区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
助

王力

26213022

3051130301602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邓梓烨 3051130307023

张昌龙 3051130400621

恩阳区农经站农经管理

张佳运

26213023

3051130202925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张洪铭 3051130400703

周涛 3051130404710

恩阳区农经站农经管理

马源文

26213024

3051130401303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向晓 3051130300421

杨明俊 3051130503328

杨霞 3051130306001

何盼 3051130308221

何密 3051130202428

恩阳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园区
建设

王欢

26213025

3051130305417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张淳彦 3051130304610

张皓铭 3051130500906

恩阳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财务

任治霖

26213026

3051130404810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杨琴 3051130306011

郭子琦 3051130307017

恩阳区就业服务管理局人力
资源

许丽娟

26213027

3051130301513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李乐乐 3051130400508

徐宁 305113060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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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恩阳区登科街道办事处公文
写作

刘佳怡

26213028

3051130404408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余娜 3051130401404

苟膑心 3051130305016

恩阳区文治街道办事处综合

管理

田淮中

26213029

3051130403417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4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杜庆 3051130304117

陈紫钰 3051130302914

高萍 3051130500313

恩阳区柳林镇人民政府基层
治理专员

朱柏瑞

26213030

3051130307730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吴娜 3051130601122

陈锦秋 3051130601025

恩阳区柳林镇人民政府文秘

方崇宇

26213031

3051130307721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冯志 3051130401308

苟波 3051130305127

恩阳区玉山镇人民政府文秘

秦强

26213032

3051130401521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雷政 3051130402829

廖伟 3051130604022

恩阳区玉山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陈亮

26213033

3051130306013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黄什芮 3051130501930

魏亚星 3051130400513

恩阳区渔溪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石李平

26213034

305113040221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周麒源 3051130400307

彭义埔 3051130401815

恩阳区花丛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李佳星

26213035

3051130503923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杨洪 3051130502510

谭鑫 3051130403301

恩阳区尹家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邓伟雄

26213036

3051130202825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张芝林 3051130303719

陈含笑 3051130300212

谯丁夫 3051130404510

谯为先 305113030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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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恩阳区尹家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樊宗全 26213036 3051130306211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中共南江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宣传工作

冉利

26213037

3051130302227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陈怡 3051130302619

符峰 3051130203427

中共南江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网络管理

刘贤承

26213038

3051130604721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陈博览 3051130300929

董江林 3051130304103

中共南江县纪委监委驻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纪检监察组
审查调查

向东南

26213039

3051130306321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辛琳 3051130305803

饶亚君 3051130203002

中共南江县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文秘写作

王娜

26213040

3051130500709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张明珠 3051130303505

张桓 3051130501019

南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综
合管理

马名杨

26213041

3051130604008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王凤 3051130203506

杨敏 3051130600310

吴馨蕊 3051130201814

何涛 3051130202429

徐云霄 3051130303217

南江县统计局综合管理

任方琦

26213043

3051130302219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李冰洁 3051130603112

张磊 3051130304803

唐菁 3051130203329

彭风云 3051130405610

喻思萍 3051130401319

南江县普查中心国情国力调
查

刘深

26213044

3051130602501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杨恬 3051130500507

常渊 30511303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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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南江县财政局财务管理

田倩文

26213049

3051130308429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冉喻 3051130504006

杨丰宁 3051130501613

吴诗帆 3051130302007

张美琦 3051130501807

熊筱 3051130404901

南江县财政国库支付中心财
务管理

刘洪滟

26213050

3051130202430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李劲松 3051130307723

李理想 3051130605006

杨延鑫 3051130304910

张瑾 3051130602926

苟真源 3051130504904

侯江林 3051130502603

董大敏 3051130307702

谢季宸 3051130405203

南江县财政票据管理中心财
务管理

任柿蓉

26213051

3051130406917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李海 3051130401122

肖岚 3051130305726

宋烬汝 3051130203303

张馨月 3051130201428

徐海菱 3051130402401

南江县卫生健康局综合管理

张越

26213053

3051130403108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蒋润润 3051130401401

程韵霏 3051130303117

南江县卫生健康局综合管理

何悦

26213054

3051130305325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胡兰兰 3051130201706

崔瑜 3051130202301

南江县计划生育协会综合管
理

王蛟

26213055

3051130203630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张宸瑞 3051130406215

岳仕勇 305113030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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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南江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
理站综合管理

王亚东

26213061

3051130601710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孙小川 3051130602721

蒲明帆 3051130601021

南江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
理站综合管理

李东荣

26213062

3051130306920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杨禹杰 3051130604117

