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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机关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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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一监狱 王帅 男 29053021 10218091911 19920505 本科/学士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广告学

/2016.07
新郑市林业局

河南省第一监狱 梁策仕 男 29053021 10218091130 19920225 本科/学士
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2014.07
北京国电软通江苏科技有限

公司

河南省第一监狱 徐冲 男 29053021 10218091028 19901010 本科/学士 黑龙江科技大学/采矿工程/2015.06  

河南省第一监狱 张晨 男 29053021 10218090914 19920909 本科     
河南理工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2017.07
 

河南省第一监狱 郑开元 男 29053021 10218091108 19930823 本科/学士 河南大学/地理信息系统/2015.07  

河南省第一监狱 赵斐 男 29053021 10218091229 19920206 本科/学士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2015.07
 

河南省第一监狱 范鑫宇 男 29053011 10218090314 19970706 本科/学士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2019.06  

河南省第一监狱 李英豪 男 29053011 10218090130 19980526 本科/学士 四川轻化工大学/土木工程/2020.06  

河南省第一监狱 陆坦 男 29053011 10218084610 19980516 本科/学士 济宁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2020.06  

河南省第一监狱 孟资博 男 29053011 10218084509 19971110 本科/学士 黄河科技学院/工商管理/2021.07  

河南省第一监狱 钞宏博 男 29053011 10218084517 19980528 本科/学士
河南理工大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2020.07
 

河南省第一监狱 张世雄 男 29053011 10218084803 19951203 本科/学士
南阳理工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017.07
兰考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河南省第一监狱 张泽庶 男 29053011 10218092011 19980818 本科/学士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医学检验技术

/2020.07
开封市祥符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河南省第一监狱 李杨 男 29053011 10218084507 19960109 本科/学士
太原科技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018.07
 

河南省第一监狱 李昊 男 29053011 10218090222 19960926 本科/学士 中原工学院/车辆工程/2020.07
开封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

河南省第一监狱 刘博 男 29053021 10218091717 19930315
研究生/硕

士   
海南大学/金融/2021.07   

河南省第一监狱 张志兴 男 29053011 10218090912 19970307 本科/学士 四川外国语大学/旅游管理/2015.07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一监狱 张洋 男 29053021 10218090411 19911108 本科/学士
信阳师范学院/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2019.07
 

河南省第二监狱 宋帅岭 男 29054011 10218092018 19900221 本科 新乡医学院/临床医学/2017.01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劳务派遣）       

河南省第二监狱 刘笑歌 男 29054031 10218092212 19941228 本科/学士 郑州科技学院/财务管理/2018.07

河南省第二监狱 孙培杰 男 29054041 10218092330 19920120 本科/学士 河北师范大学/英语/2015.06
北京新英长平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河南省第二监狱 李运超 男 29054041 10218092804 19920602 本科/学士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体育教育

/2014.07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公司

河南省第二监狱 曹峰 男 29054041 10218092508 19920316 本科/学士 中南民族大学/金融学/2014.0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

河南省第二监狱 郑伟超 男 29054041 10218092425 19930329 本科
河南工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

/2017.12
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劳

务派遣）            

河南省第二监狱 王光安 男 29054041 10218092714 19930621
研究生/硕

士
河南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2018.07

河南中政华图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河南省第三监狱 张泽林 男 29055021 10218093926 19920329 本科/学士
河南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2017.07.01
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车辆管理所

河南省第三监狱 杨永昊 男 29055021 10218093805 19921126 本科/学士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

贸易/2017.07.01

河南省第三监狱 连孟阳 男 29055021 10218093322 19930401 本科/学士
洛阳理工学院/机械电子工程

/2017.07.01
平顶山高新区科技创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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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第三监狱 袁鹏举 男 29055031 10218094023 19930216 本科/学士
河南工程学院/纺织工程

/2014.07.01

河南省第三监狱 焦开创 男 29055011 10218093022 19960308 本科/学士
河南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应用化

学/2019.07
河南省鄢陵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河南省第三监狱 赵海华 女 29055041 10218094213 19930204 本科/学士
安阳师范学院/人文管理学院金融学

/2016.07
河南台前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三监狱 周子琳 女 29055041 10218094507 19950911
研究生/硕

