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
3月30日面试入围体检和考察人选

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综合成绩

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国家税务总局宜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44002)

73.45 陈静怡 130211021000407

国家税务总局宜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44003)

73.075 李园园 130241032504207

国家税务总局汝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45001)

74 杨晓宁 130241032505309

国家税务总局汝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45002)

75.025

许琛桐 130241032601705

杜昆晓 130241032404503

国家税务总局汝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45003)

71.9 刘柏缨 130241032504015

国家税务总局栾川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46001)

72.775 常源 130241022003823

国家税务总局栾川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46002)

74.325 徐琳 130241010905330

国家税务总局栾川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46003)

69.95 朱睿 130241032404005

国家税务总局嵩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47001)

74.525

王隆杰 130241032501413

段志利 130241032600218

国家税务总局嵩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47002)

73.15

胡莹莹 130241032502803

邱无非 130241032506729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48001)

68.575 于昕晨 130241032602419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48002)

71.7 贾岚 130241011507311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48003)

73.425 王乐芳 130241032505327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300110050002)

71.5 石晓宾 130253010700407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300110050003)

74.725 王秋丽 130261010803120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300110050004)

72.2 冯晗笑 130241193503324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300110050005)

73.075 楚沪航 130241010608830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300110051001)

71.1 王弟凯 130241010701722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300110051002)

76.45 杨蓓蓓 1302410217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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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300110051003)

76.6 张瑞奇 130223012300819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300110051004)

71.85 张雷 130241011306227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新华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一）(300110052001)

71.875 杨腾飞 130241010805904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新华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二）(300110052002)

78.4 乔湲津 130241011200203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新华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三）(300110052003)

74.175 张岩 130231013401310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卫东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一）(300110053001)

69.8 马明道 130241011106913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卫东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二）(300110053002)

75.85 刘一笑 130241011300606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卫东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三）(300110053003)

76.6 张倩奕 130241032402114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湛河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一）(300110054001)

73.55 李炟 130241010808926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湛河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二）(300110054002)

73.8 吕佳昕 130241010708116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湛河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三）(300110054003)

73.975 席亚鑫 130241010804707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石龙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一）(300110055001)

74.3 孙家正 130241011005206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石龙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二）(300110055002)

75.725 丁丹丹 130241032601402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石龙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三）(300110055003)

76.975 王晨昉 130241011300902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石龙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四）(300110055004)

75.925 韩治皓 130241010802021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石龙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五）(300110055005)

74.6 臧宣宣 130211193501922

国家税务总局舞钢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56001)

73.4

许轲轲 130241011109802

谭子东 130237011602511

国家税务总局舞钢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56002)

69.875

杨梦园 130241010801710

张嘉真 130241011004125

国家税务总局宝丰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57001)

74.025 王琛 13024101150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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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宝丰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57002)

74.8 邹金静 130241011302920

国家税务总局宝丰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57003)

75.4

张康宁 130241193700109

刘睿峰 130261010718429

国家税务总局叶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58001)

72 代新元 130241011200705

国家税务总局叶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58002)

75.875 李婧 130241010800906

国家税务总局叶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58003)

67.075

兰婧斐 130241032500422

王真真 130241011306011

国家税务总局鲁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59001)

70.85 侯帅帅 130241010604313

国家税务总局鲁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59002)

74.3 史怡帆 130241032405126

国家税务总局鲁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59003)

70.625 王慧敏 130237020701828

国家税务总局鲁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四）(300110059004)

70.05 陈亚格 130241193505827

国家税务总局郏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60001)

73.3

邢政蕾 130241010803422

刘佳康 130241022005322

国家税务总局郏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60002)

73.3

许曼琪 130241010800316

宋慧淑 130222011801726

国家税务总局郏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60003)

75.8 王梦泊 130241010601915

国家税务总局郏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四）(300110060004)

71.25 林平 130241032401228

国家税务总局汝州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61001)

73.275

王利彩 130244011111117

周泽昂 130241022102013

国家税务总局汝州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61002)

70.75

陈乐丹 130241022004903

王晓燕 130253019108409

国家税务总局汝州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61003)

73.575 王梦帆 13024103260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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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汝州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四）(300110061004)

70.15 周可蒙 130241032505014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
局一级行政执法员(300110063001)

74.575

杨欣欣 130241011403024

成瑾 130211198001515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
局一级行政执法员(300110064001)

70.775 范晓嫣 130241011100512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北关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300110066001)

71.3 陈贵勤 130241022003108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文峰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300110067001)

72.75

杨茈薇 130241011500204

牛鹏泳 130241010704729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殷都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300110068001)

74.5

孙婧 130241021705616

张旗 130223013602301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龙安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一）(300110069001)

75.25 孟子雯 130241011504812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龙安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二）(300110069002)

71.675 袁树敏 130241010604823

国家税务总局林州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70001)

72.3

张峻 130241011104129

张瑜 130241010706616

国家税务总局林州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70002)

74.15 程侃 130242010604901

国家税务总局林州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70003)

76.65

秦冰 130241011505617

牛琛 130214012602329

国家税务总局林州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四）(300110070004)

73.25 张丹丹 130241011404022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71001)