游丰铭 3051130404116

南江县农村能源办公室综合
管理

邓凯

26213063

3051130402809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李晨馨 3051130404726

黄锐 3051130307004

南江县林业局文秘写作

苗洪志

26213064

3051130309014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罗爽 3051130203115

龚维 3051130603506

南江县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
站防治检疫

孙吉

26213065

3051130403413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李颐 3051130202212

肖瑶 3051130601007

何春 3051130500421

岳家旺 3051130307717

赵万里 3051130602914

南江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
心综合管理

王静

26213069

3051130600712

拟录名额：5名
进入资格审查：16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叶慧 3051130601118

刘杨 3051130303926

刘炜琳 3051130201705

刘桐州 3051130604924

刘登学 3051130604301

李国豪 3051130202923

李培民 3051130402716

杨双泽 3051130405103

杨东 3051130305822

何晓芳 3051130304626

岳程 305113040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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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南江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
心综合管理

赵钒钦

26213069

3051130201424
拟录名额：5名
进入资格审查：16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唐姗 3051130401724

鲜岷峻 3051130502129

熊峰 3051130301207

南江县航务海事发展中心综
合管理

杨舒涵

26213070

3051130505206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岳源江 3051130301608

赵敏 3051130203429

晏竟凯 3051130301921

徐亮 3051130202817

曹丁丹 3051130602702

南江县地方志办公室综合管
理

白超苹

26213071

3051130300403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何祥宏 3051130305126

何静 3051130203718

南江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办
公室

王和东

26213072

305113050240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刘超 3051130305121

候明鹏 3051130302216

南江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经
济发展股

何柳

26213073

305113060041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钟旭 3051130406420

魏婷 3051130405114

南江县集州街道办事处文秘
写作

户芬芳

26213074

3051130504329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冯义超 3051130201707

何翔 3051130407023

张方 3051130600502

苟凤兰 3051130303210

梁岚霖 3051130403906

南江县集州街道办事处综合
管理

任亚平

26213075

305113050241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张皓 3051130308317

高浩 3051130402001

南江县集州街道办事处城建
管理

苏琪峰

26213076

305113050180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符起 3051130503721

程小昭 30511303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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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南江县坪河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万如方

26213077

3051130500128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11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杜建宏 3051130203022

李禧岳 3051130602802

张露 3051130307210

陈希萍 3051130203711

罗宣生 3051130603912

岳峰 3051130602727

梁山 3051130602304

詹慧 3051130503408

蔡鑫 3051130304428

潘星辰 3051130502704

南江县沙河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王城奇

26213078

3051130502418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刘小芬 3051130400322

李模栩 3051130402615

何祥 3051130500311

郑军 3051130601201

彭小丽 3051130401616

南江县赤溪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苏和平

26213079

3051130303709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徐敏 3051130503921

彭俊 3051130500406

南江县高塔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何文韬

26213080

3051130303229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张治坤 3051130403717

鲜蓉 3051130305321

南江县长赤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刘金龙

26213081

3051130401419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李梓民 3051130303213

吴晨 3051130307722

南江县红光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文亮

26213082

3051130306904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何道磊 3051130307125

贾明高 305113020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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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南江县高桥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任彦旭

26213083

3051130403104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李林 3051130201625

何建国 3051130401004

南江县正直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刘延

26213084

3051130403225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刘晋良 3051130403227

吴玖霖 3051130404707

南江县云顶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汪博

26213085

3051130403509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陈芃青 3051130203124

桂茜琳 3051130602827

南江县光雾山镇人民政府综
合管理

李威良

26213086

305113030880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4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李娟 3051130307405

张馨 3051130505113

赵思益 3051130301807

南江县关坝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马中平

26213087

3051130402104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刘翔宇 3051130604323

吴远鹏 3051130402717

张志平 3051130605106

岳彦伶 3051130300322

郑鸿博 3051130402125

南江县兴马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毛玲

26213088

3051130301809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赵红梅 3051130601115

徐俊 3051130305214

南江县石滩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李林芝

26213089

3051130500202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杨晓露 3051130401803

赵竟 3051130602829

南江县神门乡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汪建人

26213090

3051130308329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姜奕阳 3051130405913

常国伟 30511303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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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中共通江县委党史研究室党
史编研

马吉薇

26213091

3051130601810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朱海 3051130305516

李琳 3051130406821

宋唯薇 3051130604109

张康宁 3051130504229

曾成 3051130406403

通江县档案馆综合管理

王韬

26213092

3051130301910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闫铃林 3051130602125

李海澜 3051130203715

通江县卫生健康局综合管理

马嘉骏

26213094

3051130603110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吴行健 3051130203601