士
天津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

学/2021.03

河南省第三监狱 郭超铭 男 29055011 10218092923 19970918 本科/学士 大连海事大学/海事管理/2019.07

河南省第三监狱 王义菲 男 29055011 10218092920 19961101 本科/学士
四川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

/2018.07
许昌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

河南省第三监狱 刘战闯 男 29055021 10218093512 19910704 本科/学士 河南工程学院/土木工程/2017.06

河南省第三监狱 帖明旭 男 29055021 10218093721 19931130 本科 河南城建学院/土木工程/2017.07 禹州市韩城街道办天源社区

河南省第三监狱 李萌尧 男 29055021 10218094003 19910403 本科/学士
安阳师范学院/人力资源管理

/2013.07

河南省第四监狱 钟棪 男 29056061 10218095511 19910818 本科/学士
上海海事大学/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2014.07
河南洛阳工业园区管委会

河南省第四监狱 刘鹏飞 男 29056011 10218094608 19970328 本科
上海建桥学院数字/媒体技术

/2019.07
上海链家地产华飞店

河南省第四监狱 刘望颉 男 29056041 10218094917 19941101 本科/学士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2017.07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公证处

河南省第四监狱 苏浩杰 男 29056021 10218094828 19941124 本科/学士 郑州大学/通信工程/2017.07  

河南省第四监狱 路照煌 男 29056061 10218095621 19930228 本科/学士 福建师范大学/市场营销/2017.06  

河南省第四监狱 许振江 男 29056061 10218095605 19901208 本科/学士
安徽理工大学/复合材料与工程

/2014.07
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轨道交

通分局

河南省第四监狱 余向东 男 29056011 10218094529 19930627 本科/学士
郑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

服务外包方向）/2016.07
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口岸

业务综合服务中心

河南省第四监狱 高闯 男 29056071 10218095904 19960126 本科/学士 河南城建学院/生物工程/2017.07  

河南省第四监狱 王佳林 男 29056071 10218096012 19960418 本科/学士
河南理工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7
 

河南省第四监狱 程博 男 29056061 10218095123 19920710 本科/学士
河南工程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014.07
 

河南省第四监狱 张晓辉 男 29056061 10218095401 19940620 本科/学士 河南科技大学/会计电算化/2017.06 河南省宜阳兴福村镇银行

河南省第四监狱 尚少杰 男 29056051 10218094925 19920207 本科/学士 河南科技学院/会计学/2016.07
河南省宜阳县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

河南省第四监狱 汪洋 男 29056071 10218096009 19950728 本科/学士
河南工业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2017.07
 河南省宜阳县乡村振兴局基

层项目人员 

河南省第四监狱 吴明链 男 29056071 10218095812 19951107 本科/学士 平顶山学院/广播电视编导/2020.07  

河南省新乡监狱 孙逊 男 29057011 10218096513 19960514 本科/学士 重庆大学/通信工程/2018.06 河南许继仪表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监狱 司荣博 男 29057011 10218096121 19960416 本科/学士
河南师范大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18.07
南阳市油田第一中学

河南省新乡监狱 李德洋 男 29057011 10218096113 19990925 本科/学士
安阳工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

/2021.07

河南省新乡监狱 范文博 男 29057011 10218096208 19970712 本科/学士 河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2019.07
新乡县自然资源局翟坡镇自
然资源所试用期事业干部

河南省新乡监狱 姜元峰 男 29057021 10218096701 19930917 本科/学士
大连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016.07
新乡市高新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监狱 李新 男 29057021 10218096614 19930607 本科/学士 吉林财经大学/会计学/2019.07
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

店乡人民政府公益岗



河南省省属监狱2021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名单

用人机关 姓名
性
别

职位代码 准考证号 出生日期 学历学位 毕业院校、专业及时间 原工作单位

河南省新乡监狱 琚长远 男 29057021 10218096528 19990902 本科/学士
河南警察学院/网络安全与执法

/2021.07

河南省新乡监狱 黄辛 女 29057031 10218097130 19990621 本科/学士 华中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2021.06

河南省新乡监狱 张赟 男 29057031 10218097120 19900227 本科 河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2020.07
新乡市红旗区金融工作局政

