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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2008年考试录用公务员报考长治市行政机关的面试工作定

于2008年9月12日举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面试人

员 通过资格审查的人员（具体名单附后） 二、面试时间、地

点 面试时间：2008年9月12日 具体面试报到时间、地点详见

面试通知书。 三、面试通知书领取 进入面试范围的考生可凭

本人身份证、笔试准考证，于2008年9月8日至9月9日到长治

市人事局公务员管理科（市政府大院2号楼1楼）领取。 四、

要求 参加面试的考生须携带笔试准考证、面试通知书、身份

证于面试当日到指定地点报到入闱。面试有关事项可与长治

市人事局咨询。 咨询电话：0355----2192547 长治市2008年县

级行政机关 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领导小组 二八年九月四日 附

： 长治市2008年县级行政机关考录公务员面试人员名单 姓名

准考证号职 位申燕军10104530409长治市潞城市政府办科员1

冯双胜10104512019长治市潞城市政府办科员1成方

毅10104582928长治市潞城市政府办科员1田燕飞10104520224长

治市潞城市政府办科员2李 娜10104590122长治市潞城市政府

办科员2郭勤勤10104520505长治市潞城市政府办科员2王晓

东10104542430长治市潞城市教育局科员赵贝贝10104550603长

治市潞城市教育局科员申秀军10104563020长治市潞城市教育

局科员郝明辉10104580325长治市潞城市司法局科员茹晓

丹10104551126长治市潞城市司法局科员许 丽10104521429长治

市潞城市司法局科员冯 静10104562103长治市潞城市司法局科



员栗晓云10104580813长治市潞城市司法局科员李亚

波10104572919长治市潞城市司法局科员肖 静10104554328长治

市潞城市农业局科员韩凌云10104530915长治市潞城市农业局

科员栗艳青10104580127长治市潞城市农业局科员张苏

玲10104541627长治市潞城市劳动局科员张 丽10104590911长治

市潞城市劳动局科员王珑姣10104581419长治市潞城市劳动局

科员原艳飞10104562125长治市潞城市国土局科员1吴春

燕10104581427长治市潞城市国土局科员1原晓敏10104560220长

治市潞城市国土局科员1申云廷10104540730长治市潞城市国土

局科员2闫志敏10104563925长治市潞城市国土局科员2苏 

波10104553728长治市潞城市国土局科员2原晶晶10104511421长

治市潞城市城建局科员1王耀波10104521130长治市潞城市城建

局科员1冯雪平10104581217长治市潞城市城建局科员1郝泽

波10104532424长治市潞城市城建局科员2李 宝10104512423长

治市潞城市城建局科员2赵 静10104561212长治市潞城市城建

局科员2黄彦波10104572926长治市潞城市城建局科员3酒 

洁10104541702长治市潞城市城建局科员3姜 锋10104582402长

治市潞城市城建局科员3杜 鹏10104561230长治市潞城市城建

局科员3刘 霞10104563802长治市潞城市城建局科员3赵 

娜10104592001长治市潞城市城建局科员3姜婷婷10104590309长

治市潞城市卫生局科员1郭淑丽10104553410长治市潞城市卫生

局科员1施 展10104560912长治市潞城市卫生局科员1程雅

坚10104572602长治市潞城市卫生局科员2景在阳10104540608长

治市潞城市卫生局科员2李少宁10104510110长治市潞城市卫生

局科员2李一帆10104540619长治市潞城市审计局科员1王云

鹏10104572110长治市潞城市审计局科员1郭慧敏10104561730长



治市潞城市审计局科员1张雪琴10104542502长治市潞城市审计

局科员2武海燕10104591713长治市潞城市审计局科员2李林

峰10104532018长治市潞城市审计局科员2李轶楠10104570128长

治市潞城市粮食局科员崔彩虹10104582811长治市潞城市粮食

局科员张 鑫10104580713长治市潞城市粮食局科员李 

波10104510516长治市潞城市安监局科员1郝志斌10104512316长

治市潞城市安监局科员1连 强10104570223长治市潞城市安监

局科员1李 春10104581328长治市潞城市安监局科员2孙 

娇10104590110长治市潞城市安监局科员2韩韶琴10104552025长

治市潞城市安监局科员2郭岩伟10104591217长治市潞城市安监

局科员2王国荣10104530421长治市潞城市安监局科员2张 

玉10104530913长治市潞城市安监局科员2刘培培10104590617长

治市平顺县政府办科员原国鹏10104572320长治市平顺县政府

办科员项 军10104553711长治市平顺县政府办科员杨 

靖10104553617长治市平顺县科技局科员付刘青10104592915长

治市平顺县科技局科员杨文豪10104512430长治市平顺县科技

局科员张 宏10104531916长治市平顺县建设局科员马海

红10104572427长治市平顺县建设局科员朱世丽10104560109长

治市平顺县建设局科员田保国10104580927长治市平顺县农业

局科员许丽娟10104592303长治市平顺县农业局科员刘 

晨10104542323长治市平顺县农业局科员秦燕燕10104532216长

治市平顺县审计局科员杨峰岗10104520620长治市平顺县审计

局科员韩英倩10104580516长治市平顺县审计局科员杨海

