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
4月2面试入围体检和考察人选

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综合成绩

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周口经济开发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
法员（一）(300110193001)

71.85
王泽萌 130241011103712

刘家豪 130241011508411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周口经济开发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
法员（二）(300110193002)

72.95
王思珂 130241022101007

张蓓蓓 130241143301208

国家税务总局周口市川汇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194001)

71.4 王崧浩 130241142802608

国家税务总局周口市川汇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194002)

73.1 袁莉 130241011500110

国家税务总局周口市川汇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三）(300110194003)

76.525
侯博文 130241011504816

范晴晴 130241142804318

国家税务总局项城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95001)

67.175
刘传锴 130237090402729

张槐 130241142802711

国家税务总局项城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95002)

69.025
刘玉鑫 130241011509212

申琳嘉 130253019004812

国家税务总局扶沟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96001)

72.875
刘昂 130241011008913

雷万钧 130241022100104

国家税务总局扶沟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96002)

72.425
高士旗 130211070400301

刘冰洁 130241142901401

国家税务总局扶沟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96003)

68.825
张耀文 130241142804218

张梦珂 130241143300816

国家税务总局西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97001)

69.3 曹睿 130244011410418

国家税务总局西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97002)

70.05 杜明欣 130241143000305

国家税务总局西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97003)

69.525
袁亚杰 130241142900204

王小雪 130241143200430

国家税务总局商水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98001)

71.875 刘孟辉 130241143202602

国家税务总局商水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98002)

71.75 高艳春 13024101100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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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商水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98003)

70.825
于笑南 130241142902029

杜三磊 130241143201107

国家税务总局太康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99001)

73.95
谭景方 130241010803216

孙靖超 130241011508922

国家税务总局太康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99002)

69.525
常欣 130241010804013

刘盈如 130241011002821

国家税务总局郸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00001)

70.45
赵高翔 130241011002711

王威 130241143102517

国家税务总局郸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00002)

72.5
贾文言 130221020700726

孙靓珂 130241143101520

国家税务总局周口市淮阳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201001)

72.3
郑魁元 130236070102108

高威龙 130241032501208

国家税务总局周口市淮阳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201002)

72.825
齐妍妍 130241011203009

王艺欣 130241022005014

国家税务总局沈丘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02001)

71.2
高攀磊 130241010904710

卢飞雨 130241142802525

国家税务总局沈丘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02002)

72.075
于利利 130241010706101

张路路 130241021700315

国家税务总局鹿邑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03001)

69.95
姚哲哲 130237011400218

刘文豪 130241022202401

国家税务总局鹿邑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03002)

70.325
康靖昕 130241011506203

杨冰 130241032501122

国家税务总局汝南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08001)

73.625 白岩 130241010805817

国家税务总局汝南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08002)

70.175 张会敏 13024201190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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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汝南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08003)

75.25
梅畅 130222013102622

吕欣颖 130241011008825

国家税务总局汝南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208004)

76.975 张文俊 130214012201622

国家税务总局上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09001)

72.225 蔡晓东 130233060107512

国家税务总局上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09002)

75.325 张宁宁 130241010601920

国家税务总局上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09003)

71.625 林昊阳 130241010806120

国家税务总局上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209004)

74.2
骆浩洁 130241142803702

杨文娟 130241143100812

国家税务总局西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10001)

73.15 王宝森 130253018707124

国家税务总局西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10002)

75.375 王梦丹 130214012000914

国家税务总局西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10003)

75.775
王莹莉 130241010806519

袁源 130241032506613

国家税务总局遂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11001)

72.975 刘家昌 130241011506826

国家税务总局遂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11002)

74.8 文玉杰 130242011101827

国家税务总局遂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11003)

73.525
王艺帆 130237011400524

郭媛媛 130241032400601

国家税务总局遂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211004)

71.925 郭海滨 130241011401826

国家税务总局泌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12001)

70.75
吴中正 130211193501929

刘亚明 130241021802408

国家税务总局泌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12002)

69.675
黄文静 130221021001612

张苗苗 130241011000506

国家税务总局泌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12003)

67.925
杨漫漫 130237020203108

梁发泉 13025228100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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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泌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212004)

73.625
刘芮琦 130241011403723

苏筱雅 130241032503417

国家税务总局泌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五）
(300110212005)

67.5

冯云霞 130241010602411

宋赛 130241011504927

陈昭甫 130241193700125

国家税务总局确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13001)

71.925 任思奇 130241010904112

国家税务总局确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13002)

73.2 宋慧敏 130241011000827

国家税务总局确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13003)

74.675 徐康鸿 130221013700627

国家税务总局确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213004)

75.025
李晨 130241011402718

陆俊杰 130241143101806

国家税务总局平舆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14001)

69.65
秦嘯岩 130241010807703

徐腾坤 130241011503127

国家税务总局平舆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14002)

70.55
王芳园 130212012601317

李佳轩 130261010506129

国家税务总局平舆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14003)

75.95 杨倚昕 130241021800201

国家税务总局平舆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214004)

74.25
李林 130211021500517

朱相伍 130241011101118

国家税务总局正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15001)

69.1
王平波 130241010702916

李依山 130241011404916

国家税务总局正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15002)

70.725
杨迪 130223010504710

李宇宁 130241032404124

国家税务总局正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15003)

73.75 栗文婷 130241011307507

国家税务总局正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215004)

72.425
段心怡 130236075203411

员小女 13024101140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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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正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五）
(300110215005)

68.85
肖勤 130241143001108

贾雯雯 130241143101919

国家税务总局新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16001)

70.2
单青龙 130241010604723

时可飘 130241021700329

国家税务总局新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16002)

69.775
韩琳 130241011008719

杨素荣 130241011306204

国家税务总局新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16003)

75.175 程俊欣 130241011401527

国家税务总局新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216004)

74.225
李聪 130241011103723

方阳阳 130241011402024

国家税务总局新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五）
(300110216005)

68.875
杨晓青 130241010601721

周建云 130241142800527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五龙口税务分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一）(300110222001)

76.05 张萌 130241193501615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五龙口税务分局一级行政
执法员（二）(300110222002)

74.125 孔彬宇 130244011904527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
法员（一）(300110223001)

74 张龙天 130241193700701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
法员（二）(300110223002)

74.275 杨韵涵 130241193605129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
法员（三）(300110223003)

73.875 李世珍 130241193701318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思礼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
法员（一）(300110224001)

81.125 王紫君 130231010200130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思礼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
法员（二）(300110224002)

74.125 杨原源 130241193602017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王屋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
法员（一）(300110225001)

74.35 李秋鹏 130241193600518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王屋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
法员（二）(300110225002)

73.55 郑舒凡 130236076409113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王屋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
法员（三）(300110225003)

74.95 常富萍 1302430122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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