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辽源市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体检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组别

1 韩书鹏 吉林辽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规划管理职位1 男一组

2 钟航 吉林辽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规划管理职位2 男一组

3 郭志森 辽源市法律援助中心 律师助理职位 男一组

4 刘泰东 吉林辽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社会事务管理职位 男一组

5 白瑞 辽源市保密技术室 信息化管理职位1 男一组

6 孙海啸 辽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党建职位 男一组

7 宋议 辽源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 法规监察职位2 男一组

8 宋宇超 辽源市会计核算中心 财务审计职位 男一组

9 靖艾霖 辽源市自然资源局 国土资源管理职位 男一组

10 温际桥 中共辽源市纪委辽源市监委派驻（派出）机构 纪检监察职位1 男一组

11 高明灏 中共辽源市纪委辽源市监委派驻（派出）机构 纪检监察职位1 男一组

12 王林 辽源市农民工维权中心 行政执法职位 男一组

13 吴沐霖 中共辽源市委党校 文字综合职位 男一组

14 林渤 中共辽源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文字综合职位 男一组

15 田伟光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辽源支会 商务经贸职位 男一组

16 高万松 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东丰县分局 财务审计职位 男一组

17 张峻赫 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东辽县分局 环境监察职位 男一组

18 张子玉 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东辽县分局 环境监察职位 男二组

19 王勇 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东辽县分局 环境监察职位 男二组

20 丛润滋 辽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山分局 特种设备监管职位 男二组

21 王禹哲 辽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山分局 特种设备监管职位 男二组

22 李建军 辽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山分局 特种设备监管职位 男二组

23 高龙 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东丰县分局 环境监察职位 男二组

24 迟佳成 东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综合管理职位 男二组

25 董相君 东丰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行政管理职位 男二组

26 邢栋 东丰县大阳镇人民政府 党建职位 男二组

27 刘洋 东丰县福鹿街道办事处 规划管理职位 男二组

28 姜天博 东丰县福鹿街道办事处 农村经济发展职位 男二组

29 徐奥 东丰县红十字会 行政管理职位 男二组

30 赵梓旭 东丰县林业局 森林资源管理职位 男二组

31 曲帅臣 东丰县吉鹿街道办事处 计算机管理职位 男二组

32 刘宗帅 东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管理职位 男二组

33 刘达 东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民心热线服务管理职
位

男二组

34 于志永 东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政务值班管理职位1 男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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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魏圣奇 东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执法职位 男三组