府购岗人员

河南省新乡监狱 赵捷 男 29057041 10218097311 19920308 本科/学士
安阳师范学院/电子信息工程

/2016.07

河南省新乡监狱 宋宇 男 29057041 10218097325 19971202 本科/学士 郑州大学/软件工程/2020.07

河南省平原监狱 丁宇馨 女 29058061 10218100606 19930824 本科/学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6.07
新乡市红旗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河南省平原监狱 张梦鸽 女 29058061 10218099014 19951013 本科/学士
内蒙古师范大学/农村区域发展

/2017.07

河南省平原监狱 程永昌 男 29058011 10218097607 19950926 本科/学士
安阳师范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2017.07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城市管

理局

河南省平原监狱 郭瑞健 男 29058011 10218097623 19950321 本科/学士 河南大学/金融学/2019.09

河南省平原监狱 刘明港 男 29058031 10218097807 19970112 本科/学士
郑州轻工业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

/2019.06

河南省平原监狱 阙云芸 女 29058061 10218098819 19970828 本科/学士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会计学

/2019.07
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区委巡

查信息中心

河南省平原监狱 杨帆 女 29058061 10218099102 19941205 本科/学士
武汉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2017.06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许昌市

建安供电公司

河南省平原监狱 程江山 男 29058051 10218098423 19931018 本科/学士 河南科技大学/园林/2016.07
南阳市卧龙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

河南省平原监狱 贺东鹏 男 29058051 10218097921 19900609 本科/学士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2014.07
新乡巴山航空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省平原监狱 暴国栋 男 29058021 10218097721 19930101 本科/学士
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级学院/法学

/2017.09
安阳市殷都区城市管理局

（综合执法大队）

河南省平原监狱 魏恒轩 男 29058051 10218098622 19920102 本科/学士 新乡学院/体育教育专业/2015.07 新乡市红旗区金穗大道小学

河南省平原监狱 吴治江 男 29058051 10218098620 19920331 本科/学士
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级学院/会计学

/2015.07
深州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河南省豫北监狱 韦红斌 男 29059011 10218101208 19980715 本科/学士
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会计学

/2021.06

河南省豫北监狱 周明琦 男 29059011 10218101224 19961120 本科/学士
郑州轻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2019.06
中国长城铝业有限公司河南

长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北监狱 魏晨阳 男 29059011 10218101227 19950611 本科/学士 河北传媒学院/环境设计/2017.06

河南省豫北监狱 沈保琪 男 29059021 10218101323 19920904 本科/学士
西南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6.06
聊城市公安局聊南分局

河南省焦作监狱 辛旺 男 29060011 10218101415 19900806 本科/学士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2018.07 温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河南省焦作监狱 郭铭泽 男 29060021 10218101601 19950116 本科/学士
新疆农业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2017.06

河南省焦作监狱 高煜华 男 29060021 10218101916 19940516 本科/学士 湖北经济学院/工程管理/2018.06
武汉复星汉正街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河南省焦作监狱 宋宣耀 男 29060021 10218101430 19970305 本科/学士 郑州大学/社会工作/2019.07

河南省焦南监狱 李鼎新 男 29061011 10218102130 19971122 本科/学士 苏州科技大学/风景园林/2020.06
苏州基业生态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

河南省焦南监狱 胡少辉 男 29061021 10218102303 19970126 本科/学士 江南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2018.12

河南省焦南监狱 马京浩 男 29061021 10218102318 19950903 本科/学士 中原工学院/纺织工程/2018.07
郑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第三大队

河南省焦南监狱 耿哲 男 29061021 10218102217 19901022 本科/学士 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工程/2014.06
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洛龙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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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焦南监狱 卢中原 男 29061021 10218102328 19950815 本科/学士 中原工学院/纺织工程/2018.07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焦南监狱 李红漾 男 29061021 10218102406 19980320 本科/学士 中原工学院/纺织工程/2021.07

河南省焦南监狱 樊星磊 男 29061031 10218102412 19920506 本科/学士
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汉语言文学

/2015.06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

务局

河南省焦南监狱 贺磊 男 29061031 10218102422 19940405 本科/学士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汉语言文

学/2018.07

河南省焦南监狱 云泽园 男 29061041 10218102511 19960616 本科/学士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2018.06
焦作市武陟县审计局试用期

人员

河南省焦南监狱 梁晓星 男 29061061 10218102703 19951230 本科/学士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2019.07

