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选调区县 选调岗位 考生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1 万州区 综合岗位1 吴定逸 男 210201100728

2 万州区 综合岗位1 付冠谕 男 210201050620

3 万州区 综合岗位1 苗宸铭 男 210201150120

4 万州区 综合岗位2 文静 女 210201052321

5 万州区 综合岗位2 唐瑞欣 女 210201015002

6 万州区 综合岗位2 向春 女 210201013114

7 万州区 综合岗位3 付宇航 男 210201071101

8 万州区 综合岗位3 钟森 男 210201060205

9 万州区 综合岗位4 周彦君 女 210201123617

10 万州区 综合岗位4 袁琳娜 女 210201142202

11 黔江区 综合岗位1 费旭东 男 210201052030

12 黔江区 综合岗位1 张旭 男 210201114409

13 黔江区 综合岗位1 刘栋 男 210201111204

14 黔江区 综合岗位2 徐晓凤 女 210201112902

15 黔江区 综合岗位2 马晓萌 女 210201121617

16 黔江区 综合岗位2 刘丹妮 女 210201114016

17 黔江区 综合岗位2 黎爱闽 女 210201142330

18 黔江区 综合岗位3 胡迪 男 210201034605

19 黔江区 综合岗位3 冯浪 男 210201023324

20 黔江区 综合岗位3 黄振华 男 210201022326

21 黔江区 综合岗位3 陈鑫 男 210201011915

22 黔江区 综合岗位4 田玉林 女 210201043918

23 黔江区 综合岗位4 陈桂香 女 210201131819

24 涪陵区 综合岗位1 杨宏彬 男 2102010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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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涪陵区 综合岗位1 王子华 男 210201074808

26 涪陵区 综合岗位1 宿瑞奇 男 210201063702

27 涪陵区 综合岗位2 杨香 女 210201151514

28 涪陵区 综合岗位2 石欢 女 210201085109

29 涪陵区 综合岗位2 王宁 女 210201053901

30 涪陵区 综合岗位3 赵树东 男 210201113022

31 涪陵区 综合岗位3 胥邦豪 男 210201141821

32 涪陵区 综合岗位3 姚东廷 男 210201014023

33 涪陵区 综合岗位4 况霄 女 210201010720

34 涪陵区 综合岗位4 胡鹃 女 210201062224

35 涪陵区 综合岗位4 张琬若 女 210201015502

36 渝中区 综合岗位1 殷榆寒 男 210201031714

37 渝中区 综合岗位1 郭伟相 男 210201034519

38 渝中区 综合岗位2 刘雅涵 女 210201073026

39 渝中区 综合岗位3 周天鸣 男 210201032321

40 渝中区 综合岗位4 包梦玲 女 210201130929

41 大渡口区 综合岗位1 易俊昱 男 210201031122

42 大渡口区 综合岗位1 陈敬光 男 210201021003

43 大渡口区 综合岗位2 刘雨佳 女 210201114105

44 大渡口区 综合岗位3 左卿 男 210201031812

45 大渡口区 综合岗位4 蒋静 女 210201043209

46 江北区 综合岗位1 李征 男 210201151018

47 江北区 综合岗位2 王艺历 女 210201113707

48 江北区 综合岗位4 聂乐玲 女 210201100418

49 沙坪坝区 综合岗位1 涂琛 男 210201035722

50 沙坪坝区 综合岗位1 王震 男 210201141009

51 沙坪坝区 综合岗位2 石丹妮 女 210201084108

52 沙坪坝区 综合岗位3 潘若愚 男 21020111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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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沙坪坝区 综合岗位4 杨晨 女 210201023925