何定翼 3051130306207

邵浩育 3051130303704

赵力 3051130301629

熊佳瑜 3051130300114

通江县信访局综合管理

刘委杰

26213095

3051130504404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陈欢 3051130402607

蒋红艳 3051130603606

通江县发展和改革局文秘

周川

26213096

3051130502513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贾子涵 3051130302517

彭欢苹 3051130301523

通江县招商引资局综合管理

苟洪远

26213097

3051130307321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罗青青 3051130400701

周涛 3051130403711

通江县就业服务管理局综合
管理

卢玉华

26213098

3051130404123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闫科印 3051130501823

李丹丹 3051130306319

李欣欣 3051130503610

陈初蕾 3051130202211

袁静 305113060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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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通江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
险局机关财务

许雪琴

26213099

3051130400128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李星良 3051130405604

杨昌潔 3051130305415

通江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综合管理

冯雪

26213100

3051130202827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李浩 3051130301505

何琳 3051130500212

赵娅琼 3051130202101

赵祯祯 3051130306009

贺云丹 3051130601316

通江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
卫生监督

向玲

26213101

3051130303925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杨婉 3051130201421

谯西龄 3051130203401

通江县农机监理站农机安全
监督

刘睿

26213102

3051130401110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李迅 3051130504001

舒俊伍 3051130600814

通江县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综
合管理（一）

邓少华

26213103

305113030592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4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邢滨 3051130405702

吴立鑫 3051130301603

张芸芳 3051130501919

通江县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综
合管理（二）

石英琪

26213104

3051130202503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李币 3051130201418

李国庆 3051130600902

李泽天 3051130501313

吴孟泽 3051130303009

陈卓 3051130502016

陈彬旭 3051130202812

郭磊 3051130308706

董聊 30511305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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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通江县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
分局文秘

巨小玲

26213105

3051130300927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4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米柯吉 3051130501408

李佳叡 3051130604508

杨军华 3051130400320

通江县财政国库支付中心法
律支持

任笙宁

26213106

3051130601920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刘定洋 3051130603816

刘晋臣 3051130301219

通江县财政国库支付中心财
会

罗建华

26213107

3051130406325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岳菊 3051130406414

景晓江 3051130604718

通江县财政国库支付中心文
秘

张黎

26213108

3051130307811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岳昶言 3051130501120

雷磊 3051130405911

通江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
助

王超

26213109

3051130300220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王静逸 3051130302004

刘芳 3051130304817

陈倩 3051130501419

苟怡铭 3051130406802

罗薪璐 3051130406930

通江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
心综合管理（一）

何国庆

26213110

3051130304327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陆虹儒 3051130202609

苟杰 3051130504513

岳川翔 3051130300813

屈涛 3051130503812

聂鑫 3051130400603

通江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
心综合管理（二）

李腾

26213111

3051130602617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陈玉婷 3051130605019

陈禹洁 3051130402614

苟张 3051130604616

罗书庆 3051130503010

颜黎 305113030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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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通江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
心综合管理（三）

方煜豪

26213112

3051130203720

拟录名额：6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18人

伏品全 3051130404523

向昭 3051130308229

刘黎明 3051130303913

孙安民 3051130201919

李丹 3051130303611

李松 3051130302310

李俊亭 3051130301317

李琦 3051130501506

杨济嵘 3051130203111

何亚琴 3051130400611

辛晏 3051130303401

陈亮 3051130404928

金洲云 3051130502919

敖海泉 3051130303525

郭照伟 3051130300713

曹福荣 3051130501311

魏国琴 3051130601207

通江县航务海事发展中心文
秘

何红愉

26213113

3051130306721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4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余青峻 3051130604830

余婷 3051130303219

陈思瑶 3051130502225

通江县航务海事发展中心财
会

张嘉

26213114

3051130501825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董犇 3051130202013

蹇庚汝 3051130600304

通江县航务海事发展中心综
合管理

田恒嘉

26213115

3051130304017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7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朱玲 3051130303321

刘思杰 3051130305717

吴明升 3051130203318

张韦宁 3051130603203

赵晓东 3051130304014

徐敬 30511306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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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通江县民胜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朱泉明

26213120

3051130300609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李鸿雁 3051130400725

杨东林 3051130304415

邵际源 3051130305311

周春龙 3051130402403

贾阳初 3051130305217

通江县洪口镇人民政府文秘

尹鹏

26213121

3051130406128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刘欢欢 3051130300517

庞凯 3051130304012

通江县火炬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朱峰芹

26213122

3051130307914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4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刘万喜 3051130303616