省焦作未成年犯管
教所

刘志颖 男 29062011 10218102827 19970608 本科/学士 信阳农林学院/城乡规划/2020.07

省焦作未成年犯管
教所

宋中华 男 29062021 10218102903 19920520 本科/学士 河南科技学院/对外汉语/2014.07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省焦作未成年犯管
教所

董云鹏 男 29062031 10218102915 19900830 本科
河南科技大学/（自考）投资理财

/2016.12
河南省新河农场

省焦作未成年犯管
教所

翟奕斌 男 29062041 10218103108 19980916 本科/学士 河南农业大学/环境科学/2020.07

省焦作未成年犯管
教所

侯宗良 男 29062041 10218103028 19960812 本科/学士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物联网工程

/2018.07

省焦作未成年犯管
教所

任博远 男 29062041 10218102928 19960428 本科/学士
河南理工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8.07

省焦作未成年犯管
教所

杨航 男 29062041 10218103004 19970309 本科/学士
兰州理工大学/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专业/2020.06

河南省洛阳监狱 蔡中鹏 男 29063031 10218104524 19930119 本科/学士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土木工程

/2016.07

河南省洛阳监狱 黄梦育 男 29063011 10218103513 19980209 本科/学士 信阳学院/地理科学/2021.07

河南省洛阳监狱 乔宏亮 男 29063031 10218104612 19920817 本科/学士
河南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2016.07

河南省洛阳监狱 李中央 男 29063031 10218104223 19950707 本科/学士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英语专业

/2017.06

河南省洛阳监狱 李一鸣 男 29063011 10218103714 19951025 本科/学士 洛阳理工学院/英语/2019.07 安阳市民族宗教事物局

河南省洛阳监狱 薛蓓蓓 男 29063031 10218104319 19941122 本科/学士
山西农业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2017.07
 

河南省洛阳监狱 王硕 男 29063011 10218103413 19950619 本科/学士
商丘师范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2017.07
 

河南省洛阳监狱 杜亮亮 男 29063031 10218104226 19900524
研究生/硕

士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2016.06  

河南省洛阳监狱 王迪 男 29063011 10218103523 19950608 本科
青岛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物流管理

/2020.09
洛阳市公安局

河南省洛阳监狱 梁辉 男 29063031 10218104627 19911025 本科/学士
西北民族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4.07
河南银雁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洛阳分公司

河南省洛阳监狱 李洋 男 29063021 10218103805 19911213 本科 国家开放大学/法学/2016.07
洛阳市新安县洛新产业集聚

区管委会

河南省洛阳监狱 刘鹏鹏 男 29063031 10218104105 19900629 本科/学士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会计学

/2013.07
洛阳市洛龙区河南山城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西监狱 王韬韵 男 29064011 10218105424 19950209 本科/学士 湖南科技大学/产品设计/2018.06

河南省豫西监狱 郝国龙 男 29064011 10218104702 19900704 本科/学士
安阳师范学院人文管理学院/工程管

理/2013.07

河南省豫西监狱 王欢 男 29064011 10218104928 19931203 本科/学士 东北林业大学/日语/2017.06
三门峡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

查中心

河南省豫西监狱 贺伟 男 29064011 10218104718 19920117 本科/学士
河南农业大学/表演（体育艺术）/

工商管理/2015.07
义马市公安局网监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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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豫西监狱 仝兆洋 男 29064011 10218104920 19930411 本科/学士
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安全工

程/2016.07

河南省豫西监狱 杜新新 男 29064021 10218105816 19920610 本科 新乡医学院/临床医学/2019.01 洛阳市孟津县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三门峡监狱 张倍源 男 29065011 10218105911 19961115 本科/学士 西安工程大学/环境设计/2018.07  

河南省三门峡监狱 刘臻东 男 29065021 10218106330 19901210 本科/学士 郑州华信学院/土木工程/2014.07
三门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开发大队（劳务派遣）

河南省三门峡监狱 施灿平 男 29065021 10218106215 19911222 本科/学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行政管理/2018.12
河南明珠洛河水力发电有限

公司

河南省三门峡监狱 王强 男 29065011 10218106011 19961027
研究生/硕

士
防灾科技学院/地质工程/2021.06  

河南省三门峡监狱 陈家禄 男 29065011 10218105826 19950718 本科/学士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学院生物工程