54 九龙坡区 综合岗位1 李征蔚 男 210201022408

55 九龙坡区 综合岗位2 邓琳 女 210201112022

56 九龙坡区 综合岗位3 钱洪伟 男 210201100330

57 南岸区 综合岗位1 雷坤 男 210201122802

58 南岸区 综合岗位1 张鑫磊 男 210201073710

59 南岸区 综合岗位2 母丹 女 210201051625

60 南岸区 综合岗位3 苏铉博 男 210201051330

61 南岸区 综合岗位4 张宇婷 女 210201012927

62 北碚区 综合岗位1 彭泽宇 男 210201042907

63 北碚区 综合岗位1 钟尤 男 210201080925

64 北碚区 综合岗位2 管玥 女 210201113202

65 北碚区 综合岗位3 刘袁 男 210201120521

66 北碚区 综合岗位4 袁雨宸 女 210201110917

67 渝北区 综合岗位1 白泰萌 男 210201013305

68 渝北区 综合岗位1 冯颂洋 男 210201142918

69 渝北区 综合岗位1 陈建 男 210201142207

70 渝北区 综合岗位2 李岚 女 210201074727

71 渝北区 综合岗位3 黄一煊 男 210201043607

72 渝北区 综合岗位4 陈蔼苑 女 210201102329

73 巴南区 综合岗位1 伍迪灿 男 210201111422

74 巴南区 综合岗位1 许志强 男 210201142412

75 巴南区 综合岗位2 赵嘉琪 女 210201031225

76 巴南区 综合岗位3 邱园 男 210201115719

77 巴南区 综合岗位4 张芮 女 210201120512

78 长寿区 综合岗位1 何熊江川 男 210201014618

79 长寿区 综合岗位1 鲜鹏飞 男 210201063722

80 长寿区 综合岗位1 雷恒毅 男 210201071227

第 3 页，共 14 页



序号 选调区县 选调岗位 考生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81 长寿区 综合岗位1 陈志毅 男 210201011820

82 长寿区 综合岗位2 张爱雪 女 210201023227

83 长寿区 综合岗位2 杨雪玲 女 210201084130

84 长寿区 综合岗位3 李明 男 210201102822

85 长寿区 综合岗位4 赵倩 女 210201101610

86 江津区 综合岗位1 谢渝飞 男 210201052229

87 江津区 综合岗位1 熊文轩 男 210201140205

88 江津区 综合岗位2 段涵宇 女 210201092110

89 江津区 综合岗位2 谢雪莲 女 210201061915

90 江津区 综合岗位3 胡腾 男 210201115230

91 江津区 综合岗位4 谭雨虹 女 210201073424

92 江津区 综合岗位4 马枢越 女 210201033327

93 合川区 综合岗位1 江易航 男 210201052116

94 合川区 综合岗位1 温健良 男 210201083814

95 合川区 综合岗位1 咬登麟 男 210201150213

96 合川区 综合岗位2 高凡 女 210201133027

97 合川区 综合岗位2 黄鑫怡 女 210201121030

98 合川区 综合岗位3 郑荣鑫 男 210201131006

99 合川区 综合岗位3 刘城佐 男 210201112206

100 合川区 综合岗位3 甘宇鹏 男 210201122906

101 合川区 综合岗位4 周雪妹 女 210201041212

102 合川区 综合岗位4 刘琳琪 女 210201031815

103 永川区 综合岗位1 陈思锐 男 210201110306

104 永川区 综合岗位1 卢旺达 男 210201074709

105 永川区 综合岗位2 刘馨霞 女 210201090213

106 永川区 综合岗位2 罗迦引 女 210201085011

107 永川区 综合岗位3 贺浩 男 210201034612

108 永川区 综合岗位3 邓常钦 男 21020101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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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永川区 综合岗位4 周鑫悦 女 210201102016