简露 3051130302729

魏倩 3051130202621

通江县永安镇人民政府文秘

李敏

26213123

3051130304515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李鑫 3051130201616

陈佳 3051130307920

赵凯 3051130302726

赵浩 3051130203520

滕溜 3051130602005

通江县铁溪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冉书宁

26213124

305113030881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何江 3051130308703

陈国庆 3051130305017

通江县至诚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陈昭

26213125

3051130404812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钟艺浩 3051130501012

秦尔州 3051130300318

通江县瓦室镇人民政府财会

杨凤明

26213126

3051130604921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秦伟 3051130504227

鲜鹏昇 3051130305019

通江县瓦室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柯植文

26213127

3051130303124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康朝凡 3051130504223

谢秉君 305113060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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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通江县龙凤场镇人民政府综
合管理

冯江

26213128

3051130500705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李超 3051130402621

张家伟 3051130406630

赵传棋 3051130308823

施姝婷 3051130403926

蒋承章 3051130303510

通江县唱歌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石竣文

26213129

3051130600910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符洋 3051130304222

靳新越 3051130308922

通江县陈河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杜侨

26213130

3051130304622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赵谦 3051130504507

鲜磊 3051130501719

通江县长坪镇人民政府财会

王媛媛

26213131

3051130500830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李宁国 3051130501404

杨文丽 3051130202204

通江县长坪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闫浩

26213132

305113050421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何壮 3051130602927

聂靖 3051130600817

通江县泥溪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马晓龙

26213133

3051130305411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马钰萍 3051130300910

周坤泉 3051130303017

袁楚奎 3051130302101

殷海清 3051130202510

龚俊 3051130404718

通江县两河口镇人民政府综
合管理

宋贤

26213134

3051130306821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张川 3051130400213

鲜超 305113020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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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通江县板桥口镇人民政府综
合管理

吴越

26213135

3051130604612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何宗蔚 3051130601508

郑凯峰 3051130501815

聂晓平 3051130405625

贾润森 3051130502714

韩缤洁 3051130303015

通江县新场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孙崇博

26213136

3051130301803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李绍龙 3051130201503

何国纪 3051130602615

郑府 3051130203214

赵志城 3051130203019

曾杨茗 3051130307805

通江县兴隆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王荣州

26213137

3051130202108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4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王娇 3051130304411

王鹏程 3051130503119

李春 3051130203023

通江县青峪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王晓梅

26213138

3051130602217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王蘩 3051130504508

冯华章 3051130308110

罗济淮 3051130306713

罗超 3051130605015

赵磊 3051130203415

通江县空山镇人民政府文秘
（一）

马玉萍

26213139

3051130304714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李伟 3051130402507

杨丽彬 3051130603711

张红玉 3051130402812

陈柏良 3051130302207

周垚 3051130600525

通江县空山镇人民政府文秘
（二）

向鑫

26213140

305113040371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郑烨 3051130602012

胡力 305113040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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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通江县三溪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王慧

26213141

3051130404003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匡翀羽 3051130307003

张顺林 3051130602504

通江县烟溪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方崎宇

26213142

3051130308511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石海容 3051130305727

何洋 3051130604009

张成 3051130501028

张志钱 3051130308325

郭玉 3051130308501

通江县松溪乡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一）

马江焱

26213143

3051130404922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马远俊 3051130500627

王鹏 3051130308202

李明霞 3051130305320

李洋阳 3051130500403

何浏 3051130306125

通江县松溪乡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二）

张峻玮

26213144

3051130305815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赵兴 3051130306604

程海洋 3051130405807

通江县胜利乡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马子惠

26213145

3051130405812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刘淦 3051130602408

杨芮 3051130300309

吴谏 3051130501507

张瀚缘 3051130203118

苟誉山 3051130300105

赵恒 3051130302215

殷文强 3051130400830

谯华林 305113030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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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中共平昌县纪委监委派驻单
位纪检监察组审查调查

马红英

26213146

3051130504722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朱丽鸿 3051130604529

吴智军 3051130401416

陈秋玲 3051130203701

赵芳 3051130403023

魏晓琼 3051130201927

中共平昌县纪委监委派驻单
位纪检监察组文秘

苟鸿影

26213147

3051130502608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夏苛瑞 3051130604403

彭钰 3051130501021

平昌县妇女联合会综合

汪晓芊

26213148

3051130303005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康璐瑶 3051130302508

程娜 3051130303904

平昌县教育科技和体育局综
合

王继明

26213149

3051130300504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4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向丽 3051130502104