/2018.07
 

河南省三门峡监狱 杨镇材 男 29065021 10218106118 19991113 本科/学士 洛阳师范学院/会计学/2021.07  

河南省三门峡监狱 张森琛 男 29065021 10218106025 19970718 本科/学士
河南理工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07
 

河南省三门峡监狱 刘兆元 男 29065011 10218106308 19910514 本科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管理

/2016.06

河南省豫中监狱 柳赛胜 男 29066011 10218106917 19930328 本科/学士
河南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农村

发展与管理）/2015.07
 

河南省豫中监狱 刘博 男 29066011 10218091717 19940326 本科/学士
洛阳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6.07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中监狱 黄锴 男 29066011 10218106827 19900712 本科/学士
河南理工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2012.07
河南省郑州市宇通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中监狱 李磊超 男 29066011 10218107526 19920210 本科/学士
郑州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2016.07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海马汽

车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中监狱 芦荻 男 29066011 10218107624 19930611 本科/学士 宁波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2016.06
宁波海尔施基因科技有限公

司

河南省豫中监狱 李浩然 男 29066011 10218107821 19921126 本科/学士 河南农业大学/生物工程/2016.07
北京市朝阳区中信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监狱 李诚 男 29067011 10218108124 19951112
本科

（无学位）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汉语国际教育

（日语地区）/2018.07

河南省郑州监狱 韩越 男 29067031 10218108221 19930305 本科/学士 许昌学院/经济学/2015.07
新郑市检察院派遣制工作人

员

河南省郑州监狱 常大卫 男 29067031 10218108320 19920226 本科/学士 西南大学育才学院/经济学/2015.06
河南汇融科锐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员工

河南省郑州监狱 刘照 男 29067011 10218108121 19910828
本科

（无学位）
国家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2019.07

商丘市夏邑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职工

河南省新郑监狱 康启凡 男 29068011 10218108704 19950701 本科/学士 郑州轻工业学院/会计学/2018.07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一工程有

限公司

河南省新郑监狱 冯闪 男 29068021 10218109123 19900914 本科/学士
内蒙古工业大学/交通运输

/2014.07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河南省许昌监狱 王敬葵 男 29069031 10218109228 19970210 本科/学士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测控技术与仪器

/2019.07
重庆京础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许昌监狱 王瑞萌 女 29069021 10218109220 19930425 本科/学士
河南警察学院/应用心理学

/2017.07

河南省周口监狱 樊隆贺 男 29070021 10218111019 19941112 本科/学士
郑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8.07

河南省周口监狱 王瑞林 男 29070021 10218109620 19960420 本科/学士 华中农业大学/广告学/2019.06
武汉自如生活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河南省周口监狱 蒋宁 男 29070041 10218111906 19891201 本科/学士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临床医学

/2016.07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

附属医院

河南省周口监狱 刘济扬 男 29070041 10218111909 19940425 本科/学士 川北医学院/临床医学/2017.07
重庆立欧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

河南省周口监狱 叶培根 男 29070021 10218110208 19940116 本科/学士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广播电视

新闻学/2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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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周口监狱 冯龙龙 男 29070021 10218110309 19940923 本科/学士
河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6.07
郑州市中原商贸城有限公司

河南省周口监狱 谢雷 男 29070061 10218112112 19950718 本科 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2020.12 平顶山市河湖事务中心

河南省周口监狱 曹元铭 男 29070061 10218112105 19981023 本科/学士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汉语国际教育

/2021.07

河南省周口监狱 李一恒 男 29070011 10218109413 19970226 本科/学士 西藏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2019.06

河南省周口监狱 袁炜斌 男 29070031 10218111617 19930822 本科/学士 南阳师范学院/法学/2018.07

河南省周口监狱 马坚 男 29070031 10218111608 19980123 本科/学士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2020.07 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

河南省周口监狱 赵乐乐 男 29070031 10218111610 19920825 本科/学士 北方民族大学/法学/2016.07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周口监狱 赵书光 男 29070021 10218111319 19911211 本科/学士 兰州理工大学/自动化/2015.06

河南省周口监狱 马进财 男 29070011 10218110119 19961215 本科/学士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石油工程专业