110 永川区 综合岗位4 彭雪 女 210201031902

111 南川区 综合岗位1 杨泳龙 男 210201121325

112 南川区 综合岗位1 陈良鑫 男 210201024327

113 南川区 综合岗位2 夏春杰 女 210201061710

114 南川区 综合岗位2 姜兴敏 女 210201120417

115 南川区 综合岗位3 梁兵兵 男 210201100117

116 南川区 综合岗位3 陈世茂 男 210201072925

117 南川区 综合岗位4 周雪垚 女 210201103127

118 南川区 综合岗位4 李怡婷 女 210201150719

119 綦江区 综合岗位1 田晋昕 男 210201022217

120 綦江区 综合岗位1 黄洪粮 男 210201132505

121 綦江区 综合岗位2 张佩珮 女 210201121426

122 綦江区 综合岗位2 廖婷婷 女 210201034512

123 綦江区 综合岗位3 屈瑞祥 男 210201021818

124 綦江区 综合岗位3 艾承志 男 210201043704

125 綦江区 综合岗位3 赵攀 男 210201021206

126 綦江区 综合岗位4 赵君 女 210201015406

127 大足区 综合岗位1 唐源泉 男 210201043429

128 大足区 综合岗位1 卢治成 男 210201071225

129 大足区 综合岗位2 胡雯菲 女 210201121420

130 大足区 综合岗位2 樊芮伶 女 210201100613

131 大足区 综合岗位3 高风 男 210201110422

132 大足区 综合岗位3 张官清 男 210201011925

133 大足区 综合岗位4 蒋寓竹 女 210201025903

134 璧山区 综合岗位1 叶智豪 男 210201032610

135 璧山区 综合岗位1 姚瑞轩 男 210201033418

136 璧山区 综合岗位2 王尧 女 21020103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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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璧山区 综合岗位2 成佩姗 女 210201112108

138 璧山区 综合岗位3 陈博杨 男 210201025103

139 璧山区 综合岗位3 严然 男 210201103202

140 璧山区 综合岗位4 段漾 女 210201053508

141 璧山区 综合岗位4 李春洁 女 210201122115

142 铜梁区 综合岗位1 殷鸿儒 男 210201153409

143 铜梁区 综合岗位1 何茂 男 210201152602

144 铜梁区 综合岗位2 谢金芯 女 210201082304

145 铜梁区 综合岗位2 梁诗音 女 210201153211

146 铜梁区 综合岗位3 黎沛鑫 男 210201131027

147 铜梁区 综合岗位3 冉孟圣 男 210201152025

148 铜梁区 综合岗位4 向诗佳 女 210201011716

149 铜梁区 综合岗位4 陈绘华 女 210201041926

150 潼南区 综合岗位1 李长青 男 210201141208

151 潼南区 综合岗位1 余麒麟 男 210201023705

152 潼南区 综合岗位2 唐文秀 女 210201131818

153 潼南区 综合岗位2 熊毓贞 女 210201035526

154 潼南区 综合岗位3 沈小松 男 210201040827

155 潼南区 综合岗位3 雷阳 男 210201053606

156 潼南区 综合岗位4 陈珂帆 女 210201153716

157 潼南区 综合岗位4 陈玺羽 女 210201020226

158 荣昌区 综合岗位1 朱文彬 男 210201122823

159 荣昌区 综合岗位2 黄莹 女 210201025326

160 荣昌区 综合岗位2 刘玉涵 女 210201072816

161 荣昌区 综合岗位3 庹代鹏 男 210201012608

162 荣昌区 综合岗位3 王一帆 男 210201082509

163 荣昌区 综合岗位4 刘俊余 女 210201011504

164 荣昌区 综合岗位4 赵秀娟 女 21020114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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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开州区 综合岗位1 熊俊丞 男 210201013428

166 开州区 综合岗位1 董明帅 男 210201150116

167 开州区 综合岗位1 曾悠 男 210201020901

168 开州区 综合岗位1 李卓航 男 210201041318

169 开州区 综合岗位2 陈钰洁 女 210201040825

170 开州区 综合岗位2 黎秋雨 女 210201111909

171 开州区 综合岗位2 王格 女 210201062620

172 开州区 综合岗位2 周楠 女 210201140616

173 开州区 综合岗位3 付光晨 男 210201026022

174 开州区 综合岗位3 向真辰 男 210201062813

175 开州区 综合岗位3 罗天宏 男 210201013022

176 开州区 综合岗位3 韦亿 男 210201022222

177 开州区 综合岗位3 杨晗晨 男 210201043406

178 开州区 综合岗位4 郑清华 女 210201010912

179 开州区 综合岗位4 刘小清 女 210201131630

180 开州区 综合岗位4 陈栖沅 女 210201033012

181 开州区 综合岗位4 孙雪 女 210201011221

182 开州区 综合岗位4 邓雨忻 女 210201063610

183 梁平区 综合岗位1 黄杨棚 男 210201063625

184 梁平区 综合岗位1 王作义 男 210201041123

185 梁平区 综合岗位2 张忠义 女 210201012811

186 梁平区 综合岗位3 张皓 男 210201053623

187 武隆区 综合岗位1 王爽 男 210201113815

188 武隆区 综合岗位1 何翰卿 男 210201082110

189 武隆区 综合岗位1 陈林 男 210201035928

190 武隆区 综合岗位1 罗马平 男 210201120514

191 武隆区 综合岗位2 吴万婷 女 210201015107

192 武隆区 综合岗位2 彭雪琴 女 2102011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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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武隆区 综合岗位3 刘海贝 男 210201043018