杨乐 3051130406701

戚嘉诚 3051130403204

平昌县教育科技和体育局会
计

王露雨

26213150

3051130501001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4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杨宇 3051130503326

余悦尧 3051130307001

骆亭伊 3051130602230

平昌县卫生健康局公共卫生
管理

王杰

26213152

3051130307828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白丹 3051130406022

张永乐 3051130600926

贾超 3051130504322

唐兰 3051130601504

唐毅 3051130304204

平昌县财政局会计

丁虹丹

26213153

3051130600901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王梅 3051130405609

刘珊 3051130405727

李苏 305113050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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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平昌县财政局会计

张珏铭

26213153

3051130603424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张晓欢 3051130406213

黄浦 3051130502008

喻悦 3051130601225

蒲倩 3051130604220

平昌县财政局会计

刘洪岐

26213154

3051130402419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陈翔 3051130504716

彭聪 3051130406907

平昌县统计局综合

杨蕊瑞

26213156

3051130300529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陈坤 3051130202002

谯竺洁 3051130307104

平昌县统计局财会

邓琪丹

26213157

3051130504017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4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张欢 3051130302304

苟珊 3051130307103

徐思懿 3051130405701

平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综
合

王梓砚

26213158

3051130401920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孔德森 3051130503110

张海川 3051130501027

陈剑秋 3051130603512

林凤明 3051130301204

袁健 3051130502716

平昌县普查中心综合

龙秋妍

26213159

3051130201904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何佑虎 3051130302012

胡勇 3051130601206

平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所综
合

丁力森

26213162

3051130301703

拟录名额：8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24人

王墁 3051130502903

吕汶艺 3051130306020

孙野 3051130406604

李双同 3051130504922

李龙超 30511305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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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平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所综
合

李寻

26213162

3051130502224

拟录名额：8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24人

李艳茹 3051130602420

杨欣 3051130307220

杨奥 3051130500328

何明林 3051130302416

邹丽君 3051130203501

张芷菡 3051130203408

张宝凌 3051130602807

张浩 3051130601716

陈伟 3051130303827

陈应 3051130603630

易甜甜 3051130306523

罗靓岭 3051130301620

赵基成 3051130304209

曹冬冬 3051130601114

曾荣华 3051130306315

潘俊呈 3051130406501

魏锐 3051130304108

平昌县旅游产业促进中心旅
游管理

杜小乔

26213163

305113030012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张晨 3051130604206

岳毅 3051130202422

平昌县财政票据中心会计

王薪颖

26213164

3051130304813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邓力畅 3051130501026

李超 3051130301128

余金蔓 3051130305418

周鑫鑫 3051130403113

赵耀 3051130602508

平昌县国库支付中心会计

竹梅

26213165

3051130601306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李龙川 3051130402316

李静 305113030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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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平昌县国库支付中心会计

岳成

26213165

3051130403329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段世宏 3051130406905

曾倩雯 3051130602704

平昌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
心会计

吴宗晋

26213166

3051130404303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张悦琳 3051130501304

姜戈 3051130504007

平昌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
心道路运输

马琴

26213167

305113040440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李雨竺 3051130401102

何杰元 3051130307608

平昌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
心道路运输

刘孝丽

26213168

3051130303011

拟录名额：5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15人

李玉玲 3051130504815

李国昊 3051130604807

杨靖 3051130604606

吴玲 3051130300103

张蓉芳 3051130300209

袁晓明 3051130303620

郭亮 3051130401016

黄继山 3051130603605

康雄 3051130500909

蒋佳芮 3051130303815

温世佼 3051130605011

赖宣竹 3051130407013

雒敏 3051130504008

谭笑 3051130406716

平昌县航务海事发展中心文
秘

冯贯洲

26213169

3051130401720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苟静 3051130300307

魏述明 3051130305714

平昌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
财务管理

丁瑶

26213170

3051130504410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李吉荣 3051130301622

李竟豪 305113040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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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平昌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
财务管理

李露

26213170

3051130305814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岳谨葶 3051130403625

周一帆 3051130300128

平昌县农村能源办公室财务
管理

于文洁

26213171

3051130502401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冯小玲 3051130306724

兰婷 3051130600101

平昌县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
心财务管理

胡蝶

26213172

3051130601908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郭鑫 3051130401909

蒲婧 3051130501303

平昌县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
心大数据管理

王浩

26213173

3051130203205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柯尊山 3051130504516

姜春芳 3051130505005

平昌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综合

王国宇

26213174

305113040570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王硕 3051130602916

牟兴艳 3051130501413

平昌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会计

王莉

26213175

3051130301718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靳博 3051130307830