龙10104571504长治市平顺县交通局科员许月玲10104561222长

治市平顺县交通局科员申凌华10104561127长治市平顺县交通

局科员牛凯丽10104511923长治市平顺县安监局科员王旭



东10104570103长治市平顺县安监局科员刘 涛10104562611长治

市平顺县安监局科员段雁斌10104521320长治市平顺县人事局

科员马亚丽10104550702长治市平顺县人事局科员李 

芳10104563205长治市平顺县人事局科员高晓吉10104530615长

治市平顺县人事局科员崔向花10104562918长治市平顺县人事

局科员张静芳10104592323长治市平顺县人事局科员崔冬

科10104572611长治市长子县政府办科员1崔志邦10104552325长

治市长子县政府办科员1李 鑫10104531513长治市长子县政府

办科员1孙 芳10104581325长治市长子县政府办科员1刘家

琪10104521508长治市长子县政府办科员1范卫华10104512623长

治市长子县政府办科员1陈云鹏10104560124长治市长子县政府

办科员1张 鑫10104561527长治市长子县政府办科员2张 

奇10104563404长治市长子县政府办科员2赵 亮10104512007长

治市长子县政府办科员2来少波10104591702长治市长子县政府

办科员2高媛媛10104541010长治市长子县政府办科员2常阳

光10104540517长治市长子县政府办科员2郭莉娅10104551329长

治市长子县教育局科员1许 斐10104571108长治市长子县教育

局科员1柴常景10104570227长治市长子县教育局科员1师静

毅10104554316长治市长子县教育局科员2申 媛10104520317长

治市长子县教育局科员2黄 燕10104564418长治市长子县教育

局科员2柴 炎10104572806长治市长子县科技局科员吴 

昊10104581106长治市长子县科技局科员任文斌10104562124长

治市长子县科技局科员杨 琳10104570615长治市长子县司法局

科员1贾 瑜10104520301长治市长子县司法局科员1崔 

涛10104564406长治市长子县司法局科员1贾 倩10104552113长

治市长子县司法局科员2申竹强10104530130长治市长子县司法



局科员2王 玉10104581401长治市长子县司法局科员2柴 

玲10104521814长治市长子县司法局科员2王国刚10104562010长

治市长子县司法局科员2崔萌萌10104521923长治市长子县司法

局科员2吴丹丹10104520202长治市长子县财政局科员李 

静10104571824长治市长子县财政局科员侯勤勤10104520312长

治市长子县财政局科员申璐璐10104561422长治市长子县劳保

局科员1陈宇跃10104590206长治市长子县劳保局科员1常树

芳10104521909长治市长子县劳保局科员1王 彦10104554124长

治市长子县劳保局科员1郭明明10104540607长治市长子县劳保

局科员2王 宁10104572609长治市长子县劳保局科员2胡 

静10104571012长治市长子县劳保局科员2刘 艳10104563617长

治市长子县国土局科员1祝文科10104592028长治市长子县国土

局科员1胡红霞10104570311长治市长子县国土局科员1郭丽

华10104521619长治市长子县国土局科员2柴婷婷10104581821长

治市长子县国土局科员2任文杰10104550229长治市长子县国土

局科员2李 瑞10104510324长治市长子县农业局科员1牛 

波10104554115长治市长子县农业局科员1任红霞10104580209长

治市长子县农业局科员1杨大东10104570613长治市长子县农业

局科员2杨 慧10104540830长治市长子县农业局科员2姜 

锐10104550617长治市长子县农业局科员2黄亚东10104580626长

治市长子县卫生局科员田 媛10104571629长治市长子县卫生局

科员赵 雷10104551521长治市长子县卫生局科员孙利

青10104551801长治市沁源县政府办科员王大斌10104511011长

治市沁源县政府办科员郭 帅10104572421长治市沁源县政府办

科员李 斐10104590422长治市沁源县政府办科员李晓

宝10104530323长治市沁源县政府办科员程 峰10104564326长治



市沁源县政府办科员张艳利10104570725长治市沁源县环保局

科员1杜俊芳10104572813长治市沁源县环保局科员1刘彦

辉10104590425长治市沁源县环保局科员1李 晶10104542202长

治市沁源县环保局科员1郭朝方10104530801长治市沁源县环保

局科员1王明亮10104550616长治市沁源县环保局科员1郭 

吉10104581426长治市沁源县环保局科员2申舒华10104563526长

治市沁源县环保局科员2孙香玉10104580512长治市沁源县环保

局科员2王青云10104563518长治市沁源县环保局科员2崔 

凯10104561427长治市沁源县环保局科员2杨云玲10104590712长

治市沁源县环保局科员2南雪鹏10104570322长治市沁源县司法

局科员1连 蓓10104581307长治市沁源县司法局科员1杨娇

云10104571807长治市沁源县司法局科员1郭晓慧10104512429长

治市沁源县司法局科员1董 伟10104510322长治市沁源县司法

局科员1崔晓丽10104581428长治市沁源县司法局科员1李红

丹10104563324长治市沁源县司法局科员1高 莉10104571202长

治市沁源县司法局科员1李 丽10104540704长治市沁源县司法

局科员1胡 枫10104521122长治市沁源县司法局科员1任 

林10104510223长治市沁源县司法局科员1许 丽10104562513长

治市沁源县司法局科员1李 敏10104551322长治市沁源县司法

