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考号 姓名 总成绩 政策加分

安全生产监察大队 安全生产协管员 1701302 王若丞 82.5

安全生产监察大队 安全生产协管员 1701318 刘英彤 79.1

八角街道办事处 安全生产协管员 1703014 侯迪文 79.9 本区生源

八角街道办事处 安全生产协管员 1703144 李毅 76.3

八角街道办事处 安全生产协管员 1703323 贾雪峰 73.8

八角街道办事处 安全生产协管员 1703377 邵继宗 73.7

八角街道办事处 流动人口协管员 1703388 张博阳 73.1

八角街道办事处 流动人口协管员 1703210 于琪桐 73

八角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A 1703251 于子恒 71.5

八角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A 1703020 隋心愿 69.3 本区生源

八角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A 1703057 朱维辉 67.6

八角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B 1703232 陈静 75.5

八角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B 1703034 王玲 75

八角街道办事处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专
职辅助人员

1703127 李晓平 72.4 本区生源

八角街道办事处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专
职辅助人员

1703011 孟祥斌 70.4 退伍士兵

党员教育中心 党性教育基地辅助管
理岗位A

1703085 刘肖妤 77.3

党员教育中心 党性教育基地辅助管
理岗位B

1703368 姜磊 71.3

党员教育中心 区党群服务中心辅助
管理岗位

1703207 王月明 80.9 退伍士兵

党员教育中心 区党群服务中心辅助
管理岗位

1703158 李朋笑 72.8

党员教育中心 中信大厦党群服务中
心辅助管理岗位

1703070 宋玉婷 79.3 本区生源

党员教育中心 中信大厦党群服务中
心辅助管理岗位

1703227 王月 75.2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窗口人员A 1703035 郭强 68.4 本区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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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窗口人员B 1703336 孙君风 78.7 本区生源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基层民政辅助人员 1703065 王宇 66.5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134 张良 77 本区生源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177 蔡晓琳 75.4 本区生源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383 吕玫臻 75.3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348 周丙双 74.3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399 王善凯 74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091 穆永梅 73.6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153 孙超 73.4 失地居民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072 于洪言 73.2 失地居民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419 姜慧 72.9 本区生源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248 崔伟 72.9 本区生源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333 李珊珊 72.7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015 王静 72.5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360 王文婧 72.3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249 由孚燕 72

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306 高会霞 71.8

港航管理处 港航协管员 1702098 栾智程 78.4

港航管理处 港航协管员 1702035 刘大伟 76.9

港航管理处 港航协管员 1702027 张钰 76.7

古现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310 刘坤 77.7

古现街道办事处 社区工作者 1703303 刘俊霞 74.8

古现街道办事处 综合服务辅助岗位 1703236 邹银雪 87 本区生源

古现街道办事处 综合服务辅助岗位 1703024 姜怡霖 75.9

环境监察大队 环境监察协管员 1702005 王磊 85.6 本区生源

环境监察大队 环境监察协管员 1702062 王逊 82.3

环境监察大队 环境监察协管员 1702024 杨书龙 77.5

环境监察大队 环境监察协管员 1702031 衣英杰 77.4



环境监察大队 环境监察协管员 1702089 张昱 74.9

环境监察大队 环境监察协管员 1702073 林春生 74.9

环境监察大队 环境监察协管员 1702092 马鹏飞 71.2 本区生源

环境监察大队 环境监察协管员 1702110 姜建波 67

环境监察大队 环境监察协管员 1702055 陈柯江 66.9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疾病预防控制辅助岗
位

1702111 李畑炤 72.4 本区生源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疾病预防控制辅助岗
位