36 祝嘉骏 东丰县卫生健康局 文字综合职位 男三组

37 姜竣哲 东丰县乡镇司法所 基层司法助理职位 男三组

38 张宏博 东丰县乡镇司法所 基层司法助理职位 男三组

39 郑旭彤 东丰县祥鹿街道办事处 畜牧业管理职位 男三组

40 王岩 东丰县祥鹿街道办事处 行政管理职位 男三组

41 王泉鑫 东丰县祥鹿街道办事处 文字综合职位 男三组

42 任保臻 东丰县政务服务中心 信息建设职位1 男三组

43 赵宏雨 东丰县政务服务中心 信息建设职位2 男三组

44 郭智辉 东丰县重点项目服务中心 计算机管理职位1 男三组

45 蔡宏洋 中共东丰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文字综合职位1 男三组

46 才峻嶙 中共东丰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文字综合职位2 男三组

47 苏航 中共东丰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文字综合职位1 男三组

48 高佳明 中共东丰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文字综合职位2 男三组

49 王圣博 东辽县安恕镇人民政府 规划管理职位2 男三组

50 鄂福洁 中共东丰县委组织部信息管理中心 文字综合职位 男三组

51 李思衡 中共东丰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文字综合职位 男三组

52 熊倪 东辽县白泉镇人民政府 文字综合职位 男四组

53 王迪 东辽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文字综合职位 男四组

54 宋延明 东辽县安石镇人民政府 党建职位 男四组

55 孙胜君 东辽县安恕镇人民政府 文字综合职位 男四组

56 黄国炎 东辽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行政执法职位 男四组

57 陈俊燃 东辽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文字综合职位 男四组

58 王仕达 东辽县供销合作社 文字综合职位 男四组

59 白明昊 东辽县甲山乡人民政府 文字综合职位 男四组

60 孙诗喆 东辽县林业局 森林资源管理职位2 男四组

61 曲世泽 东辽县辽河源镇人民政府 财务审计职位 男四组

62 于建涛 东辽县辽河源镇人民政府 档案管理职位 男四组

63 李家存 东辽县辽河源镇人民政府 服务基层项目职位 男四组

64 栾智超 东辽县辽河源镇人民政府 录用优秀村干部职位 男四组

65 谭智超 东辽县辽河源镇人民政府 文字综合职位 男四组

66 石仁浩 东辽县林业局 文字综合职位 男四组

67 张浩 东辽县凌云乡人民政府 行政管理职位 男四组

68 李泽瑞 东辽县农业农村局 文字综合职位2 男四组

69 李长宇 东辽县辽河源镇人民政府 法律保障职位 男五组

70 李冠宏 东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基层所 行政管理职位1 男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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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姜泉旭 东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劳动保障职位 男五组

72 杜镇宇 东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监督管理职位 男五组

73 费迪 东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文字综合职位 男五组

74 王永哲 东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基层所 行政管理职位2 男五组

75 刘忠达 东辽县云顶镇人民政府 文字综合职位 男五组

76 王晓光 东辽县渭津镇人民政府 服务基层项目职位 男五组

77 闫思宇 东辽县应急管理局 行政执法职位 男五组

78 潘昱成 东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管理职位 男五组

79 陈林海 东辽县自然资源局 国土资源管理职位 男五组

80 金帅 东辽县总工会 文字综合职位 男五组

81 贾志鹏 东辽县总工会法律顾问室 文字综合职位 男五组

82 杜扬 东辽县足民乡人民政府 党建职位 男五组

83 邢环宇 东辽县足民乡人民政府 服务基层项目职位 男五组

84 杨鹤 东辽县渭津镇人民政府 文字综合职位1 男五组

85 郭立书 辽源市农业农村局 法律保障职位 男五组

86 齐凯 中共东辽县纪委县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2 男六组

87 杨博翔 中共东辽县纪委县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2 男六组

88 丛庆伟 中共东辽县纪委县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2 男六组

89 于航 中共东辽县纪委县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2 男六组

90 韩明慧 中共东辽县委东辽县人民政府信访局 文字综合职位 男六组

91 葛维 中共东辽县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巡察督导职位 男六组

92 谭震国 中共东辽县委组织部 财务审计职位 男六组

93 李冬阳 中共东辽县委组织部 网络运维职位 男六组

94 王禹博 辽源市龙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文字综合职位 男六组

95 费宁 辽源市龙山区工农乡人民政府 行政管理职位 男六组

96 殷立兵 辽源市龙山区农业农村局 水土建设管理职位 男六组

97 马赫阳 中共东辽县纪委县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1 男六组

98 石鑫宇 中共东辽县纪委县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1 男六组

99 关瑜坤 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政府东吉街道办事处 文字综合职位 男六组

100 崔文龙 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政府福镇街道办事处 行政管理职位 男六组

101 李易航 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政府西宁街道办事处 服务基层项目职位 男六组

102 田浩 辽源市龙山区寿山镇人民政府 行政管理职位 男七组

103 刘中国 中共辽源市龙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纪检监察职位1 男七组

104 张兆麒 中共辽源市龙山区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1 男七组

105 石金松 中共辽源市龙山区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文字综合职位 男七组

106 王智 中共辽源市龙山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文字综合职位 男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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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季孝辉 辽源市西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工业经济管理职位 男七组

108 孙铭君 辽源市西安区科学技术协会 文字综合职位 男七组

109 赵梓博 辽源市西安区司法局 社区戒毒职位 男七组

110 刘宇航 辽源市西安区太安街道办事处 文字综合职位 男七组

111 刘啟嘉 辽源市西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文字综合职位 男七组

112 崔国举 中共辽源市西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辽源市西安区监察委员会派驻纪检监察组 计算机管理职位 男七组

113 张鑫 中共辽源市西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辽源市西安区监察委员会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1 男七组

114 周维 中共辽源市西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辽源市西安区监察委员会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2 男七组

