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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63 主任/副主任 李程鑫

2 1258 综合文秘岗 李菲菲

3 1638 综合文秘岗 任绪来

4 1191 综合文秘岗 刘晓慧

5 167 机要督查岗 袁宁宁

6 517 主任/副主任 张思东

7 138 基层党建岗 王超

8 660 基层党建岗 张可新

9 286 基层党建岗 张玲

10 920 人事管理岗 梁钰婕

11 1590 人才服务岗 成慧月

12 1422 财政局 预算管理岗 邱骋

13 1469 法制岗 王书新

14 1101 财务审计岗 李震

15 863 主任/副主任 焦方振

16 1244 产业研究岗 鞠丽萍

17 903 三农服务岗 杨凤辉

18 697 产业研究岗 徐蕾

19 948 科技管理岗 宁继宏

20 1279 现代服务业管理办公室 产业服务岗 郝姗

21 896 主任/副主任 张栋华

22 1248 政策研究岗 姚科

23 812 信息化管理岗 李爱平

24 1387 国土规划办公室 国土规划岗 刘钊

25 1567 工程质量监督岗 秦文超

26 86 工程质量监督岗 高建水

27 607 工程安全监督岗 李庆

28 2 行业管理岗 冯涛

29 882 行业管理岗 孙恺

30 693 基础设施规划岗1 王明博

31 1231 基础设施规划岗2 王宜新

32 411 基础设施规划岗3 刘魁

33 1393 基础设施规划岗4 程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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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26 城乡管理办公室 市政设施管理岗位 张兵兵

35 567 督查整改岗 刘相蔚

36 241 督查整改岗 庄军

37 1149 综合执法岗 杨霄

38 793 安全生产监督岗 赵继飞

39 1049 安全生产监督岗 陈小亮

40 357 主任/副主任 张霞

41 575 工商监管岗 王泽

42 976 工商监管岗 屈凤仪

43 978 食药监管岗 李阳

44 1687 食药监管岗 张艳

45 1196 质量监督岗 田辉

46 431 质量监督岗 聂朋

47 503 综合执法岗 姚玉敏

48 1576 信访维稳岗 马勇

49 1557 信访维稳岗 陈洋

50 508 政法岗 刘洋

51 916 教育管理岗 赵英来

52 737 文旅事务岗 朱晓楠

53 1285 民政管理岗 房聪聪

54 111 民政管理岗 张成旭

55 662 医政管理岗 刘吉生

56 1542 医政管理岗 张雯旭

57 689 主任/副主任 吕文方

58 748 社会保障管理岗 刘欢

59 1157 社会保障管理岗 刘培强

60 724 就业服务岗 王倩

61 5 纪检监察岗 王长迎

62 15 纪检监察岗 位华涛

63 43 案件审理岗 张朝兴

64 499 案件审理岗 魏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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