雷劲 3051130603909

平昌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计算机

王虹凯

26213176

3051130503511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杨特铸 3051130502817

陈洪全 3051130305623

平昌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
险局财会

杜小月

26213177

3051130202610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李青容 3051130503803

何姝宁 3051130405810

平昌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
险局文秘

李鑫

26213178

3051130604123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杨慧芳 3051130601804

沈雪梅 3051130406504

平昌县就业服务管理局财会

何潜翥

26213179

3051130203028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张永蜜 3051130605002

唐乙正 305113050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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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平昌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规
划设计

苏若涵

26213180

3051130404015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李佳洁 3051130301906

杨紫宸 3051130304503

平昌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综
合

王晶英

26213181

3051130603027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何珊 3051130604311

董慧敏 3051130304406

平昌县档案馆综合

李燎

26213182

3051130503814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杨佳丽 3051130505301

张洎弘 3051130203407

钟坤洋 3051130201316

段巧庄 3051130308316

徐浩然 3051130601512

平昌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
（一）

李宜珂

26213183

3051130402818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李俊辉 3051130601527

张宁玲 3051130600319

苟春梅 3051130600123

胡尊皓 3051130406323

梁艳 3051130601806

平昌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
（二）

刘力嘉

26213184

305113040202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何松柏 3051130302411

陈鸿 3051130201427

平昌县事业单位登记服务中
心法律

李雨松

26213185

3051130202312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苟超 3051130505307

金璐 3051130400923

平昌县事业单位登记服务中
心外宣

马婧

26213186

3051130303204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李富林 3051130307612

蒋睿 3051130303324

平昌县事业单位登记服务中
心计算机

王平峰

26213187

3051130604327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张琳 3051130604913

张群鹏 30511306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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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平昌县白衣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文洋

26213193

3051130304422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白蓉华 3051130307322

刘晓亮 3051130503918

汤胤轩 3051130501805

杜全勇 3051130503103

杜忠长 3051130305504

平昌县驷马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任晓李

26213194

305113040061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陈娇 3051130302805

彭芳 3051130504906

平昌县兰草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刘顺

26213195

3051130403928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7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杨皓 3051130304818

佘宇航 3051130402705

邹锐祥 3051130306112

陈帅 3051130307905

陈毅 3051130403027

韩海军 3051130309002

平昌县得胜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冯煜

26213196

3051130202916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李亚娥 3051130503206

邹明哲 3051130502927

张钰杉 3051130406602

陈鈺 3051130601928

苟慧娟 3051130605004

胡杰春 3051130402027

段玉 3051130503101

袁俊 3051130402329

平昌县灵山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李涵

26213197

3051130504426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吴辰宇 3051130603018

陈韬 3051130305502

金云 3051130302208

赵剑 3051130502325

魏龙泉 3051130402518

第 24 页，共 34 页



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平昌县西兴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王俊杰

26213198

3051130303312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许料萍 3051130603028

李月粮 3051130403001

吴杰 3051130603714

何钇汶 3051130307101

陈钢 3051130404729

平昌县西兴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李苏轩

26213199

3051130602329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何锦杰 3051130302107

郭婷婷 3051130604810

平昌县岳家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白青霞

26213200

3051130308113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刘高彬 3051130600427

何云君 3051130305514

林安 3051130500921

岳泽瑞 3051130503512

唐东 3051130404913

平昌县龙岗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李佳芮

26213201

3051130406817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梁佳 3051130307424

黎约良 3051130308925

平昌县土垭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朱道俊

26213202

3051130401820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杜鹏程 3051130502429

陆鹏飞 3051130504801

陈林 3051130203001

欧阳洺睿 3051130601106

郑凯宁 3051130502219

平昌县佛楼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李雨峻

26213203

305113040051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4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杨凤莲 3051130601104

余林霜 3051130303530

赵红强 3051130602109

平昌县响滩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白杰

26213204

3051130505004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杨云飞 3051130500912

汪垚 30511306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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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平昌县青云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杜天敏

26213205

3051130605024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吴科均 3051130602912

何彪 3051130502914

何稼国 3051130500305

沈诗琪 3051130503905

苟玉娥 3051130601715

苟震宇 3051130306307

郭焘溟 3051130504511

喻福平 3051130400117

平昌县云台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田知雨

26213206

3051130600110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7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刘洪泽 3051130201816

杨中明 3051130402810

闵银 3051130300705

张小方 3051130505112

赵婉 3051130307614

潘柯如 3051130405204

平昌县三十二梁镇人民政府
综合管理

刘津瑜

26213207

3051130402710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李建 3051130308130

