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
成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李时醒 130241011306001

李永霜 130241020201025

辛江 130237030901908

张远 130236070302919

蒋梦桐 130241030401220

刘歌 130241140500602

周榆博 130241011106102

杨玉慧 130233020501724

李瑞 130242010805004

胡洋 130241010802914

刘常青 130241011008819

席光辉 130241010905705

彭帅 130241010605612

李烈 130241020400319

王李敏 130241140403007

孙苏欣 130241020400409

国家税务总局潢川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85001)

70.275 冯微 130241011100803

王玥 130241011004316

娄玉珍 130237090501630

曹昕雨 130241140503610

赵文琪 130241010603806

张子威 130241020205519

苗准 130241020301023

国家税务总局潢川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85003)

73.775

国家税务总局商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86001)

73.075

国家税务总局息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84001)

75.275

国家税务总局息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84002)

74.55

国家税务总局潢川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85002)

72.225

国家税务总局罗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83001)

78.7

国家税务总局罗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83002)

77.4

国家税务总局罗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83003)

76.4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2020年录用公务员
6月24日面试入围体检和考察人选

国家税务总局信阳市浉河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181002)

75.8

国家税务总局信阳市平桥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一）(300110182001)

73.75

国家税务总局信阳市平桥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二）(300110182002)

7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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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
成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2020年录用公务员
6月24日面试入围体检和考察人选

杨雪 130241020200805

林心玉 130241011009030

丁可 130241010603316

杨婷予 130241030504030

孟庆涛 130241020201625

朱俊石 130241011200925

陈炜 130241020204724

张梦蝶 130241011202923

国家税务总局淮滨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87003)

72.475 王小雨 130242010711507

张婷婷 129241140300821

马晓兰 130237090202206

苏璐柳 130236071802901

国家税务总局新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88003)

73.975 任鹏遥 130241140401718

董瀚文 130241011206623

陈鹏 130241020304419

朱炎光 130250011702109

胡艳 130241140400329

盛家丽 130241011012115

冯甜甜 130241020306117

国家税务总局光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89003)

73.925 曹乃良 130241140301115

杨豪 130241020305610

彭瑜程 130241140300230

国家税务总局固始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90001)

72.8

国家税务总局新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88002)

73.025

国家税务总局光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89001)

73.425

国家税务总局光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89002)

73.375

国家税务总局商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86003)

74.975

国家税务总局淮滨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87001)

73.4

国家税务总局淮滨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87002)

73.5

国家税务总局商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86002)

7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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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
成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2020年录用公务员
6月24日面试入围体检和考察人选

崔灿 130241020303324

方天悦 130243013603404

国家税务总局固始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90003)

75.525 黎丽泓 130234012001723

国家税务总局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一）(300110192001)

73.775 段杨彪 130234011902920

国家税务总局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二）(300110192002)

73.775 张晓旭 130241140204707

国家税务总局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一级行
政执法员（三）(300110192003)

77.35 刘真真 130241020303011

朱奥威 130241140400729

刘帅威 130214011600212

张聿平 130222011701825

吕茹佳 130241140402720

许申鑫 130241010605913

黄森 130241020301428

袁贝贝 130241010600914

刘恰 130241140202724

董浩 130241010904127

于亚申 130221152301103

种玉杰 130241011011904

赵梦华 130211050500404

毛永博 130241140203827

单兆昆 130241020204314

宋哲 130241011008423

简晨晨 130232010702727

国家税务总局扶沟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96002)

73.55

国家税务总局项城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95001)

69.925

国家税务总局项城市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95002)

77.575

国家税务总局扶沟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96001)

6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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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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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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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

国家税务总局固始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90002)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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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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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
成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2020年录用公务员
6月24日面试入围体检和考察人选

宋一昊 130241011101719

王英杰 130241010901608

郭静文 130221020600217

张乐乐 130241010907430

国家税务总局西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197005)

76.45 胡琼元 130241140400827

田家沛 130241010606126

李变化 130241010906512

高硕硕 130241010907123

智冰霞 130241030204126

李银锁 130241140301912

高鹏 130232020505815

谷春颖 130241140500710

张艳 130241020202206

国家税务总局郸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00002)

74.6 刘钊 130241010705618

国家税务总局郸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00003)

75.475 王宇 130241140301528

边琳 130241140501302

赵磊 130241140202707

李彬彬 130241140501901

马亮亮 130241140502322

张帅 130241140503501

雷树青 130241011305729

姚肖华 130222011701224

张长洲 130242011002514

国家税务总局沈丘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02001)

76.775

国家税务总局太康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99002)

73.2

国家税务总局郸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00004)

73.1

国家税务总局淮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201001)

75.6

国家税务总局商水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98001)