局科员1李春燕10104552415长治市沁源县司法局科员1赵马

峰10104521901长治市沁源县司法局科员1唐 琳10104541130长

治市沁源县司法局科员2王 婧10104550814长治市沁源县司法

局科员2王灵10104510924长治市沁源县司法局科员2史宇

鹏10104561208长治市沁源县财政局科员郭 玲10104571308长治

市沁源县财政局科员阚洪刚10104582213长治市沁源县财政局

科员高艳艳10104520829长治市沁源县经贸局科员任敏



丽10104541509长治市沁源县经贸局科员邓 立10104521402长治

市沁源县经贸局科员李 伟10104562616长治市沁源县教育局科

员卫碧云10104531301长治市沁源县教育局科员郭志

亮10104582406长治市沁源县教育局科员蒋婷婷10104571806长

治市沁源县计生局科员史鹏飞10104580721长治市沁源县计生

局科员闫 慧10104552825长治市沁源县计生局科员崔玉

栋10104532228长治市沁源县安监局科员康 鹏10104530528长治

市黎城县政府办科员韩素军10104552328长治市黎城县政府办

科员董云忠10104530526长治市黎城县政府办科员李欣

庭10104553507长治市黎城县政府办科员李 立10104531417长治

市黎城县司法局科员王 娜10104520930长治市黎城县司法局科

员段丽君10104562108长治市黎城县司法局科员陈 

绩10104531209长治市襄垣县教育局科员郝 瑞10104510320长治

市襄垣县教育局科员梁俊祥10104563429长治市襄垣县教育局

科员马 晶10104553906长治市襄垣县教育局科员王 

星10104572717长治市襄垣县教育局科员石璐瑶10104570129长

治市襄垣县教育局科员王婷婷10104532411长治市襄垣县农业

局科员冯宇伟10104560709长治市襄垣县农业局科员李玉

玲10104542329长治市襄垣县农业局科员周熙章10104562106长

治市襄垣县统计局科员王 鑫10104530423长治市襄垣县统计局

科员崔佳佳10104560510长治市襄垣县统计局科员姬鹏

飞10104571823长治市襄垣县林业局科员李金鑫10104580305长

治市襄垣县林业局科员田瑞岗10104512125长治市襄垣县林业

局科员张 军10104532220长治市襄垣县水利局科员1付 

懿10104542429长治市襄垣县水利局科员1史跃林10104582326长

治市襄垣县水利局科员1徐 晖10104564226长治市襄垣县水利



局科员2苗 春10104591823长治市襄垣县水利局科员2李锐

东10104590524长治市襄垣县水利局科员2范清亮10104571327长

治市襄垣县经贸局科员1杨桂斌10104554016长治市襄垣县经贸

局科员1崔飞翔10104590902长治市襄垣县经贸局科员1张晓

慧10104531008长治市襄垣县司法局科员1安 全10104512704长

治市襄垣县司法局科员1连丽娟10104563928长治市襄垣县司法

局科员1连锐波10104512319长治市襄垣县司法局科员2杨蓓

蓓10104510621长治市襄垣县司法局科员2侯炜波10104532022长

治市襄垣县司法局科员2郭 雷10104590610长治市襄垣县人事

局科员宋芸锋10104541703长治市襄垣县人事局科员李向

云10104590216长治市襄垣县人事局科员王正哲10104531906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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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10104593014长治市沁县人事局科员1刘宇鹏10104542025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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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员2张双全10104572322长治市沁县人事局科员2王 

恒10104573001长治市沁县司法局科员1秦丽华10104561608长治

市沁县司法局科员1赵 俊10104550817长治市沁县司法局科员1

郭超群10104591717长治市沁县司法局科员2龚 雪10104541418

长治市沁县司法局科员2王 娟10104563129长治市沁县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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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10104583029长治市沁县计生局科员宋丽丰10104551127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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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县农业局科员贾鹏鹏10104590106长治市沁县审计局科员栗

子龙10104553504长治市沁县审计局科员桂 佳10104552628长治

市沁县审计局科员郭世伟10104593013长治市沁县科技局科员

李 燕10104592721长治市沁县科技局科员赵丽霞10104591529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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