/2020.06

河南省周口监狱 赵家盛 男 29070011 10218109518 19961029 本科/学士 周口师范学院/自动化专业/2019.07
河南省西华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职工

河南省周口监狱 崔凯 男 29070011 10218110118 19960124 本科/学士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2018.07

河南省周口监狱 李研哲 男 29070011 10218109620 19970610 本科/学士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2019.07

河南省周口监狱 刘冲冲 男 29070051 10218112019 19970522 本科/学士 许昌学院/小学教育/2019.07

河南省周口监狱 刘沆 男 29070021 10218110312 19990704 本科/学士 南阳理工学院/软件工程/2021.07

河南省周口监狱 卢自达 男 29070011 10218109908 19960815 本科/学士 太原科技大学/社会工作/2019.07
郑州市金水区彩虹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河南省周口监狱 张涵 男 29070031 10218111615 19960917 本科/学士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法学

/2020.07

河南省周口监狱 崔紫涵 男 29070051 10218112018 19970120 本科/学士 河南科技学院/学前教育/2021.07

河南省周口监狱 蔡福林 男 29070031 10218111828 19960229 本科/学士 周口师范学院/法学/2019.07

河南省周口监狱 李谊凯 男 29070011 10218109802 19960220 本科/学士 河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2019.07 许昌市智信劳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周口监狱 李明哲 男 29070021 10218110625 19990920 本科/学士 浙江科技大学/车辆工程/2021.06

河南省周口监狱 闫普力 男 29070021 10218110407 19940522 本科/学士 洛阳理工学院/环境工程/2017.07 上海中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周口监狱 张岩 男 29070021 10218110808 19970324 研究生 墨尔本大学/人力资源/2018.12 恒大地产集团河南分公司

河南省周口监狱 房新伟 男 29070031 10218111506 19921002 本科 国家开放大学/法学/2019.01
安徽省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

大队

河南省豫南监狱 苏勇豪 男 29071011 10218112425 19951018 本科/学士 河南大学/电子商务/2018.06
驻马店市锦程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

河南省豫南监狱 高玺曜 男 29071011 10218112203 19960430 本科/学士 洛阳理工学院/土木工程/2020.07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

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南监狱 辜勃赫 男 29071011 10218112428 19980918 本科/学士
成都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0.06
 

河南省豫南监狱 张昊 男 29071011 10218112501 19961129 本科/学士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2018.06
 

河南省豫南监狱 钟祖名 男 29071011 10218112129 19960821 本科
黄淮学院/会计学（注册税务会计方

向）/2018.07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法

庭（劳务派遣）

河南省豫南监狱 曹航 男 29071021 10218113201 19910531
本科

荆楚理工学院/应用物理学/2015.06
驻马店市锦程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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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豫南监狱 周扬 男 29071021 10218112804 19921110 本科/学士
黄淮学院/数学科学系数学与应用数

学/2016.07
河南省驻马店市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南监狱 田露 男 29071021 10218113003 19960412 本科/学士 商丘学院/环境设计/2019.07  

河南省豫南监狱 马巍 男 29071021 10218112704 19911019 本科/学士 海南大学/园林/2016.06 三亚禾景园林生态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南监狱 李威 男 29071021 10218113025 19901020 本科/学士
河南警察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信息安全与管理）/2015.07
新蔡县督查服务中心

河南省豫南监狱 陈凌浩 男 29071021 10218113411 19921011 本科/学士 河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2014.07  

河南省豫南监狱 芦方楠 男 29071021 10218113119 19920409 本科/学士
河南科技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

化/2014.07
 

河南省豫南监狱 彭红 女 29071031 10218113526 19921005 本科/学士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2016.07 信阳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河南省豫南监狱 李涵秋实 女 29071031 10218113808 19960807 本科/学士 信阳师范学院/会计学/2018.07 信阳东阳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南监狱 董皇学 男 29071051 10218113919 19920602 本科/学士
河南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2013.07

 

河南省豫南监狱 王松磊 男 29071051 10218114215 19950604 本科/学士
安阳工学院/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院通信工程/2018.07
 

