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
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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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原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096001)

71.275
高森 130241011402930

李滨 130251001607908

国家税务总局原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096002)

74.25
周霄珺 130241010902502

陈奕文 130241011100810

国家税务总局原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096003)

74.2 常昕颖 130241193505727

国家税务总局延津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097001)

67.325
杨志伟 130241011006408

乔道凡 130241011408824

国家税务总局延津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097002)

70.45
李晨萌 130236071505412

陈晓婷 130241010606922

国家税务总局延津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097003)

73.125 王俊钦 130241011305908

国家税务总局封丘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098001)

73.325
陈张启 130241010904305

李栋 130241021705502

国家税务总局封丘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098002)

77.55
赵永博 130241010805109

申艺璇 130241011203407

国家税务总局封丘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098003)

73.7 李登辉 130241010906825

国家税务总局长垣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099001)

71.475 邵一博 130241032505921

国家税务总局长垣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099002)

73.35 梁文博 130241010905801

国家税务总局长垣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099003)

70.275 李广聪 130250011803916

国家税务总局长垣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099004)

71.375 刘雪 130250012701408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一级
行政执法员（一）(300110101001)

73.5 郭志维 130241010905518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一级
行政执法员（二）(300110101002)

74.625 杨莹莹 130241010803325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一级
行政执法员（三）(300110101003)

76.525 靳晗 130241011406306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解放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102001)

71 薛永翔 1302410109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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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解放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102002)

75.325 张乃芳 130241193506310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解放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102003)

75 李鹏月 130213011505711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山阳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103001)

73.375 李卓林 130214015001713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山阳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103002)

75.375 王凤然 130241193601724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山阳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103003)

75.525 丁磊情 130241193502728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中站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104001)

72.875 李岩昊 130214011400315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中站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104002)

72.65 周青 130253010302527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中站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104003)

73.3
宋扬 130241022000616

蔡雨诗 130241032604413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马村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105001)

75.2 王瑞鑫 130241011506020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马村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105002)

73.575 贾敏 130253018907528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马村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105003)

75.625 史云鹏 130241010900309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马村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四）(300110105004)

75.5 杨莹 130241193506412

国家税务总局沁阳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06001)

72.625 魏丕政 130237020402930

国家税务总局沁阳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06002)

73.05 王雨欣 130241010702508

国家税务总局沁阳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06003)

68.525
刘晓娟 130241010807919

李文俊 130241193504302

国家税务总局孟州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07001)

70.125 胡俊涛 130265012201701

国家税务总局孟州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07002)

74 张丽娟 130241011007907

国家税务总局孟州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07003)

72.6 杨文博 130241011408126

国家税务总局武陟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08001)

69.175
胡俊杰 130211191402313

王哲 13024102200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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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武陟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08002)

74.275
李桠宁 130212011901129

王雨威 130241011408411

国家税务总局修武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09001)

67.2 葛庚伸 130237011403217

国家税务总局修武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09002)

72.25 马豪豪 130241010806527

国家税务总局修武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09003)

70.975
陈珊珊 130241011109112

聂文娟 130241011401421

国家税务总局博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10001)

72.3
贾恒超 130214014502221

程新博 130241032506319

国家税务总局博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10002)

70.3
赵婉 130241011000329

胡舒晴 130241193504716

国家税务总局温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11001)

72.525
韩金良 130241032400417

王超 130250011203004

国家税务总局温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11002)

71.225
刘梦娜 130223010503126

李欣欣 130241011503618

国家税务总局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一级
行政执法员(300110113001)

77.475 牛瑞峰 130241010606804

国家税务总局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一）(300110114001)

77.625 刘皎然 130241010709525

国家税务总局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二）(300110114002)

74.375 苏依琳 130241010701111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濮阳工业园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
法员(300110115001)

70.975 付晓洁 130241193602229

国家税务总局濮阳市华龙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116001)

74.05 张雪娜 130241022005706

国家税务总局濮阳市华龙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116002)

75.5 王锦阳 130237012804526

国家税务总局濮阳市华龙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116003)

75.625 韩建严 130241010907304

国家税务总局濮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17001)

72.15 王毫杰 130241010905620

国家税务总局濮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17002)

74.725 高洁 1302410107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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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清丰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18001)

73.95 王翔宇 130241022201712

国家税务总局清丰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18002)

75.1 陈若楠 130243011402112

国家税务总局清丰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18003)

72.4 徐贝妮 130241022202705

国家税务总局南乐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19001)

72.95
郭以祥 130237011901516

李阳 130241011509127

国家税务总局南乐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19002)

72.3
白雪 130223013704614

胡晓雯 130241010808125

国家税务总局南乐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19003)

73.175 孙一帆 130241011305604

国家税务总局范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20001)

75.35
王晓覃 130241010700427

何澈 130241010802328

国家税务总局范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20002)

70.875
高国仓 130241010904602

李宪坤 130241143300711

国家税务总局范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20003)

69.525 谭雅娟 130241011306427

国家税务总局范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120004)

69.075 王征宇 130241010600418

国家税务总局台前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21001)