115 刘洪利 东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基层所 行政管理职位3 男七组

116 张智俊 中共辽源市西安区委宣传部 新闻宣传职位1 男七组

117 柴霖 中共辽源市西安区委宣传部 新闻宣传职位2 男七组

118 孔新格 吉林辽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商务经贸职位 女一组

119 熊文君 吉林辽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文字综合职位 女一组

120 张诗淇 辽源市保密技术室 信息化管理职位2 女一组

121 王一诺 辽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党建职位 女一组

122 刘越 辽源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财务审计职位 女一组

123 刘慧君 辽源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文字综合职位 女一组

124 潘赫 辽源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 法规监察职位1 女一组

125 王冰冰 辽源市红十字会 文字综合职位 女一组

126 许莹 辽源市会计核算中心 财务审计职位 女一组

127 关宏来 辽源市会计核算中心 财务审计职位 女一组

128 陶悦 辽源市审计局 财务审计职位 女一组

129 张芯语 辽源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 行政管理职位 女一组

130 范玮慧 辽源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 行政管理职位 女一组

131 赖昕男 辽源市商务局 经济管理职位 女一组

132 王甲一 辽源市自然资源局 综合信息处理职位 女一组

133 王禹心 辽源市会计核算中心 计算机管理职位 女一组

134 岳靖芸 中共辽源市纪委辽源市监委派驻（派出）机构 纪检监察职位2 女一组

135 李玉莹 中共辽源市纪委辽源市监委派驻（派出）机构 纪检监察职位2 女一组

136 邵新博 中共辽源市委党史研究室 文字综合职位 女二组

137 王思瑶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辽源支会 商务经贸职位 女二组

138 丛惠丽 辽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山分局 计算机管理职位 女二组

139 王儒慧 辽源市生态环境局东丰县分局 环境监察职位 女二组

140 杨阳 中共辽源市委宣传部 法律保障职位 女二组

141 郭诗园 辽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山分局 食品监督管理职位 女二组

142 王瑞 辽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安分局 财务审计职位 女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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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柳微微 辽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安分局 文字综合职位 女二组

144 朱思锦 东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经济管理职位 女二组

145 鞠越 东丰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道路监理职位 女二组

146 吴梓源 东丰县福鹿街道办事处 法律保障职位 女二组

147 张皓妍 东丰县福鹿街道办事处 计算机管理职位 女二组

148 于以航 东丰县福鹿街道办事处 文字综合职位 女二组

149 鞠明珠 东丰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文字综合职位 女二组

150 金旭扬 东丰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综合信息处理职位 女二组

151 牛丹丹 东丰县吉鹿街道办事处 文字综合职位 女二组

152 孙红岩 东丰县吉鹿街道办事处 文字综合职位 女二组

153 徐小乔 东丰县林业局 财务审计职位 女二组

154 刘娟 东丰县吉鹿街道办事处 财务审计职位 女三组

155 张婷婷 东丰县吉鹿街道办事处 服务基层项目职位 女三组

156 张瑞珈 东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文字综合职位 女三组

157 贾若 东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宣传培训职位 女三组

158 赵越 东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政务值班管理职位2 女三组

159 于会雅 东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执法职位 女三组

160 宋宇佳 东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文字综合职位 女三组

161 肖凌慧 东丰县祥鹿街道办事处 行政管理职位 女三组

162 韩典音 东丰县重点项目服务中心 财务审计职位 女三组

163 陈洋 东丰县祥鹿街道办事处 文字综合职位 女三组

164 曲艺 东丰县政务服务中心 综合信息处理职位2 女三组

165 郭瑶 东丰县重点项目服务中心 综合信息处理职位1 女三组

166 杜婉赫 东丰县重点项目服务中心 综合信息处理职位1 女三组

167 董峻佟 东丰县重点项目服务中心 计算机管理职位2 女三组

168 金美玲 东丰县重点项目服务中心 综合信息处理职位2 女三组

169 张津嫡 共青团东丰县委员会 综合信息处理职位 女三组

170 王毓 中共东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纪检监察职位 女三组

171 卢彦佳 中共东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综合信息处理职位 女三组

172 辛家莹 中共东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综合信息处理职位 女四组

173 吕冰亭 中共东丰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1 女四组

174 王思宁 中共东丰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1 女四组

175 张悦祺 中共东丰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2 女四组

176 张云萍 中共东丰县委办公室 保密信息化管理职位 女四组

177 迟丹 中共东丰县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政策研究职位 女四组

178 吴司琪 中共东丰县委组织部信息管理中心 财务审计职位 女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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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韩欣玥 东丰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财务审计职位 女四组