蒲琪 3051130605003

平昌县三十二梁镇人民政府
财会

张林

26213208

3051130404515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张敬 3051130303712

袁海鹏 3051130500121

平昌县泥龙镇人民政府文秘

王杰

26213209

3051130505213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朱鑫 3051130406401

谢佳伶 3051130404030

平昌县镇龙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王冠雄

26213210

3051130404215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刘俊麟 3051130305607

康冰峰 305113040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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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平昌县岩口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马江

26213211

3051130203412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孙杰 3051130201308

杨林杰 3051130405901

邹浩 3051130304805

张忠能 3051130306607

罗成 3051130403721

段流洋 3051130305324

彭殿钟 3051130500319

熊王泓晨 3051130406214

平昌县望京镇人民政府综合
管理

马行健

26213212

3051130400907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11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王珊 3051130303501

刘茂林 3051130201617

杨镇滔 3051130203803

肖宁 3051130502203

陈芙蓉 3051130300416

陈香梅 3051130305213

秦正君 3051130405424

谢中华 3051130404403

谢麒瑞 3051130603818

赖宜 3051130303311

平昌县江家口镇人民政府综
合管理

吴疆

26213213

3051130501318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张鹏飞 3051130501029

黄媛 3051130503205

巴中市南江生态环境局办公
室办公室

马江

26313005

3051130102225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王寅丁 3051130103229

郑智友 3051130103525

巴中市平昌生态环境局办公
室办公室

刘林

26313006

3051130100428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李丽 3051130104427

谢梅华 30511301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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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巴中市平昌生态环境局办公
室办公室

王淑君

26313007

3051130104722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王馨仪 3051130102729

简学明 3051130100807

巴州区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大
队监察执法

王莎

26313011

3051130102808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杨雯婷 3051130100119

张青山 3051130102129

巴州区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大
队鼎山中队监察执法

白光剑

26313012

3051130103230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向继玮 3051130103007

罗鑫 3051130101915

巴州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综合管理

丁灏

26313013

3051130102818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苏向前 3051130101419

张瀚兮 3051130105301

巴州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食品药品检验检测

王兴星

26313014

305113010060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刘钰卓 3051130103203

蒲乐明 3051130101909

恩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秘

王燕梅

26313021

3051130103507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4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李阳 3051130101114

李红 3051130104213

苟蓉 3051130105307

南江县国土资源执法大队行
政执法

邓果生

26313042

3051130101428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张玲玲 3051130102713

林洁 3051130103904

南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基层
市场监管

王攀

26313045

3051130102007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车昀峰 3051130101512

方雪婷 3051130104613

龙会 3051130103517

张楠平 3051130104225

张鑫怡 3051130103707

陈静 3051130101713

唐雪玉 3051130100801

符洪铭 305113010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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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南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
管理

李婧

26313046

3051130105523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杨田 3051130101701

董晓燕 3051130102823

南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计算
机管理

尹东旭

26313047

3051130105529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李思承 3051130101106

张焱 3051130104301

南江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基层执法

毛兰

26313048

3051130101912

拟录名额：5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15人

刘栋梁 3051130103018

孙渊华 3051130101530

李志川 3051130101824

李桃 3051130102020

杨婷 3051130104030

吴雨波 3051130102627

何林玉 3051130105229

张力帆 3051130105202

张书玮 3051130105806

张梦琼 3051130103330

张骞 3051130103122

彭永生 3051130100326

彭奎宁 3051130103818

蒋鸿翔 3051130100101

南江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文旅资源开发、宣传推广

邓欣

26313052

3051130100903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向瑞 3051130102814

李源 3051130104214

杨济任 3051130103201

周跨越 3051130102801

郑雯雯 3051130103425

南江县农业农村局文秘写作

杜玲

26313056

3051130100123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李芹瑶 3051130102116

熊玺媛 305113010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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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南江县农业农村局会计

王佳

26313057

3051130105210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刘珮 3051130102021

李雯 3051130102429

徐欢 3051130105503

蔡巧琳 3051130100714

谭霖 3051130105007

南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行政执法

阳泽

26313058

3051130102301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李东生 3051130105828

洪铁鑫 3051130101808

南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行政执法

李昕晔

26313059

3051130104025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黄丽艳 3051130101101

樊小龙 3051130105126

南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行政执法

王会明

26313060

3051130105004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4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王媛 3051130102121

李活林 3051130104226

章谦 3051130102620

南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文
秘写作

李锐

26313066

3051130105106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张欢 3051130100422

