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0年上半年德阳市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体检合格人员名单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招录机关 职位编码 体检结论

唐瑞寒 男 3072050102517 旌阳区纪委监委 26205002 合格

赖盈盈 女 3072050201404 旌阳区财政支付中心 26205003 合格

赵晓芸 女 3072050304521
旌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二）
26205005 合格

黄艳 女 3072050100612
旌阳区道路运输管理所

（一）
26205006 合格

唐杰 男 3072050301313
旌阳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
26205008 合格

刘浩然 男 3072050303310
旌阳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
26205008 合格

蒋继承 男 3072050301128
旌阳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
26205008 合格

陈雪 女 3072050304819
旌阳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
26205008 合格

景月 女 3072050104101 旌阳区社会经济调查队 26205010 合格

邹梦圆 女 307205010090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

汉市委员会办公室
26205013 合格

李瑞雪 女 3072050102626
广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一）
26205014 合格

康竹 女 3072050203719
广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
26205015 合格

丁鸿飞 男 3072050500819 广汉市卫生健康局（二） 26205017 合格

卢卿莹 女 3072050102905
广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和金融工作局
26205018 合格

蒯瑶 女 3072050100530 广汉市信访局 26205019 合格

章程 男 3072050104625
广汉市乡村振兴发展服务

中心
26205021 合格

张小桐 女 3072050203730
广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局
26205022 合格

刘鸣潇 女 3072050100618
广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一）
26205024 合格

杨在盛 男 3072050101614
广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二）
26205025 合格

马嘉 男 3072050500210
广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二）
26205025 合格

钟家欢 女 3072050500513 广汉市水政监察大队 26205026 合格

张璐 女 3072050100503 广汉市水政监察大队 26205026 合格

曾令国 男 3072050301309
广汉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一）
26205027 合格

林雨谷 男 3072050304523
广汉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二）
26205028 合格

周宣名 男 3072050202825 广汉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26205030 合格

陈路 男 3072050204320
广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

督执法大队（一）
26205031 合格

兰博 男 3072050204318
广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

督执法大队（一）
26205031 合格

李亚军 男 3072050104510
广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

督执法大队（二）
26205032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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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招录机关 职位编码 体检结论

李非璠 女 3072050204625 什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6205034 合格

任一鸣 男 3072050103523 什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6205034 合格

李秋静 男 3072050202414 什邡市交通运输局 26205035 合格

黎超 男 3072050102317 什邡市卫生健康局（一） 26205036 合格

张魏鑫尧 男 3072050203112
什邡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一）
26205038 合格

骆雪锋 男 3072050501012
什邡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二）
26205039 合格

戴成竹均 女 3072050201018
什邡市乡村振兴发展服务

中心
26205040 合格

谭韬 男 3072050304110
什邡市乡村振兴发展服务

中心
26205040 合格

陈玉 女 3072050203102 什邡市农村能源服务中心 26205041 合格

何秋佳 女 3072050200612
绵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
26205047 合格

王婷 女 3072050101122 绵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6205048 合格

叶曦玥 女 3072050101323 绵竹市交通运输局 26205049 合格

米晨 男 3072050201403 绵竹市医疗保障局 26205051 合格

杜华奕 女 3072050304802
中共中江县纪委监委

（一）
26205066 合格

任震 男 3072050202327
中共中江县纪委监委

（一）
26205066 合格

莫睿涵 男 3072050302211
中共中江县纪委监委

（一）
26205066 合格

叶秋月 女 3072050203711
中共中江县纪委监委

（一）
26205066 合格

龚敬 男 3072050202105
中共中江县纪委监委

（二）
26205067 合格

余珊珊 女 3072050500405
中共中江县纪委监委

（二）
26205067 合格

邵晨红 女 3072050102927 中共中江县委宣传部 26205069 合格

江尚峰 男 3072050200301 中江县教育局（一） 26205070 合格

李雯岚 女 3072050204617 中江县教育局（二） 26205071 合格

成洁 女 3072050203220 中江县审计局 26205073 合格

唐静 女 3072050100105 中江县审计局 26205073 合格

陈星宇 女 3072050301404
中江县发展和改革局

（二）
26205075 合格

王鑫 女 3072050102211
中江县发展和改革局

（三）
26205076 合格

向明涛 男 3072050303405 中江县行政审批局（二） 26205078 合格

屈靖宇 男 3072050103904 中江县行政审批局（三） 26205079 合格

向黎明 女 3072050302502 中江县自然资源局（二） 26205081 合格

陈世帅 男 3072050100305 中江县自然资源局（三） 26205082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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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招录机关 职位编码 体检结论