194 武隆区 综合岗位4 蒋雨含 女 210201052418

195 武隆区 综合岗位4 谢松琼 女 210201060228

196 城口县 综合岗位1 王旭恒 男 210201083321

197 城口县 综合岗位1 余群 男 210201142822

198 城口县 综合岗位2 江雪 女 210201026122

199 城口县 综合岗位2 杨双 女 210201091726

200 城口县 综合岗位3 肖川 男 210201110511

201 城口县 综合岗位3 唐伟翔 男 210201050320

202 城口县 综合岗位3 李若愚 男 210201091213

203 城口县 综合岗位4 陈玥圻 女 210201071725

204 城口县 综合岗位4 罗婷 女 210201032427

205 城口县 综合岗位4 刘忆 女 210201024403

206 丰都县 综合岗位1 贺旺 男 210201071415

207 丰都县 综合岗位1 张皓荻 男 210201051623

208 丰都县 综合岗位1 龚渝川 男 210201040219

209 丰都县 综合岗位1 谭微 男 210201112520

210 丰都县 综合岗位2 戴文颖 女 210201122517

211 丰都县 综合岗位2 朱映雪 女 210201090922

212 丰都县 综合岗位2 粟灵琳 女 210201050106

213 丰都县 综合岗位2 陈菡钰 女 210201025509

214 丰都县 综合岗位3 刘洋 男 210201130224

215 丰都县 综合岗位3 徐尚书 男 210201113327

216 丰都县 综合岗位3 王硕 男 210201133008

217 丰都县 综合岗位4 田琪源 女 210201012328

218 丰都县 综合岗位4 张施艺 女 210201100915

219 垫江县 综合岗位1 余秦胤 男 210201043720

220 垫江县 综合岗位1 杨鸿澍 男 21020108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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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垫江县 综合岗位1 王清林 男 210201141404

222 垫江县 综合岗位2 刘亚冬 女 210201070526

223 垫江县 综合岗位2 赵玙璠 女 210201111126

224 垫江县 综合岗位2 程红 女 210201081326

225 垫江县 综合岗位3 刘书言 男 210201112709

226 垫江县 综合岗位3 刘力铭 男 210201115603

227 垫江县 综合岗位4 聂奔月 女 210201025621

228 垫江县 综合岗位4 陈亭憬 女 210201013824

229 忠县 综合岗位1 曾科玮 男 210201021521

230 忠县 综合岗位1 周雪毅 男 210201015517

231 忠县 综合岗位1 陈熙 男 210201080308

232 忠县 综合岗位2 杨雪珂 女 210201023015

233 忠县 综合岗位2 廖雨欣 女 210201041002

234 忠县 综合岗位3 张洋 男 210201071820

235 忠县 综合岗位3 郭科阳 男 210201070123

236 忠县 综合岗位3 李程 男 210201063925

237 忠县 综合岗位4 谷婧 女 210201026212

238 忠县 综合岗位4 李雪娇 女 210201084009

239 云阳县 综合岗位1 罗松 男 210201115920

240 云阳县 综合岗位1 李志昊 男 210201131912

241 云阳县 综合岗位1 肖洋 男 210201091130

242 云阳县 综合岗位1 王振玉 男 210201114027

243 云阳县 综合岗位1 唐良清 男 210201060421

244 云阳县 综合岗位1 邹强 男 210201101205

245 云阳县 综合岗位1 龚过 男 210201014216

246 云阳县 综合岗位2 张琳婧 女 210201051123

247 云阳县 综合岗位2 文誉颖 女 210201024025

248 云阳县 综合岗位2 龚靖岚 女 21020103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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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云阳县 综合岗位2 吴诗华 女 210201042304

