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巴中市2022年从优秀村（社区）干部、优秀工人农民、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事业编制人员、退役军人中考试录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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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试准考证号码 备注

全市统筹乡镇机关优秀村（社
区）干部

王君 4031130100213

拟录名额：6名
进入资格审查：18人

王海 4031130100722

刘焱 4031130100704

孙前平 4031130101711

李莉 4031130102305

杨安民 4031130102416

吴波 4031130101317

何强 4031130100306

张文 4031130100813

张勇军 4031130100117

张潇 4031130100416

林禹龙 4031130103229

赵力民 4031130102029

赵灿 4031130101614

郭磊 4031130101701

康巧玲 4031130101111

程元 4031130100629

蒲涛 4031130101611

南江县乡镇机关优秀工人农民
（一）

邓涛 4031130100229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3人

李东阳 4031130101717

岳龙 403113010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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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笔试准考证号码 备注

通江县乡镇机关优秀工人农民
（二）

王豪 403113010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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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杰 4031130101413

陈益斌 4031130100215

彭春 4031130102407

平昌县乡镇机关优秀工人农民
（三）

邓仕林 4031130100316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6人

李志宇 4031130100907

杨磊 4031130103204

张鹤耀 4031130103107

罗灵 4031130100509

贺柏双 4031130100205

巴州区乡镇机关服务基层项目
（一）

杨三才 4031130100829
拟录名额：1名
进入资格审查：3人

明利 4031130100506

雷爱军 4031130102007

恩阳区乡镇机关服务基层项目
（二）

吴德益 4031130101025

拟录名额：2名
进入资格审查：6人

沈宏力 4031130103303

岳望 4031130101623

赵红梅 4031130102203

秦瑜 4031130102006

董力衡 4031130101628

南江县乡镇机关服务基层项目
（三）

刘林 4031130103015

拟录名额：7名
进入资格审查：21人

杨彬 4031130101001

杨曜 4031130102211

何玉淋 4031130102524

张浩卓 4031130103012

贺俊霖 4031130103315

黄仕平 4031130101204

漆桂花 4031130100107

黎洁 403113010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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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笔试准考证号码 备注

南江县乡镇机关服务基层项目
（三）

冉飞 4031130100812

拟录名额：7名
进入资格审查：21人

孙力 4031130100216

李秋伶 4031130102418

何瑞江 4031130101315

陈定国 4031130102404

陈强 4031130102622

周鑫 4031130100713

赵文松 4031130102414

赵莉 4031130100101

姚顺敏 4031130100422

程晓东 4031130103327

蔡皓明 4031130100225

南江县乡镇机关服务基层项目
（四）

马忠超 4031130102026

拟录名额：7名
进入资格审查：21人

王生福 4031130103006

石途 4031130101927

冯潘 4031130100204

李坤龙 4031130100805

李杰 4031130102217

何凡 4031130103321

张仁威 4031130101722

张清 4031130103014

陈立 4031130100119

陈志慜 4031130100617

陈娟 4031130100709

陈婧 4031130101915

郭国风 4031130100218

董博 4031130102114

蔡春生 403113010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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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笔试准考证号码 备注

南江县乡镇机关服务基层项目
（四）

王映梅 4031130101115

拟录名额：7名
进入资格审查：21人

刘丹洋 4031130100811

李庆荣 4031130101518

侯童 4031130100220

姚通 4031130100512

通江县乡镇机关服务基层项目
（五）

王铬 4031130100503

拟录名额：6名
进入资格审查：18人

王敏 4031130102724

邓翔 4031130100830

刘东 4031130103027

李劲松 4031130100716

李锺文 4031130102614

杨宝林 4031130103115

杨顺 4031130101014

肖文涛 4031130102011

张武 4031130100521

张森 4031130102730

苗青松 4031130101612

赵鲜 4031130100418

袁侨 4031130102602

董贤枉 4031130102111

景鹏飞 4031130102010

程浩 4031130100309

雷江祥 4031130101812

通江县乡镇机关服务基层项目
（六）

石小英 4031130102809

拟录名额：4名
进入资格审查：13人（最后
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入资
格审查）

刘超 4031130103309

李东 4031130102719

杨茂平 4031130102603

陈大鹏 403113010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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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考单位 姓名 笔试准考证号码 备注

通江县乡镇机关服务基层项目
（六）

苟淞铭 4031130100815

拟录名额：4名
进入资格审查：13人（最后
一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入资
格审查）

苟斌 4031130101017

苟豪杰 4031130100206

赵薇 4031130101230

袁野 4031130101925

唐菊 4031130100208

黄兴旺 4031130101022

黄杰 4031130100303

平昌县乡镇机关服务基层项目
（七）

王红梅 4031130102511

拟录名额：6名
进入资格审查：18人

卢敏 4031130100717

任强 4031130100320

刘涛铭 4031130100124

孙逊 4031130101830

李阳 4031130101530

杨尚江 4031130100311

何朝政 4031130103304

谷仁杰 4031130101110

汪久淳 4031130102216

陈荣 4031130101220

邵森林 4031130102420

苟超鸣 4031130101108

欧秋林 4031130102510

周翔宇 4031130100624

秦星星 4031130100925

蒲洪均 4031130101021

谭智文 40311301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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