河南省豫南监狱 胡衍舟 男 29071051 10218114230 19940708 本科/学士 新乡学院/车辆工程/2017.07 息县人民法院

河南省豫南监狱 丰昱 女 29071061 10218114606 20000515 本科/学士
信阳师范学院/戏剧影视文学

/2021.07
 

河南省信阳监狱 陈长宏 男 29072061 10218116905 19910213 本科/学士 云南省大理学院/学前教育/2013.07
河南省光山县公安局后勤服

务中心

河南省信阳监狱 贺方宇 男 29072091 10218118409 19940627 本科/学士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俄语/2017.07  

河南省信阳监狱 齐银谋 男 29072091 10218118206 19940410 本科/学士 信阳师范学院/土木工程/2017.07
光山县财政局泼陂河镇财政

所

河南省信阳监狱 丁秋硕 男 29072011 10218114830 19970808 本科/学士 辽宁大学/经济统计学/2019.06  

河南省信阳监狱 冯超 男 29072021 10218115628 19940312 本科 国家开放大学/(函授)法学/2020.01  

河南省信阳监狱 陈思兵 男 29072041 10218116220 19940720 本科/学士 南阳理工学院/工商管理/2017.07 中国工商银行佛山分行

河南省信阳监狱 陈钰 女 29072071 10218117005 19950813
研究生/硕

士
深圳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2020.06
 

河南省信阳监狱 马明 男 29072031 10218115707 19930719 本科/学士 郑州大学/汉语言文学/2019.07 商城县余集镇政府

河南省信阳监狱 涂鹏 男 29072011 10218114814 19970302 本科/学士
三峡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9.6
中铁十一局集团桥梁有限公

司

河南省信阳监狱 杨永康 男 29072051 10218116720 19950918 本科/学士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2016.06
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

河南省信阳监狱 杨晨 男 29072051 10218116618 19991023 本科/学士 汉口学院/电子信息工程/2021.06  

河南省信阳监狱 陈帅 男 29072051 10218116408 19941113 本科/学士
信阳师范学院/电子信息工程

/2018.07
淮滨县实验学校

河南省信阳监狱 杜江 男 29072021 10218115528 19931008 本科/学士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2016.07 淮滨县人民检察院

河南省信阳监狱 段鹏程 男 29072011 10218115107 19961104 本科/学士
海口经济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9.6
 

河南省信阳监狱 何彪 男 29072061 10218116812 19930724 本科/学士 商丘师范学院/教育技术学/2016.07 王店乡第二初级中学

河南省信阳监狱 龙京九 男 29072091 10218117819 19940319 本科/学士
许昌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7.07
信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直属

分局（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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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信阳监狱 鲁伟豪 男 29072041 10218116118 19950806 本科/学士 河南理工大学/市场营销/2019.07  

河南省信阳监狱 常梦笛 女 29072071 10218117211 19931223 本科/学士
河南警察学院/基础部应用心理学

/2017.07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信阳监狱 任占峰 男 29072021 10218115527 19970523 本科/学士 山东大学/法学专业/2020.06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公安局

治安巡防中心

河南省信阳监狱 师贺 男 29072061 10218116809 19900310 本科/学士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法学院/运动训练

专业法学专业/2012.07
郑州市公安局惠济分局

河南省信阳监狱 王天伦 男 29072091 10218117328 19911014 本科/学士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国际经济

与贸易专业/2015.07
 

河南省信阳监狱 郑乐 男 29072011 10218115009 19960517 本科/学士
天津商业大学/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

业/2019.06
 

河南省信阳监狱 程远卓 男 29072091 10218118303 19920512 本科/学士
平顶山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

/2015.06
信阳广播电视台

河南省信阳监狱 刘炳 男 29072011 10218115313 19990916 本科/学士 石河子大学/农林经济管理/2021.06

河南省信阳监狱 殷放 男 29072011 10218115311 19950505 本科/学士
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英语（翻译

方向）/2016.06
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信阳

分公司

河南省信阳监狱 杨镇岭 男 29072021 10218115603 19920323 本科 中南大学/法学/2016.07
信阳市公安局浉河分局工区

派出所

河南省信阳监狱 黄正宽 男 29072041 10218115802 19920419 本科/学士 河南科技学院/会计学/2017.07
信阳市浉河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河南省信阳监狱 何煜东 男 29072091 10218117421 19971231 本科/学士
河南工业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2019.07

