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如东县2020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体检人员名单

组别 序号 单位名称 职位名称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第一组 1-1 (007)如东县－县公安局 (02)一级警员 204120801217 丁晓倩 女

第一组 1-2 (010)如东县－县司法局 (02)乡镇司法所一级科员 202060502830 缪王翠 女

第一组 1-3 (010)如东县－县司法局 (03)乡镇司法所一级科员 202060601930 何栗栗 女

第一组 1-4 (011)如东县－县财政局 (02)县财政监督检查大队一级科员（参公管理） 202060501224 王吴谊 女

第一组 1-5 (017)如东县－县农业农村局 (01)县农林综合执法大队一级科员（参公管理） 202060503207 陈晨 女

第一组 1-6 (017)如东县－县农业农村局 (02)县农林综合执法大队一级科员（参公管理） 202060502814 蔡靖萱 女

第一组 1-7 (017)如东县－县农业农村局 (90)县农林综合执法大队一级科员（参公管理） 202060604918 管晓洁 女

第一组 1-8 (022)如东县－县审计局 (01)一级科员 101060200903 缪清 女

第一组 1-9 (030)如东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2)基层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202060701019 高娜 女

第一组 1-10 (030)如东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2)基层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202060701530 刘佩柃 女

第一组 1-11 (030)如东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5)基层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202001603002 葛慧怡 女

第一组 1-12 (030)如东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6)基层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202001204704 袁媛 女

第一组 1-13 (030)如东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96)基层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202060503825 庞娟 女

第一组 1-14 (030)如东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96)基层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202060504826 仲宇婷 女

第二组 2-1 (030)如东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96)基层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202060501416 徐秋铭 女

第二组 2-2 (039)如东县－县应急管理局 (01)一级科员 101050109017 朱蓓蓓 女

第二组 2-3 (039)如东县－县应急管理局 (03)县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大队一级科员（参公管理） 202060503418 胡碧玉 女

第二组 2-4 (039)如东县－县应急管理局 (03)县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大队一级科员（参公管理） 202060602209 丛培培 女

第二组 2-5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01)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400705 姜玉婷 女



第二组 2-6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03)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601723 季文磊 女

第二组 2-7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05)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501721 张翠 女

第二组 2-8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07)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600118 张璐 女

第二组 2-9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07)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700921 徐天娇 女

第二组 2-10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90)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402103 李政熙 女

第二组 2-11 (501)如东县－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02)一级科员 101060304515 张维维 女

第二组 2-12 (501)如东县－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02)一级科员 101060301520 葛丹丹 女

第二组 2-13 (533)如东县－县人民法院 (71)五级法官助理 101060105225 倪静静 女

第二组 2-14 (534)如东县－县人民检察院 (02)一级科员 101060203326 冯婷婷 女

第三组 3-1 (534)如东县－县人民检察院 (03)一级科员 101060105820 潘倩 女

第三组 3-2 (534)如东县－县人民检察院 (76)五级检察官助理 101060300811 周文婧 女

第三组 3-3 (815)如东县－乡镇机关（财政所） (02)一级科员 303061007506 赵晶 女

第三组 3-4 (815)如东县－乡镇机关（财政所） (02)一级科员 303060807007 张姣姣 女

第三组 3-5 (815)如东县－乡镇机关（财政所） (02)一级科员 303061205930 杨秋瑾 女

第三组 3-6 (815)如东县－乡镇机关（财政所） (02)一级科员 303061104506 赵书逸 女

第三组 3-7 (815)如东县－乡镇机关（财政所） (90)一级科员 303060805712 朱殊华 女

第三组 3-8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2)一级科员 303061002225 姜茗 女

第三组 3-9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2)一级科员 303061104404 曹涵 女

第三组 3-10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2)一级科员 303061103024 王颖 女

第三组 3-11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2)一级科员 303051601609 朱岳攀 女

第三组 3-12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2)一级科员 303060901717 龚洁 女

第三组 3-13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3)一级科员 303060902304 陶茹楠 女