罗琪 3051130101709

赵帆 3051130101629

唐亚玲 3051130104628

彭论轶 3051130104627

南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行
政执法

王佳明

26313067

3051130101711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朱晓雨 3051130104109

李朋樾 3051130105108

李南 3051130103622

杨凯 3051130102014

岳顺国 3051130101725

徐宝万 3051130100301

高金玉 3051130101128

魏旗 305113010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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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南江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行政执法

王鹊翔

26313068

3051130105012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何奔 3051130104425

张朝全 3051130100724

陆添添 3051130102503

岳文川 3051130100321

胡和韬 3051130101209

胡建 3051130102030

胡顺程 3051130103025

黄腾爽 3051130105530

通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基层
执法

许贵森

26313093

3051130102215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李丹 3051130102005

何江东 3051130100113

陈星儒 3051130100215

聂颖 3051130105815

唐鹏 3051130104123

黄云秋 3051130105320

符道雄 3051130104725

蔡玥儿 3051130102012

通江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行政执法

马菁林

26313116

3051130102423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王鑫陈 3051130105511

严力夫 3051130101904

李昊 3051130100501

张玉美 3051130103512

岳茂林 3051130103729

赵刚 3051130100717

敖堆 3051130102210

袁博 3051130102815

通江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行政执法

于欣可

26313117

3051130102527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杜婧 3051130103806

李元港 305113010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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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通江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行政执法

李朝辉

26313117

3051130105119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李滔 3051130102319

何彦铭 3051130101210

张瑞 3051130103705

赵婼彤 3051130101906

蔡媛园 3051130102816

通江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行政执法

李建林

26313118

3051130105317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景宇明 3051130101929

谭丽 3051130102309

通江县巴中市光雾山诺水河
风景名胜区诺水河景区执法
大队行政执法

尤瑞

26313119

3051130100104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冉潇宏 3051130104519

朱金龙 3051130105011

李实 3051130104415

李雪 3051130105125

张锐 3051130101218

赵劲先 3051130102226

夏静 3051130103503

殷伟杰 3051130104421

平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

李彦伯

26313151

3051130100208

拟录名额：5名
进入资格审查：16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李爽 3051130103319

杨济萍 3051130104910

谷忠林 3051130102614

张玖林 3051130105207

张琳 3051130100713

陈柏成 3051130103109

苟晓攀 3051130105702

罗晨晨 3051130104309

周昀玫 3051130101223

周港 3051130105917

戚欢 305113010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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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平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

戚福川

26313151

3051130100604
拟录名额：5名
进入资格审查：16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梁钟月 3051130103214

韩晓桃 3051130103509

曾圣钢 3051130105214

平昌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文化艺术

何珊

26313155

3051130105814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9人

张杰 3051130103821

岳茂阳 3051130105609

姜非同 3051130100912

惠娜娜 3051130104512

曾萌 3051130100915

谢紫轩 3051130103213

赖敏 3051130100617

魏瑜君 3051130100808

平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律

王园

26313160

3051130104402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李睿 3051130102219

曹璐 3051130102608

平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

王炜圣

26313161

3051130103706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

杨通睿 3051130100514

陈文韬 3051130101604

平昌县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大
队综合管理

左杨

26313188

3051130101601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孙军 3051130101418

李倩 3051130105006

杨欢 3051130103505

何欣建 3051130102810

张舒婷 3051130102124

平昌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综合管理

张晓

26313189

3051130100728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3人苟书洲 3051130105328

苟茹岚 305113010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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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职位编码 准考证号码 备注

平昌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法律

代红梅

26313190

3051130101714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6人

何林乔 3051130103102

何涛 3051130104714

陈盼宇 3051130104230

程宇 3051130103005

赖建行 3051130104016

平昌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法律

王涛

26313191

3051130104901

拟录名额：5名
进入资格审查人员：15人

王琪 3051130103418

王雄飞 3051130100306

朱鹏辉 3051130104006

汤新星 3051130104306

许洲郡 3051130101416

李文 3051130102822

李世武 3051130102230

陈正果 3051130105810

周丙辰 3051130103128

屈锦泽 3051130101613

贾磊 3051130102119

董汶雨 3051130104012

雷浩彬 3051130102420

颜文滔 3051130105602

平昌县城镇综合管理执法大
队综合管理

丁雷鸣

26313192

3051130101025

拟录名额：3名
进入资格审查：10人（最
后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
入资格审查）

杨盼 3051130101203

何金龙 3051130105824

张鹏 3051130102920

罗皓文 3051130102415

孟玉石 3051130102425

唐英 3051130100805

董劲松 3051130104326

鲜晶晶 3051130103216

魏珍珍 305113010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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