河南省信阳监狱 周洁瞳 男 29072091 10218117418 19930809 本科/学士
周口师范学院/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物理学专业/2016.07
汝南埠镇政府环保中心

河南省信阳监狱 陈超毅 男 29072011 10218114803 19971208 本科/学士
郑州轻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机械
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2019.06

河南省信阳监狱 刘磊 男 29072091 10218118222 19920921 本科/学士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专业

/2014.06
杭州市华水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

河南省信阳监狱 张鑫 女 29072071 10218117017 19950624
研究生/硕

士
河南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专

业/2019.12

河南省信阳监狱 王春灿 女 29072071 10218117207 19951214 本科/学士 郑州大学/教育应用心理学/2017.07

河南省豫东监狱 韩奇 男 29073011 10218118521 19960712 本科/学士
河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管理

/2019.07
百威（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东监狱 马庆宇 男 29073011 10218118421 19970816 本科/学士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2021.07
 

河南省豫东监狱 刘英杰 男 29073011 10218118524 19970916 本科/学士 大庆师范学院/软件工程/2021.07  

河南省豫东监狱 蒋新宇 男 29073021 10218120314 19990314 本科/学士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通信工程

/2021.07
 

河南省豫东监狱 王安相 男 29073031 10218120405 19970428 本科/学士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法学（国

际商法方向）/2020.07
 

河南省豫东监狱 何亚威 男 29073041 10218120604 19950607 本科/学士
郑州轻工业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8.07
神州灵云（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

河南省豫东监狱 张依 女 29073051 10218120727 19980304 本科/学士 新乡医学院/人力资源管理/2020.07  

河南省豫东监狱 程悦 女 29073051 10218120907 19960301
研究生/硕

士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力资源

管理/2020.09
 

河南省豫东监狱 张鱈姬 女 19134031 00118206622 19911026 本科/学士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对外汉语

/2015.07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河南省内黄监狱 李壮壮 男 29074021 10218121502 19951101 本科/学士 河南工业大学/会计学/2020.07  

河南省内黄监狱 肖汉 男 29074021 10218121106 19930725 本科/学士
南阳师范学院/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2018.07
濮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濮水

街道办事处筹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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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内黄监狱 燕航飞 男 29074021 10218121330 19930106 本科 安阳工学院/自动化/2014.07  

河南省内黄监狱 胡文彦 男 29074021 10218121605 19970224 本科/学士 淮南师范学院/自动化/2020.07  

河南省郑州未成年
犯管教所

王业鑫 男 29075011 10218121829 19930422 本科/学士
河南工业大学/法学专业

/2016.07
郑州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有

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未成年
犯管教所

程征 男 29075021 10218121908 19921018 本科/学士
海口经济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2015.06

河南省郑州未成年
犯管教所

余浩源 男 29075021 10218122025 19920127 本科/学士
郑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7.07

河南省郑州未成年
犯管教所

赵喆威 女 29075031 10218122317 20000815 本科/学士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审计学

/2021.07
 

河南省郑州未成年
犯管教所

李彩 女 29075041 10218122707 19970116 本科/学士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会计学

/2019.07
河南省南召县崔庄乡荆子河

学校

河南省郑州未成年
犯管教所

张筱晗 女 29075041 10218122421 19970518 本科/学士
安阳工学院/会计学专业

/2019.07
 

河南省郑州未成年
犯管教所

曹祎屾 男 29075051 10218130217 19950919 本科/学士
广西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

/2018.06
河南省地质矿产开发局第三

地质勘查院

河南省郑州未成年
犯管教所

秦彬 男 29075061 10218130230 19930819
研究生/硕

士
河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

/2019.07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

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未成年
犯管教所

蔡碧城 男 29075081 10218130420 19950514 本科/学士
河南科技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2017.07
河南天星教育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

河南省郑州未成年
犯管教所

王一鸣 男 29075081 10218130617 19981028 本科/学士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环境设计

专业/2020.07
 

河南省郑州未成年
犯管教所

代林成 男 29075081 10218130513 19970120 本科/学士
兰州交通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2018.06
 

河南省郑州未成年
犯管教所

孙嘉浩 男 29075081 10218131006 19960422 本科
河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9.07
 

河南省郑州女子监
狱

王璨 女 19137031 00118212202 19940508
研究生/硕

士
河南师范大学/学科教学（语文）

/201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