刘黄玲 女 3072050201801
中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
26205083 合格

庞高明 男 3072050302620
中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
26205083 合格

廖婧可 女 3072050100509
中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
26205083 合格

陈明航 男 3072050300611
中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三)
26205085 合格

童锐 女 3072050200627
中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五）
26205087 合格

白德师 男 3072050101901 中江县卫生健康局（一） 26205088 合格

王韬 男 3072050204007 中江县应急管理局 26205090 合格

宋静 女 3072050303025
中江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

技术局(一）
26205091 合格

卿良立志 男 3072050103124
中江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

技术局（二）
26205092 合格

孔艾岚 男 3072050103419
中江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一）
26205093 合格

胡敏 女 3072050104813
中江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二）
26205094 合格

黄夕芮 女 3072050303129
中江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三）
26205095 合格

成茜 女 3072050104021 德阳市中江生态环境局 26205096 合格

朱珠 女 3072050203609 中江县信访局（二） 26205098 合格

彭豪 女 3072050200622 中江县医疗保障局 26205099 合格

喻侯峰 男 3072050103229 中江县医疗保障局 26205099 合格

熊伟 男 3072050300301
中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二）
26205101 合格

韦凯 男 3072050104430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江

县委员会
26205103 合格

陈豪 男 3072050102728 中江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6205105 合格

周心甜 女 3072050101512 中江县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26205106 合格

武炳旭 男 3072050203706 中江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26205107 合格

崔瑾玲 女 3072050201929 中江县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26205107 合格

李言彦 男 3072050103913
中江县安全生产监察执法

大队
26205108 合格

付佩艺 女 3072050201022
中江县安全生产监察执法

大队
26205108 合格

谢敏 女 3072050301721
中江县安全生产监察执法

大队
26205108 合格

武明贵 男 3072050101809
中江县安全生产监察执法

大队
26205108 合格

王若驹 男 3072050204812 中江县环境监察大队 26205109 合格

周子涵 男 3072050302417 中江县环境监察大队 26205109 合格

廖佳文 女 3072050301407 中江县环境监察大队 26205109 合格

杨慧 女 3072050304704
中江县建设监察大队

（一）
2620511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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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招录机关 职位编码 体检结论

杨娟 女 3072050103007
中江县建设监察大队

（一）
26205110 合格

汪倩 女 3072050302125
中江县建设监察大队

（一）
26205110 合格

谢浪 男 3072050104504
中江县建设监察大队

（三）
26205112 合格

龚威 男 3072050203008
中江县建设监察大队

（三）
26205112 合格

曹育嘉 女 3072050202324 中江县防汛抗旱办公室 26205113 合格

黄梦 女 3072050202209 中江县防汛抗旱办公室 26205113 合格

杨祺 男 3072050300329
中江县乡村振兴发展服务

中心（一）
26205114 合格

白海艺 男 3072050302201
中江县乡村振兴发展服务

中心（二）
26205115 合格

魏巍 女 3072050302525
中江县乡村振兴发展服务

中心（二）
26205115 合格

涂璨 女 3072050102323 中江县供销社 26205116 合格

刘志鹏 男 3072050200104 中江县地方经济调查队 26205117 合格

孙诗鉴 男 3072050302729 中江县地方经济调查队 26205117 合格

周维 男 3072050302122 中江县地方经济调查队 26205117 合格

周伟 男 3072050300623 中江县地方经济调查队 26205117 合格

何俊宏 男 3073050403220 旌阳区旌阳街道办事处 26305011 合格

李昌豪 男 3073050501603 旌阳区孝感街道办事处 26305012 合格

罗津津 女 3073050400713 广汉市三水镇机关 26305033 合格

周灿 男 3073050502406 什邡市师古镇机关（一） 26305043 合格

冯功洁 女 3073050403314 什邡市师古镇机关（二） 26305044 合格

李垚 男 3073050402514 什邡市洛水镇机关 26305045 合格

王鑫 男 3073050501901
绵竹市剑南街道办事处

（一）
26305053 合格

陈辉 男 3073050404730
绵竹市剑南街道办事处

（二）
26305054 合格

瞿晓楠 男 3073050501903 绵竹市街道办事处（一） 26305055 合格

唐菀潞 女 3073050502204 绵竹市街道办事处（二） 26305056 合格

吴韬远 男 3073050405725 绵竹市街道办事处（二） 26305056 合格

吴明睿 男 3073050501227 绵竹市街道办事处（二） 26305056 合格

曹琴 女 3073050400518 绵竹市孝德镇机关 26305057 合格

肖静洋 女 3073050405505 绵竹市新市镇机关 26305058 合格

张鑫 男 3073050402022 绵竹市新市镇机关 26305058 合格

张鹏 男 3073050501321 绵竹市新市镇机关 26305058 合格

宋怡然 男 3073050403609 绵竹市清平镇机关 26305059 合格

张昊 男 3073050404413 绵竹市清平镇机关 26305059 合格

张燚鑫 男 3073050501720 绵竹乡镇机关（一） 2630506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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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招录机关 职位编码 体检结论