76.5 白雅楠 130241010908002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71002)

71.95 米肖微 130241010905221

国家税务总局汤阴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72001)

74.375

张慧琳 130241011304916

申洁斌 130241010903828

白皓天 13024101110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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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汤阴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72002)

70.65

杨澜 130212014300311

王凯 130245012701822

国家税务总局汤阴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72003)

75.375

陈栋 130241011403427

陈岚 130241011400728

国家税务总局汤阴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四）(300110072004)

72.75 张贵荣 130241011006424

国家税务总局内黄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73001)

74.35

张启帆 130241021705024

孙大力 130241011306126

国家税务总局内黄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73002)

73.15

李嘉琪 130241011200411

胡钰静 130214011101502

国家税务总局内黄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73003)

73.425

马新月 130231011901808

延丰麟 130241010603226

国家税务总局内黄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四）(300110073004)

73.375 贺梦媛 130214013500421

国家税务总局内黄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五）(300110073005)

70.95 李扬 130241022201125

国家税务总局滑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74001)

69.9

杨建鹏 130214013601609

王韶毅 130241021704728

李通达 130241010602121

国家税务总局滑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74002)

71.175

朱梦飞 130241011101501

袁一鸣 130214012200503

赵怡晴 130241022002110

国家税务总局鹤壁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300110076001)

73.575

胡小萌 130241011408323

胡元元 1302410221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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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
局一级行政执法员(300110077001)

73.7

陈静茹 130241011307522

胡文博 130241022004325

国家税务总局鹤壁市山城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一）(300110078001)

69.05 宋益增 130241011302822

国家税务总局鹤壁市山城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二）(300110078002)

70.825 李佳芳 130241011406420

国家税务总局鹤壁市山城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三）(300110078003)

72.75 高晓杰 130241010601127

国家税务总局鹤壁市山城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四）(300110078004)

74.975 黄岩松 130241021900316

国家税务总局鹤壁市鹤山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一）(300110079001)

70.85 贾成虎 130213010802513

国家税务总局鹤壁市鹤山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二）(300110079002)

75.75 单颖 119253010614513

国家税务总局鹤壁市鹤山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三）(300110079003)

74.3 郭琪 130241011006809

国家税务总局鹤壁市鹤山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四）(300110079004)

72.875 徐斐然 130241010605913

国家税务总局鹤壁市淇滨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300110080001)

75.825

李苹 130241032501123

郭晓珂 130241011002030

国家税务总局浚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81001)

71.95

冯伟梁 130241032503109

侯林飞 130241010603006

许智杰 130221010701402

国家税务总局浚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81002)

72.425

吴亚楠 130241011307922

李兆年 130241010907207

王潇 130241011504912

国家税务总局浚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81003)

76.125 刘思佳 130214012100713

国家税务总局浚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四）(300110081004)

71.375 王玉洁 130241011304219

国家税务总局淇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82001)

72.65

牛文涛 130241011506320

杜林茂 130241032403502

杨培宇 13024101150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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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淇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82002)

71.05

冯铭珂 130241011508825

杨月 130241010606301

王银 130262010604217

国家税务总局淇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82003)

72.3

刘慧超 130241021804121

敬莹 130241010605318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卫滨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一）(300110088001)

72.375 魏亚林 130241010702909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卫滨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二）(300110088002)

76.625 刘凌宇 130241010903628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卫滨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三）(300110088003)

72.6 牛心如 130241011307330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红旗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一）(300110089001)

74.85

赵赫 130241022201205

丁凯旋 130222012801217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红旗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二）(300110089002)

74.875

郭楚杭 130211195703626

李海云 130242010211104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牧野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一）(300110090001)

75.475 张如一 130212011900419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牧野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二）(300110090002)

76.125 李攀 130211195601803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牧野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三）(300110090003)

73.775 蒋宜洁 130241021706021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凤泉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一）(300110091001)

71.25 李宏岩 130223010505402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凤泉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二）(300110091002)

76.925 任芳欣 130241010606602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凤泉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三）(300110091003)

74.375 卓培歌 130241010607008

国家税务总局辉县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92001)

69.575 齐家彬 130241021705903

国家税务总局辉县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92002)

76.5 王瑞琪 130242012704109

国家税务总局辉县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92003)

76.8 宋恒 130241011305330

国家税务总局辉县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四）(300110092004)

71.7 张岚 1302410221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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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
3月30日面试入围体检和考察人选

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综合成绩

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国家税务总局卫辉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93001)

73.35

张红岩 130241193702620

侯忠良 130241010705614

国家税务总局卫辉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93002)

76.175

刘颖 130241010806124

孙欣 130241022001116

国家税务总局卫辉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93003)

73.05 李坤朋 130241022000830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94001)

72.875

韩金辰 119211193601721

马千里 130241011101611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94002)

71.9

朱瑜瑶 130221013001722

陈统华 130241011303712

国家税务总局获嘉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095001)

75.85

万臻达 130241011105205

浮恩光 130241010603230

国家税务总局获嘉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095002)

74.3

段洪苏 130250010701919

朱紫秋 130241011401121

国家税务总局获嘉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095003)

70.475 邰原 130241010809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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