180 庄书 东辽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党建职位 女四组

181 刘祺 东辽县安石镇人民政府 服务基层项目职位 女四组

182 李璇 东辽县安恕镇人民政府 规划管理职位1 女四组

183 于航 东辽县安恕镇人民政府 行政执法职位 女四组

184 孙婉淇 东辽县安恕镇人民政府 经济管理职位 女四组

185 唐滔 东辽县发展和改革局 经济管理职位 女四组

186 杨丰帆 东辽县干部档案室 计算机管理职位 女四组

187 王美萱 东辽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文字综合职位 女四组

188 田媛 东辽县林业局 森林资源管理职位1 女四组

189 李丰竹 东辽县辽河源镇人民政府 文字综合职位 女四组

190 陆璐 东辽县凌云乡人民政府 文字综合职位 女五组

191 王俊霞 东辽县凌云乡人民政府 服务基层项目职位 女五组

192 郎金也 东辽县凌云乡人民政府 行政管理职位 女五组

193 王杨宇 东辽县凌云乡人民政府 行政管理职位 女五组

194 林立佳 东辽县农业农村局 文字综合职位1 女五组

195 王琪 东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律保障职位 女五组

196 韩佳赢 东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基层所 行政管理职位1 女五组

197 孙小蕊 东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计算机管理职位 女五组

198 于海洋 东辽县水利局 水利工程管理职位 女五组

199 王添昱 东辽县水利局 水利工程管理职位 女五组

200 庄明瑞 东辽县渭津镇人民政府 文字综合职位2 女五组

201 徐嘉宝 东辽县应急管理局 文字综合职位 女五组

202 何昕桐 中共东辽县纪委县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2 女五组

203 马雪冰 中共东辽县纪委县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2 女五组

204 张伟心 中共东辽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行政管理职位 女五组

205 张雅丞 中共东辽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文字综合职位 女五组

206 赵美琪 中共东辽县委组织部 文字综合职位 女五组

207 王钰媛 中共东辽县委组织部 远程教育职位 女五组

208 闫美伊 中共东辽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文字综合职位 女六组

209 薛健慧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东辽县委员会 文字综合职位 女六组

210 崔金仪 辽源市龙山区残疾人联合会 财务审计职位 女六组

211 迟可新 辽源市龙山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文字综合职位 女六组

212 姜昕玥 辽源市龙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财务审计职位 女六组

213 尚方 辽源市龙山区教育局 财务审计职位 女六组

214 刘小钰 辽源市龙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党建职位 女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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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张溪尧 中共东辽县纪委县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1 女六组

216 杨雯清 中共东辽县纪委县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1 女六组

217 郑晶 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政府福镇街道办事处 服务基层项目职位 女六组

218 黄婉婷 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政府西宁街道办事处 文字综合职位 女六组

219 狄佳宁 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政府向阳街道办事处 行政管理职位 女六组

220 陈舒媛 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政府站前街道办事处 文字综合职位 女六组

221 党若涤 辽源市龙山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文字综合职位 女六组

222 刘楠 辽源市龙山区政务服务局 文字综合职位 女六组

223 任雪松 辽源市龙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规划管理职位 女六组

224 李硕 辽源市龙山区总工会 党建职位 女六组

225 牛佳 中共辽源市龙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纪检监察职位2 女六组

226 胡楠 中共辽源市龙山区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职位2 女七组

227 葛卓 中共辽源市龙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文字综合职位 女七组

228 李思奇 中共辽源市龙山区委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政府信访局 文字综合职位 女七组

229 周妍 中共辽源市龙山区委宣传部 新闻宣传职位 女七组

230 遇莹 辽源市西安区安家街道办事处 服务基层项目职位 女七组

231 孟小驹 辽源市西安区东山街道办事处 文字综合职位 女七组

232 李琳鹭 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人民政府 行政执法职位1 女七组

233 张嘉琪 辽源市西安区工交财贸工会委员会 文字综合职位 女七组

234 刘垚 辽源市西安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综合管理职位 女七组

235 张赫文 辽源市西安区教育局 财务审计职位 女七组

236 战扬 辽源市西安区精神文明办公室 新闻宣传职位 女七组

237 刘超然 辽源市西安区审计局 财务审计职位 女七组

238 关勇喆 辽源市西安区卫生健康局 综合信息处理职位 女七组

239 邓舒元 辽源市西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文字综合职位 女七组

240 孙铭鑫 中共辽源市西安区委西安区人民政府信访局 文字综合职位 女七组

241 刘家圆 中共辽源市西安区委政法委员会 文字综合职位 女七组

242 刘宝莹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辽源市西安区委员会 文字综合职位 女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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