250 云阳县 综合岗位2 合娅娴 女 210201076026

251 云阳县 综合岗位2 鲁宁 女 210201141916

252 云阳县 综合岗位2 曾维英 女 210201151908

253 云阳县 综合岗位3 谢宇 男 210201013902

254 云阳县 综合岗位3 姚智林 男 210201071209

255 云阳县 综合岗位3 向泓钢 男 210201153411

256 云阳县 综合岗位4 冉秋玉 女 210201082604

257 云阳县 综合岗位4 陈怡欣 女 210201131026

258 云阳县 综合岗位4 徐誉嘉 女 210201123510

259 奉节县 综合岗位1 牟炳旭 男 210201084916

260 奉节县 综合岗位1 古国林 男 210201141918

261 奉节县 综合岗位1 朱圣臻 男 210201031614

262 奉节县 综合岗位1 辜云东 男 210201102213

263 奉节县 综合岗位1 吴森 男 210201122524

264 奉节县 综合岗位2 张坤敏 女 210201071601

265 奉节县 综合岗位2 李岳镜 女 210201023809

266 奉节县 综合岗位2 梁媛媛 女 210201100724

267 奉节县 综合岗位2 邹小容 女 210201082208

268 奉节县 综合岗位3 张应汉 男 210201103204

269 奉节县 综合岗位3 周涛 男 210201070907

270 奉节县 综合岗位3 杨泽旺 男 210201051020

271 奉节县 综合岗位3 张崇尧 男 210201010316

272 奉节县 综合岗位4 罗丹 女 210201140421

273 奉节县 综合岗位4 张玺 女 210201112513

274 奉节县 综合岗位4 周秋镕 女 210201132014

275 奉节县 综合岗位4 张梦恬 女 210201084126

276 奉节县 综合岗位4 胡炀晨 女 21020106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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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巫山县 综合岗位1 廖春华 男 210201152328

278 巫山县 综合岗位1 贾志芮 男 210201112026

279 巫山县 综合岗位1 石生翼 男 210201132318

280 巫山县 综合岗位2 刘欢 女 210201061612

281 巫山县 综合岗位2 罗梦莲 女 210201090919

282 巫山县 综合岗位3 王瑛硕 男 210201151906

283 巫山县 综合岗位3 邓孔川 男 210201030611

284 巫山县 综合岗位3 曾令憧 男 210201031419

285 巫山县 综合岗位3 王安鑫 男 210201074023

286 巫山县 综合岗位3 张望 男 210201112013

287 巫山县 综合岗位3 张胜云 男 210201024623

288 巫山县 综合岗位3 刘浩杰 男 210201022608

289 巫山县 综合岗位4 刘艳 女 210201025618

290 巫山县 综合岗位4 孔鸿 女 210201122002

291 巫山县 综合岗位4 王芷卿 女 210201150128

292 巫山县 综合岗位4 李曼云 女 210201033828

293 巫山县 综合岗位4 谢岚舟 女 210201034207

294 巫山县 综合岗位4 张思佳 女 210201060413

295 巫山县 综合岗位4 胡依然 女 210201025424

296 巫溪县 综合岗位1 冯爽 男 210201035618

297 巫溪县 综合岗位1 高杨 男 210201075203

298 巫溪县 综合岗位1 向中国 男 210201025412

299 巫溪县 综合岗位1 蔡书伟 男 210201023823

300 巫溪县 综合岗位2 邹西文 女 210201073125

301 巫溪县 综合岗位2 苏欣 女 210201011523

302 巫溪县 综合岗位2 孙铭悦 女 210201122822

303 巫溪县 综合岗位2 王靖婷 女 210201020826

304 巫溪县 综合岗位3 潘的 男 2.10201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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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巫溪县 综合岗位3 田凯 男 210201011008

