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报考单位 考号 姓名

1
石龙区委办公室-石龙区委政
策研究室

4104040124 李文静

2
石龙区委办公室-石龙区委政
策研究室

4104040304 贾晓兰

3
石龙区纪委监委-石龙区优化
经济发展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

4104040325 刘浩

4
石龙区委巡察办-石龙区巡察
数据信息中心

4104040420 耿潇江

5
石龙区人大办公室-石龙区人
大后勤服务中心

4104040612 王睿智

6
石龙区政协办公室-石龙区政
协机关电子政务中心

4104040704 尹英行

7
石龙区委组织部-石龙区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4104040824 王天

8
石龙区委政法委-石龙区综治
中心

4104040915 潘鹏博

9
石龙区委宣传部-石龙区互联
网信息中心

4104041019 方许

10
石龙区委统战部-石龙区民族
宗教事务服务中心

4104041203 盛朋克

11
石龙区委编办-石龙区行政事
业单位登记服务中心

4104041308 李静静

12
石龙区委石龙区政府督查局-
石龙区督查督办信息中心

4104041420 任罗彬

13
石龙区政府办-石龙区大数据
中心

4104041524 王金豪

14
石龙区政府办-石龙区大数据
中心

4104041819 苏航

15
石龙区财政局-石龙区资产清
收服务中心

4104042430 汪威帆

16
石龙区财政局-石龙区资产清
收服务中心

4104042111 崔灝

17
石龙区发改委-石龙区政府建
设项目服务中心

4104042705 肖荪昂

18
石龙区发改委-石龙区政府建
设项目服务中心

4104042611 殷彤斐

19
石龙区建设和交通局-石龙区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4104043014 苏耘舒

20
石龙区建设和交通局-石龙区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4104042801 李自轩

21
石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失业保险服务中心

4104043423 李恒



22
石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失业保险服务中心

4104043430 郝斌

23
石龙区应急管理局-石龙区安
全生产执法大队

4104043725 车云龙

24
石龙区应急管理局-石龙区安
全生产执法大队

4104043721 陈宏达

25
石龙区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石
龙区产业集聚区企业综合服务
中心

4104044008 王筱元

26
石龙区乡村振兴局-石龙区扶
贫开发信息服务中心

4104044105 李晨光

27
石龙区乡村振兴局-石龙区扶
贫开发信息服务中心

4104044224 田晨

28
石龙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石
龙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4104044310 鲁晓通

29
石龙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石
龙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4104044308 杨明明

30
石龙区民政局-石龙区社会福
利中心

4104044421 张星

31
石龙区民政局-石龙区社会福
利中心

4104044503 张逸飞

32
石龙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石龙
区卫生计生监督所

4104044902 崔少洁

33
石龙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石龙
区卫生计生监督所

4104044901 谭卓

34
石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石龙
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4104045029 田得雨

35
石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石龙
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4104045223 尹晓阳

36
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石
龙区分局-石龙区不动产登记
中心

4104045507 师永乾

37
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石
龙区分局-石龙区不动产登记
中心

4104045430 王腾辉

38
石龙区城市管理局-石龙区市
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中心

4104045512 杨鹏博

39
石龙区城市管理局-石龙区市
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中心

4104045524 周炜峰

40
石龙区教育体育局-石龙区电
教仪器站

4104046125 贾彬

41
石龙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石
龙区文化馆

4104046310 苏畅

42
石龙区商务局-石龙区招商引
资及营商环境建设服务中心

4104046924 王英旭

43
石龙区医疗保障局-石龙区社
会医疗保险中心

4104047007 余文濠



44
石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石龙
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服务中心

4104047107 陶龙仁

45
石龙区行政服务中心-石龙区
行政服务中心

4104047204 孙奥骅

46
石龙区机关服务中心-石龙区
机关服务中心

4104047225 栗彦艳

47
石龙区统计局-石龙区城乡调
查队

4104047322 乔家杰

48
石龙区信访局-石龙区群众来
信来访接待中心

4104047415 程英哲

49
石龙区审计局-石龙区审计局
计算机信息中心

4104047511 杨鹏勋

50
石龙区科技局-石龙区科技创
新发展中心

4104047621 王伟州

51 石龙区司法局-石龙公证处 4104047804 熊友鑫

52
石龙区搬迁安置办公室-石龙
区搬迁安置办公室

4104047825 吴莹

53
石龙区人民路街道办事处-石
龙区人民路街道经济发展服务
中心

4104048123 杜思雨

54
石龙区人民路街道办事处-石
龙区人民路街道经济发展服务
中心

4104047925 安向远

55
石龙区高庄街道办事处-石龙
区高庄街道文化服务中心

4104048308 田茂林

56
石龙区高庄街道办事处-石龙
区高庄街道文化服务中心

4104048230 曹少颍

57
石龙区龙河街道办事处-石龙
区龙河街道文化服务中心

4104048515 刘华丽

58
石龙区龙河街道办事处-石龙
区龙河街道文化服务中心

4104048426 闫冰

59
石龙区龙兴街道办事处-石龙
区龙兴街道文化服务中心

4104048819 张吉平

60
石龙区龙兴街道办事处-石龙
区龙兴街道文化服务中心

4104048623 郭力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