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年洛龙区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拟聘用人员名单

序号 准考证号 姓名 职位 考察结果 备注

1 92004142809 宫徕贺 管理九级—10300101 合格

2 92004142730 师璟媛 管理九级—10300101 合格

3 92004142722 陶新昊 管理九级—10300101 合格

4 92004142925 张梦想 管理九级—10300201 合格

5 92004142909 赵奕雄 管理九级—10300201 合格

6 92004142827 王一博 管理九级—10300201 合格

7 92004143012 闫翠文 管理九级—10300301 合格

8 92004143506 于菲 管理九级—10300401 合格

9 92004150113 薛昊冉 管理九级—10300501 合格

10 92004150319 张迪 管理九级—10300601 合格 考察递补

11 92004150204 洪天祥 管理九级—10300601 合格

12 92004150408 张贺 管理九级—10300602 合格

13 92004150418 陈欢欢 管理九级—10300701 合格

14 92004150414 张萌 管理九级—10300701 合格

15 92004150516 范森 管理九级—10300702 合格

16 92004150610 李茹 管理九级—10300801 合格

17 92004150708 王庆格 管理九级—10300801 合格

18 92004150929 董丽君 管理九级—10300901 合格

19 92004151222 赵奇龙 管理九级—10301001 合格

20 92004151801 沈冰伟 管理九级—10301101 合格

21 92004152021 符栗宁 管理九级—10301201 合格 考察递补

22 92004152105 翟斌斌 专技初级—10301301 合格 考察递补

23 92004152323 段冰倩 专技初级—10301401 合格

24 92004152406 武文彤 专技初级—10301402 合格

25 92004152920 邵子莹 专技初级—10301601 合格

26 92004153112 苗林 专技初级—10301701 合格

27 92004153107 吴志豪 专技初级—10301701 合格

28 92004153106 张晨希 专技初级—10301701 合格

29 92004153116 王丽欢 管理九级—10301801 合格

30 92004153123 汪永睿 管理九级—10301802 合格

31 92004153730 耿盼威 管理九级—10301901 合格

32 92004154118 张雄飞 管理九级—10301902 合格

33 92004154101 何浩林 管理九级—10301902 合格

34 92004154202 王泽升 管理九级—10302001 合格

35 92004154215 党金城 管理九级—10302002 合格

36 92004154230 李静宜 管理九级—10302003 合格

37 92004160313 杨清雅 管理九级—10302101 合格



38 92004160707 李治国 管理九级—10302201 合格

39 92004160729 乔毅斐 管理九级—10302202 合格

40 92004161021 徐思音 管理九级—10302301 合格

41 92004160916 任明尧 管理九级—10302301 合格

42 92004161107 胡鑫涛 管理九级—10302401 合格

43 92004161129 刘佳豪 管理九级—10302501 合格 考察递补

44 92004161222 王鑫雨 管理九级—10302601 合格

45 92004161414 朱梦子 专技初级—10302701 合格

46 92004161227 杨曼 专技初级—10302701 合格

47 92004161306 杜人杰 专技初级—10302701 合格

48 92004161624 赵星 管理九级—10302801 合格

49 92004162119 盛帅 专技初级—10302901 合格

50 92004162203 齐赛 专技初级—10303002 合格

51 92004162216 黄宇歌 管理九级—10303201 合格

52 92004162219 李跃欣 管理九级—10303301 合格

53 92004162223 陈露清 管理九级—10303501 合格 考察递补

54 92004162312 杨婉 管理九级—10303801 合格

55 92004162324 郭曜玮 专技初级—10303901 合格

56 92004162418 袁子河 管理九级—10303902 合格

57 92004162506 肖戈 管理九级—10304001 合格

58 92004162517 张怡华 专技初级—10304101 合格

59 92004162525 李明洋 管理九级—10304401 合格

60 92004162530 肖泽家 管理九级—10304601 合格

61 92004162609 段煦 管理九级—10304901 合格

62 92004162614 王松 专技初级—10305001 合格

63 92004162617 王上清 管理九级—10305101 合格

64 92004162706 徐迪 专技初级—10305201 合格

65 92004162725 崔祥云 管理九级—10305301 合格

66 92004162728 郑雅心 管理九级—10305401 合格

67 92004162808 张盼盼 专技初级—10305601 合格

68 92004162812 杨雪君 管理九级—10305701 合格

69 92004162827 张浩然 管理九级—10305801 合格

70 92004162830 王钰玺 管理九级—10305901 合格

71 92004162908 马晶晶 管理九级—10306001 合格

72 92004162902 潘宜臣 管理九级—10306001 合格

73 92004162912 朱申林 专技初级—10306101 合格

74 92004162921 宁志皓 管理九级—10306301 合格

75 92004162929 史荣鸽 管理九级—10306401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