73

徐天妍 130232030700316

孙司琪 130241010803815

潘晓雨 130241011100117

国家税务总局台前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21002)

74 李兆晨 130241022102016

国家税务总局台前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21003)

72.625 岳璐 130241011108029

国家税务总局台前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121004)

72.15 孙一鸣 130241011108314

国家税务总局台前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五）
(300110121005)

74.175 史守同 130241010903216

国家税务总局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300110123001)

76.825 曹凌浩 130241010805213

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一级
行政执法员(300110124001)

74.35 王晶晶 1302130107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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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东城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125001)

77 翦腾哲 130241011500726

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东城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125002)

75.8 徐佳蕾 130262010300119

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魏都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126001)

75.65 田万里 130241010803627

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魏都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126002)

75.9 陈芮格 130241011508014

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建安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127001)

75.65 司宇 130251001204618

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建安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127002)

74.375 张静依 130241011203511

国家税务总局长葛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28001)

70.825
屈超瑞 130241011002928

胡志恒 130241021901713

国家税务总局长葛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28002)

73.15
闫瑞娟 130241010601304

杨培 130241011406428

国家税务总局长葛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28003)

72.75 徐少良 130241011508727

国家税务总局禹州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29001)

70.875
孙超凡 127241011005819

王昱坤 130213011200208

国家税务总局禹州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29002)

73.55
魏薪洋 130241010903722

郭艳钰 130241011104830

国家税务总局禹州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29003)

76.5 王榕榕 130214012801505

国家税务总局鄢陵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30001)

70.025
康宜煊 130241022202212

张帆 130241032602205

国家税务总局鄢陵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30002)

73.6
马昕迪 130241010904627

尚梦圆 130241010906721

国家税务总局鄢陵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30003)

75.7 温东欣 130222011600516

国家税务总局鄢陵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130004)

75.325 岳山锋 1302410220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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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襄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31001)

72.325
王晓鹏 130241010601607

徐浩楠 130241011002820

国家税务总局襄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31002)

75.2
李珂 130241010709712

王萌 130241011103709

国家税务总局襄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31003)

72.975 聂菁 130241021704203

国家税务总局襄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131004)

70.575 赵仪临 130241021803112

国家税务总局漯河市源汇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134001)

68.65 吕亚萌 130241011506525

国家税务总局漯河市召陵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136001)

70.775
鲁万军 130241011407102

肖阳洋 130241142902218

国家税务总局舞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37001)

71.275

黄怀立 130241010709924

王潇洒 130241010803504

杜皓天 130241010805616

邹欢 130242012517703

马浩宇 130253018701121

国家税务总局舞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37002)

71.875

赵沛格 130213011510115

杨怡凡 130231012001627

王茹楠 130241011204730

王宁 130241021802428

赵西云 130241143100522

国家税务总局舞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37003)

70.375 曾省身 130241011301806

国家税务总局舞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137004)

74.075 滑鑫 130241011007214

国家税务总局舞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五）
(300110137005)

73.175 王蔚林 130242012414410

国家税务总局舞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六）
(300110137006)

72.175 柳孟阳 13024101060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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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临颍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38001)

70.275

贾磊 130241010801827

何博洋 130241011108214

盛广豪 130241142904220

国家税务总局临颍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38002)

71.725

梁莉阳 130241010605501

朱亚辉 130241011108621

李依铭 130241021701326

国家税务总局临颍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38003)

70.575 葛腾 130241011006629

国家税务总局临颍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138004)

76.85 安宁 130223010203324

国家税务总局临颍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五）
(300110138005)

73.7

黄金山 130241010801327

许雯捷 130241010900521

安思嘉 130241011106512

王普辉 130241011304917

郭霖霖 130241011404924

国家税务总局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300110140001)

70.025 高轲枫 130241011503512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三门峡经济开发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一）(300110141001)

71.375 宋鹏鹏 130261010823915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三门峡经济开发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二）(300110141002)

73 孙金灵 130241021901413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三门峡经济开发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三）(300110141003)

73.625 倪金叶 130250012700604

国家税务总局三门峡市湖滨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一）(300110142001)

70.225 贾景博 130241032600403

国家税务总局三门峡市湖滨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二）(300110142002)

73.025 冯莹 130241011307619

国家税务总局三门峡市湖滨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三）(300110142003)

73.275 张钦达 130213011001325

国家税务总局三门峡市陕州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一）(300110143001)

65.175 莫浩源 130241011100720

国家税务总局三门峡市陕州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
员（二）(300110143002)

68.95 秦珂 130241032401622

国家税务总局灵宝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44001)

74.7 张晓峰 1302111225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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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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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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灵宝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44002)

72.725 宋鸽 130241032404107

国家税务总局卢氏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45001)

73.15
牛永茂 130241011204101

薛兆贵 130241032601509

国家税务总局卢氏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45002)

74.05
张歆 130241010602818

李丹婧 130241032400427

国家税务总局渑池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46001)

72.85 毛淑玉 130241193501123

国家税务总局渑池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46002)

68.65 贾书双 1302410114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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