刘期悦 女 3073050405605 绵竹乡镇机关（一） 26305060 合格

练致昱 男 3073050403722 绵竹乡镇机关（二） 26305061 合格

骆辰玥 女 3073050403402 绵竹乡镇机关（三） 26305062 合格

王丹 女 3073050403516 绵竹乡镇机关（三） 26305062 合格

陈帆 男 3073050501613 绵竹乡镇机关（四） 26305063 合格

方雅熙 女 3073050401824 绵竹乡镇机关（四） 26305063 合格

邱爽 男 3073050502310 绵竹乡镇机关（四） 26305063 合格

叶泽华 男 3073050401721 绵竹乡镇机关（五） 26305064 合格

张龙 男 3073050400115 绵竹乡镇机关（五） 26305064 合格

赵蕾然 女 3073050502013 绵竹乡镇机关（六） 26305065 合格

田睿 男 3073050402027 绵竹乡镇机关（六） 26305065 合格

马铃钦 女 3073050403517 中江乡镇机关（一） 26305118 合格

杨钰玺 男 3073050501704 中江乡镇机关（一） 26305118 合格

邓章睆 男 3073050400309 中江乡镇机关（一） 26305118 合格

罗瑞 男 3073050402921 中江乡镇机关（一） 26305118 合格

肖权华 男 3073050405206 中江乡镇机关（二） 26305119 合格

王帅 男 3073050501611 中江乡镇机关（二） 26305119 合格

李小波 男 3073050502114 中江乡镇机关（二） 26305119 合格

黄影 女 3073050501102 中江乡镇机关（二） 26305119 合格

董玮 女 3073050402618 中江乡镇机关（二） 26305119 合格

王逍 男 3073050502210 中江乡镇机关（三） 26305120 合格

龚海 男 3073050400407 中江乡镇机关（三） 26305120 合格

姚泽军 男 3073050403225 中江乡镇机关（三） 26305120 合格

付明珠 女 3073050401305 中江乡镇机关（三） 26305120 合格

唐晨曦 男 3073050502129 中江乡镇机关（四） 26305121 合格

张欢 女 3073050405405 中江乡镇机关（四） 26305121 合格

杨禹 男 3073050404922 中江乡镇机关（四） 26305121 合格

宣兴琦 男 3073050402816 中江乡镇机关（四） 26305121 合格

曹沥 女 3073050405721 中江乡镇机关（四） 26305121 合格

李清华 女 3073050502219 中江乡镇机关（四） 26305121 合格

黄雨莎 女 3073050501511 中江乡镇机关（五） 26305122 合格

刘宇鹏 男 3073050502729 中江乡镇机关（五） 26305122 合格

杨凤 女 3073050402505 中江乡镇机关（五） 26305122 合格

向导 男 3073050403613 中江乡镇机关（六） 26305123 合格

钟道维 男 3073050501303 中江乡镇机关（七） 26305124 合格

刘延东 男 3073050400528 中江乡镇机关（七） 26305124 合格

刘永洋 男 3073050400203 中江乡镇机关（七） 26305124 合格

崔贤香 女 3073050401408 中江乡镇机关（七） 26305124 合格

曹修森 男 3073050404408 中江乡镇机关（七） 26305124 合格

胥峻豪 男 3073050403529 中江乡镇机关（八） 26305125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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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雪 女 3073050502925 中江乡镇机关（九） 26305126 合格

陶志成 男 3073050404005 中江乡镇机关（九） 26305126 合格

余俊霖 男 3073050501329 中江乡镇机关（九） 26305126 合格

袁海宏 男 3073050405612 中江乡镇机关（九） 26305126 合格

唐胜蓝 女 3073050501722 中江乡镇机关（九） 26305126 合格

杨杰 男 3073050400317 中江乡镇机关（九） 26305126 合格

杨均 男 3073050404718 中江乡镇机关（十） 26305127 合格

洪其涛 男 3073050501914 中江乡镇机关（十） 26305127 合格

饶芳 女 3073050405025 中江乡镇机关（十） 26305127 合格

杨懋森 男 3073050501318 中江乡镇机关（十） 26305127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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