68.1

国家税务总局商水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98002)

72.775

国家税务总局太康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99001)

74.2

国家税务总局西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197001)

74.85

国家税务总局西华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197002)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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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
成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2020年录用公务员
6月24日面试入围体检和考察人选

张鑫宇 130241010606028

张雪霁 130234010302329

周晓天 130241011014324

郭佳昊 130241140401711

孙华辰 130241011019111

王小芳 130241030400228

李欣彦 130241010706617

王晓帆 130241011000527

周鹏程 130241010702703

李嘉琦 130241011015127

黄灿 130241011201121

商葆雯 130241010702708

赵伟霞 130241010606318

邢亚玲 130241020400905

国家税务总局汝南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08003)

77.525 李嘉洋 130241011205602

国家税务总局汝南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208004)

74.575 陶子依 130241140200703

袁长超 130241020201210

刘焯豪 130241020300720

黎子航 130241011106626

马祎鸣 130241020202801

白娅婷 130241010803903

张家珠 130241010906602

国家税务总局上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09003)

71.2 陈又鑫 130241011000209

国家税务总局上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09001)

74.25

国家税务总局上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09002)

73.825

国家税务总局鹿邑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03002)

71.35

国家税务总局汝南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08001)

73.325

国家税务总局汝南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08002)

73.675

国家税务总局沈丘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02002)

74.975

国家税务总局鹿邑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03001)

7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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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
成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2020年录用公务员
6月24日面试入围体检和考察人选

国家税务总局上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209004)

72.775 朱玉真 130241140302919

靳记飞 130241011014508

吕金阳 130241010703308

张丽丽 130241011015922

耿琼杰 130241010601926

国家税务总局西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10003)

76.55 张志坤 130241011105226

国家税务总局西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210004)

76.7 张新婷 130241011015504

杨启帆 130241030502319

范晓辉 130241011002602

吴赟 130242012003505

李昱明 130241011000903

国家税务总局遂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11003)

73.275 李和平 130241140301616

吕岱哲 130241011010907

吕通 130241010600219

周艳君 130241011013408

胡鑫 130241011002426

国家税务总局泌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12003)

77.025 梁万代 130241020300918

国家税务总局泌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212004)

72.65 胡瑞康 130241140502925

李龙飞 130241011009009

丁宇鹏 130241011204801

王亚娟 130213010903422

邓淼 130241190301602

国家税务总局确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13002)

76

国家税务总局泌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12001)

74.175

国家税务总局泌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12002)

74.475

国家税务总局确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13001)

75.45

国家税务总局西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10002)

77.075

国家税务总局遂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11001)

74.775

国家税务总局遂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11002)

75.2

国家税务总局西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10001)

7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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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
成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2020年录用公务员
6月24日面试入围体检和考察人选

国家税务总局确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13003)

76.55 郭欣 130241011001001

国家税务总局确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213004)

73.325 王猛 130241011017421

梁世豪 130241010600414

蔡翔宇 130241140502604

国家税务总局平舆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14002)

75 王璐璐 130241011000322

国家税务总局平舆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14003)

77.15 张斯琪 130251001808310

国家税务总局平舆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214004)

75.525 李奕伟 130241030301222

国家税务总局平舆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五）
(300110214005)

73.1 李照亚 130241140301704

任应超 130241011006928

张力博 130241010702008

丰丽丽 130241010701403

李玺琳 130241011013422

国家税务总局正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15003)

76.275 黄丹阳 130241030400702

国家税务总局正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215004)

77.125 李高波 130241020304008

党昱方 130241011302108

李现喜 130241011302408

张旭 130241010705121

贾丹兵 130241030201515

龚妍茹 130241011203108

张欣怡 130241010603627

国家税务总局新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216003)

73.375 魏晨曦 130241010806721

国家税务总局正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15002)

75.525

国家税务总局新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16001)

73.125

国家税务总局新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216002)

73.775

国家税务总局平舆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14001)

73.65

国家税务总局正阳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215001)

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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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
成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2020年录用公务员
6月24日面试入围体检和考察人选

国家税务总局新蔡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216004)

75.5 赵聪 130241140401127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玉泉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
法员（一）(300110220001)

76.225 单泉浩 130241030501820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玉泉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
法员（二）(300110220002)

78.525 陈育梅 130214010802226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玉泉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
法员（三）(300110220003)

76.425 闫佳芯 130241190202917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沁园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
法员（二）(300110221002)

79.55 牛钰波 130214011401208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沁园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
法员（三）(300110221003)

77.525 黄心雨 1302411902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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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 范铭鑫 1302411902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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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5 李金 13024119030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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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5 张润林 13024119020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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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75 王春林 13025100100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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