第三组 3-14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3)一级科员 303001809611 徐郁涵 女

第四组 4-1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3)一级科员 303060800718 张馨雨 女



第四组 4-2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3)一级科员 303061007009 徐慧杰 女

第四组 4-3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4)一级科员 303061202607 徐安琪 女

第四组 4-4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4)一级科员 303061003223 葛玉婷 女

第四组 4-5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6)一级科员 303061002112 姜郁 女

第四组 4-6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6)一级科员 303060901711 顾琳倩 女

第四组 4-7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6)一级科员 303060802810 苏娜 女

第四组 4-8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6)一级科员 303060806306 刘未未 女

第四组 4-9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7)一级科员 303061000121 沙立立 女

第四组 4-10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7)一级科员 303001900524 宋吴昱 女

第四组 4-11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9)一级科员 303060800317 曹天仪 女

第四组 4-12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9)一级科员 303060807215 董乃毓 女

第四组 4-13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9)一级科员 303060802721 孙丽丽 女

第五组 5-1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9)一级科员 303061000612 钱佳佳 女

第五组 5-2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9)一级科员 303061003813 高东钰 女

第五组 5-3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10)一级科员 303061201420 蒋和平 女

第五组 5-4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90)一级科员 303060805014 王慧连 女

第五组 5-5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90)一级科员 303060807728 成薇薇 女

第五组 5-6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90)一级科员 303061005305 丛茂云 女

第五组 5-7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90)一级科员 303061100629 杨玉艳 女

第五组 5-8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96)一级科员 303060806113 陈芸卿 女

第五组 5-9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96)一级科员 303060902214 刘轶祎 女

第五组 5-10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96)一级科员 303061202419 戴海慧 女

第五组 5-11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98)二级科员 303060903012 汪岑 女

第五组 5-12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98)二级科员 303061000107 季佳 女



第六组 6-1 (007)如东县－县公安局 (01)一级警员 204021300725 陈超 男

第六组 6-2 (533)如东县－县人民法院 (01)一级警员 202060603521 陶津 男

第六组 6-3 (533)如东县－县人民法院 (01)一级警员 202060600516 康冯 男

第六组 6-4 (013)如东县－县自然资源局 (01)乡镇自然资源所一级科员（参公管理） 202001206508 王磊 男

第六组 6-5 (013)如东县－县自然资源局 (01)乡镇自然资源所一级科员（参公管理） 202060601919 顾李阳 男

第六组 6-6 (013)如东县－县自然资源局 (01)乡镇自然资源所一级科员（参公管理） 202100406517 李佳鹏 男

第六组 6-7 (013)如东县－县自然资源局 (01)乡镇自然资源所一级科员（参公管理） 202060702803 季霜霜 男

第六组 6-8 (017)如东县－县农业农村局 (01)县农林综合执法大队一级科员（参公管理） 202100407114 施洋洋 男

第六组 6-9 (017)如东县－县农业农村局 (02)县农林综合执法大队一级科员（参公管理） 202100406229 韩立 男

第六组 6-10 (030)如东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1)基层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202060504621 缪磊磊 男

第六组 6-11 (030)如东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1)基层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202060502309 钱巍巍 男

第六组 6-12 (030)如东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3)基层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202060403213 高明明 男

第六组 6-13 (030)如东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4)基层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202060500305 邵朦 男

第六组 6-14 (030)如东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4)基层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202060600930 符为榕 男

第七组 7-1 (030)如东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5)基层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202060605117 单邢锋 男

第七组 7-2 (039)如东县－县应急管理局 (02)县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大队一级科员（参公管理） 202060502812 陈超 男

第七组 7-3 (039)如东县－县应急管理局 (02)县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大队一级科员（参公管理） 202060400709 许东瑞 男

第七组 7-4 (165)如东县－县供销合作总社（参公管理） (90)一级科员 101060306427 戴其麟 男

第七组 7-5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01)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603905 顾行路 男