306 巫溪县 综合岗位3 高源 男 210201013524

307 巫溪县 综合岗位3 刘林 男 210201034815

308 巫溪县 综合岗位4 杨栗 女 210201012016

309 巫溪县 综合岗位4 姜泓羽 女 210201032323

310 巫溪县 综合岗位4 程倩 女 210201142430

311 石柱县 综合岗位1 刘小仝 男 210201151810

312 石柱县 综合岗位1 吴雨航 男 210201063312

313 石柱县 综合岗位1 黄科凌 男 210201025224

314 石柱县 综合岗位1 陈浩南 男 210201131526

315 石柱县 综合岗位1 陈宇豪 男 210201110329

316 石柱县 综合岗位2 李绮思 女 210201063803

317 石柱县 综合岗位2 李也卓 女 210201141330

318 石柱县 综合岗位2 宋蓝叶 女 210201153828

319 石柱县 综合岗位2 谭心悦 女 210201120722

320 石柱县 综合岗位3 龙牧飞 男 210201110519

321 石柱县 综合岗位3 陈俊宏 男 210201112312

322 石柱县 综合岗位3 张泽辉 男 210201102204

323 石柱县 综合岗位4 谢世钰 女 210201113015

324 石柱县 综合岗位4 尚兴宇 女 210201082528

325 石柱县 综合岗位4 杨静 女 210201092113

326 秀山县 综合岗位1 邹锋 男 210201101525

327 秀山县 综合岗位1 张皓 男 210201090101

328 秀山县 综合岗位1 金一山 男 210201082023

329 秀山县 综合岗位1 龙霄 男 210201024719

330 秀山县 综合岗位2 杨洪一 女 210201084717

331 秀山县 综合岗位2 田坤 女 210201031403

332 秀山县 综合岗位3 张栖铭 男 21020102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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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秀山县 综合岗位3 李书宇 男 210201130202

334 秀山县 综合岗位3 秦森 男 210201022421

335 秀山县 综合岗位3 冉科 男 210201102427

336 秀山县 综合岗位4 刘晨怡 女 210201050504

337 秀山县 综合岗位4 陶羽欣 女 210201075217

338 秀山县 综合岗位4 田甜 女 210201042412

339 酉阳县 综合岗位1 杨梁鸿 男 210201115824

340 酉阳县 综合岗位1 冉鹏 男 210201032417

341 酉阳县 综合岗位1 王俊 男 210201082324

342 酉阳县 综合岗位1 秦鸿 男 210201060509

343 酉阳县 综合岗位2 陈双 女 210201033812

344 酉阳县 综合岗位2 杨欢 女 210201041708

345 酉阳县 综合岗位2 徐茂 女 210201130909

346 酉阳县 综合岗位2 王小娜 女 210201152703

347 酉阳县 综合岗位3 李涛 男 210201020829

348 酉阳县 综合岗位3 田可凡 男 210201083724

349 酉阳县 综合岗位3 张航 男 210201082109

350 酉阳县 综合岗位3 何沛霖 男 210201150721

351 酉阳县 综合岗位4 冉红 女 210201113426

352 酉阳县 综合岗位4 庞娅丹 女 210201073802

353 酉阳县 综合岗位4 石悦 女 210201013920

354 彭水县 综合岗位1 李超 男 210201023010

355 彭水县 综合岗位1 谢豪 男 210201142314

356 彭水县 综合岗位1 王继元 男 210201041313

357 彭水县 综合岗位1 黄湫石 男 210201081303

358 彭水县 综合岗位1 李俊云 男 210201062012

359 彭水县 综合岗位1 张彪 男 210201013722

360 彭水县 综合岗位2 徐翠萍 女 210201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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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彭水县 综合岗位2 殷嘉灿 女 210201142906

362 彭水县 综合岗位2 胡怡 女 210201031130

363 彭水县 综合岗位2 任雾霏 女 210201111402

364 彭水县 综合岗位3 邵泽森 男 210201025330

365 彭水县 综合岗位3 刘亿山 男 210201052406

366 彭水县 综合岗位3 张浩杰 男 210201084406

367 彭水县 综合岗位3 周航 男 210201131307

368 彭水县 综合岗位3 白朋 男 210201131719

369 彭水县 综合岗位3 朱頔 男 210201033605

370 彭水县 综合岗位4 高瑞灿 女 210201030421

371 彭水县 综合岗位4 宁玥 女 210201031619

372 彭水县 综合岗位4 杨惠雯 女 210201033430

373 彭水县 综合岗位4 曾怡秋 女 210201033219

374 万盛经开区 综合岗位1 刘梦 男 210201110219

375 万盛经开区 综合岗位1 白阳萱 男 210201050220

376 万盛经开区 综合岗位2 窦文婧 女 210201053218

377 万盛经开区 综合岗位3 曾星运 男 210201022810

378 万盛经开区 综合岗位3 张皓 男 210201010210

379 万盛经开区 综合岗位4 罗方 女 21020111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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