1702059 王璐 65.6

检察信息中心 案管中心检察辅助人
员A

1701065 姜娜 80.1

检察信息中心 案管中心检察辅助人
员B

1701309 吕家良 82

检察信息中心 书记员A 1701244 刘璐 83.9

检察信息中心 书记员A 1701368 刘俊秀 83.4

检察信息中心 书记员B 1701016 郝洴 83.2

检察信息中心 书记员B 1701066 权子晶 83.2

检察信息中心 书记员C 1701150 何田颖 83

检察信息中心 司法辅助警察 1701226 王斌 81.6 失地居民

建设工程安全管理站 档案管理辅助岗位 1703037 曲晓梅 76.3

建设工程安全管理站 行业管理辅助岗位 1702082 聂玉萍 78.7

交通运输执法监察大队 交通运输执法监察协
管员

1702072 张潇 84.8

交通运输执法监察大队 交通运输执法监察协
管员

1702068 薛辰 78.7

交通运输执法监察大队 交通运输执法监察协
管员

1702045 谷勤超 78.3

交通运输执法监察大队 交通运输执法监察协
管员

1702017 常进 74.1

交通运输执法监察大队 交通运输执法监察协
管员

1702103 于佳安 72.2 本区生源

警务服务中心 食品安全检测辅助岗
位

1702105 钟健 70.3

警务服务中心 易制毒化学品辅助管
理岗位

1702021 温家正 79.6 退伍士兵

警务服务中心 易制毒化学品辅助管
理岗位

1702030 李兆骏 73.1

警务服务中心 易制毒化学品辅助管
理岗位

1702074 张邺玮 72.1

警务技术中心 计算机网络维护岗位 1701234 封佳鑫 78.2

警务技术中心 计算机网络维护岗位 1701269 张津瑜 75.4



警务技术中心 计算机网络维护岗位 1701312 方明哲 74.3

警务技术中心 计算机网络维护岗位 1701259 王鹏 71.4

警务技术中心 计算机网络维护岗位 1701282 张翔 70.1 退伍士兵

警务技术中心 计算机网络维护岗位 1701256 王霄明 69

老干部活动中心 综合管理辅助岗位 1701060 杜春晓 84.6 本区生源

农林站 森林消防员 梁益全 87.84 退伍士兵

农林站 森林消防员 宫连军 73.90

农业与海洋渔业监督监
察大队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辅助人员

1702009 周海洲 76.8

农业与海洋渔业监督监
察大队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辅助人员

1702057 李春皓 73.8

农业与海洋渔业监督监
察大队

动物防疫协管员 1702003 李裕 75

青少年宫 艺术培训辅导教师 1701345 鹿艺凡 84.2

青少年宫 音乐表演辅导教师 1701158 万泰岭 73.6

青少年宫 音乐辅导教师 1701372 宋思颖 75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
合服务中心

辅助管理岗位A 1701306 孙迪 77.5 本区生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
合服务中心

辅助管理岗位A 1701165 张富强 77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
合服务中心

辅助管理岗位B 1701366 于倩婧 86.3 本区生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
合服务中心

辅助管理岗位B 1701230 杨晓晴 85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
合服务中心

辅助管理岗位B 1701147 杨诚 82.4

商务公共服务信息中心 窗口人员 1701133 王星茹 76.5

商务公共服务信息中心 商务公共服务信息中
心辅助岗位

1701126 梁高峰 81.7 退伍士兵

市场监督管理所 食品安全监管辅助岗
位

1702097 刘少霞 83

市场监督管理所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辅
助岗位

1702094 王玉彬 80.3

市场监督管理所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辅
助岗位

1702007 张晟 78.7

诉讼服务中心 司法辅助人员A 1701003 曲吉坤 82.4

诉讼服务中心 司法辅助人员A 1701209 王乃巧 77.5

诉讼服务中心 司法辅助人员A 1701264 鞠晓龙 73.6

诉讼服务中心 司法辅助人员A 1701214 孙岩峰 72.4 退伍士兵

诉讼服务中心 司法辅助人员B 1701004 姜惠耀 80.2



诉讼服务中心 司法辅助人员C 1701116 张双运 77.8

诉讼服务中心 司法辅助人员D 1701092 张栋 79.4 退伍士兵

诉讼服务中心 司法辅助人员H 1701076 李鑫 78.7

诉讼服务中心 司法辅助人员I 1701014 张鹤 87.1 本区生源

诉讼服务中心 司法辅助人员I 1701100 白亚楠 86

诉讼服务中心 司法辅助人员I 1701039 张岩 83

图书馆 活动主持及讲解人员 1701211 袁晶 80.7

图书馆 幼儿阅读推广教育培
训辅助岗位

1701369 梁闳徉 79.4

土地储备中心 测绘辅助岗位 1702079 卢小乐 75.5

土地储备中心 土地管理辅助岗位 1702066 徐文斌 74.8

文化馆 综合辅助科员A 1701205 华丽 79.5

文化馆 综合辅助科员B 1701362 丁建东 88.1 本区生源

物流园区管委 安全生产协管员 1702063 魏献辉 73.3

烟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开发区分中心

不动产登记辅助岗位 1702018 张峰铭 77.4 本区生源

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
室

公共资源交易管理辅
助岗位

1703002 迟小倩 82

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
室

公共资源交易管理辅
助岗位

1703351 石蕾 77.1

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
室

信息化建设管理辅助
岗位

1701028 宋修平 72.9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网络微信辅助管理人
员

1701061 王文琳 73.6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网络微信辅助管理人
员

1701069 李萌 71.7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综合执法协管员A 1702049 于秉群 86 失地居民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综合执法协管员A 1702102 王靖宇 63.9 本区生源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综合执法协管员B 1702091 矫志伟 79.1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综合执法协管员B 1702012 王腾仪 77.8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综合执法协管员B 1702019 蒋晓坤 77.5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综合执法协管员B 1702028 贺盛军 76.6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综合执法协管员B 1702032 范强伟 72.4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综合执法协管员B 1702093 于川 70.4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综合执法协管员E 1702051 于文亭 73.9



备注：总成绩已包含政策加分（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