第七组 7-6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01)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402315 冯刚 男

第七组 7-7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02)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403017 徐栋材 男

第七组 7-8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02)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401524 陈明明 男

第七组 7-9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04)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402625 杨阳 男

第七组 7-10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06)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701710 瞿阳 男



第七组 7-11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06)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401321 姚轶晨 男

第七组 7-12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06)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601523 何智明 男

第七组 7-13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08)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702723 丁伯林 男

第七组 7-14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90)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606606 宋淼洋 男

第八组 8-1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90)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402921 虞小杰 男

第八组 8-2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90)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605813 高天奇 男

第八组 8-3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90)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600610 宋阳阳 男

第八组 8-4 (303)如东县－县城市管理局 (96)县城管执法大队一级行政执法员（参公管理） 202060602302 谢文彬 男

第八组 8-5 (501)如东县－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01)一级科员 101000213207 魏子玉 男

第八组 8-6 (501)如东县－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01)一级科员 101060300614 许家驹 男

第八组 8-7 (011)如东县－县财政局 (01)县财政监督检查大队一级科员（参公管理） 202060700308 周斯远 男

第八组 8-8 (022)如东县－县审计局 (02)一级科员 101050201818 平增鑫 男

第八组 8-9 (533)如东县－县人民法院 (71)五级法官助理 101060203305 薛景 男

第八组 8-10 (534)如东县－县人民检察院 (01)一级科员 101060303818 张洪阁 男

第八组 8-11 (815)如东县－乡镇机关（财政所） (01)一级科员 303060801909 钱一闻 男

第八组 8-12 (815)如东县－乡镇机关（财政所） (01)一级科员 303001805511 徐湛 男

第八组 8-13 (815)如东县－乡镇机关（财政所） (01)一级科员 303060803825 沈宇城 男

第八组 8-14 (815)如东县－乡镇机关（财政所） (01)一级科员 303021603024 张俊杰 男

第九组 9-1 (815)如东县－乡镇机关（财政所） (01)一级科员 303061003620 缪百威 男

第九组 9-2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1)一级科员 303061100515 张佳欢 男

第九组 9-3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1)一级科员 303061007607 周子祎 男

第九组 9-4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1)一级科员 303061204828 胡祁 男

第九组 9-5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1)一级科员 303061004622 陆圣天 男

第九组 9-6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1)一级科员 303061203622 赵陈城 男



第九组 9-7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3)一级科员 303061203628 蔡炯晖 男

第九组 9-8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4)一级科员 303061202919 周祺 男

第九组 9-9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4)一级科员 303060804309 朱静铭 男

第九组 9-10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4)一级科员 303081203408 张鹤飞 男

第九组 9-11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4)一级科员 303061201327 吴庆金 男

第九组 9-12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4)一级科员 303061201719 张佾行 男

第九组 9-13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4)一级科员 303061104525 周海楼 男

第九组 9-14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5)一级科员 303100502824 吴德鹏 男

第十组 10-1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5)一级科员 303061101202 何超 男

第十组 10-2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5)一级科员 303001904823 郭晨 男

第十组 10-3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5)一级科员 303061200110 周钱乾 男

第十组 10-4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7)一级科员 303061003801 章宜轩 男

第十组 10-5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8)一级科员 303090903210 金鑫 男

第十组 10-6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8)一级科员 303061007719 黄民 男

第十组 10-7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8)一级科员 303061104615 黄春笋 男

第十组 10-8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8)一级科员 303060901519 徐艺路 男

第十组 10-9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08)一级科员 303061007515 张潮 男

第十组 10-10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10)一级科员 303060806729 尹巍程 男

第十组 10-11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90)一级科员 303061104508 陈玮 男

第十组 10-12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90)一级科员 303060806318 季冠镒 男

第十组 10-13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90)一级科员 303061101606 季建飞 男

第十组 10-14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90)一级科员 303060803216 王成 男

第十组 10-15 (899)如东县－乡镇机关 (96)一级科员 303060900611 郭鹏 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