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2年湘潭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公开选调工作人员
结构化面试考生名单及分组安排

姓名 准考证号码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分组

张超 1143030108210 湘潭市红色教育发展中心 文字综合

A组
（41人）

吴苏莉 1143030103623 湘潭市红色教育发展中心 文字综合

刘辉 1143030105710 湘潭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 文字综合1

彭博 1143030201911 湘潭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 文字综合1

张婷博 1143030106021 湘潭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 文字综合2

严源 1143030205120 湘潭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 文字综合2

邱瑾晔 1143030105022 湘潭市民主党派机关事务中心 文字综合

张文苑 1143030204208 湘潭市民主党派机关事务中心 文字综合

尹华锴 2143030304306 湘潭市机构编制事务中心 业务专干

唐佳璇 2143030302029 湘潭市机构编制事务中心 业务专干

罗茜 1143030100226 湘潭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综合管理

鲍绮蕾 1143030400515 湘潭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综合管理

李家玮 1143030204127 湘潭市科协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文字综合

唐雯凤 1143030105802 湘潭市科协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文字综合

常汝晴 1143030106918 湘潭市科协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文字综合

袁家玉 1143030109119 湘潭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文字综合

易慕华 1143030201503 湘潭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文字综合

陈静怡 1143030201808 湘潭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法务专员

易娟娟 1143030400720 湘潭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法务专员



姓名 准考证号码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分组

刘文立 1143030203305 湘潭市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 文字综合

A组
（41人）

朱敏 1143030202702 湘潭市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 文字综合

谢宇仪 1143030106424 湘潭市粮食行政执法支队 粮食执法

何西 1143030106211 湘潭市粮食行政执法支队 粮食执法

刘灿 1143030201913 湘潭市粮食购销总公司 粮食管理

唐文柳 1143030400727 湘潭市粮食购销总公司 粮食管理

胡牧晨 2143030300203 湘潭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财务人员

张欣瑜 2143030304821 湘潭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财务人员

成佳贤 2143030404317 湘潭市海绵城市建设服务中心 财务人员

何灵芝 2143030401628 湘潭市海绵城市建设服务中心 财务人员

鲁霞 1143030400507 湘潭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文字综合、党建专干

石玉凤 1143030203903 湘潭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文字综合、党建专干

胡紫慧 2143030302212 湘潭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财政管理

贺思佳 2143030304925 湘潭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财政管理

吴美菡 2143030303113 湘潭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财政管理

唐悦 2143030302915 湘潭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财政管理

张世 1143030103417 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培训中心 文字综合

苏芸 1143030106920 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培训中心 文字综合

刘懿楚 1143030400213 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 信息管理

王琼 1143030104730 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 信息管理

鄢慧 1143030103217 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 文字综合

郭搏 1143030105407 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 文字综合



姓名 准考证号码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分组

王心怡 1143030400629 湘潭市民营企业服务中心 综合管理

B组
（41人）

吕品 1143030106321 湘潭市民营企业服务中心 综合管理

贺彤 1143030200308 湘潭市应急管理信息中心 档案管理

洪祥 1143030102130 湘潭市应急管理信息中心 档案管理

周翩 2143030300908 湘潭市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中心 综合岗位

汤雨薇 2143030402129 湘潭市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中心 综合岗位

谭丰 1143030100927 湘潭市市民服务中心 综合管理

梁毓嘉 1143030103220 湘潭市市民服务中心 综合管理

伍佳贝 1143030203715 湘潭市市民服务中心 综合管理

刘琪 1143030104312 湘潭市市民服务热线事务中心 文字综合

周翊君 1143030108608 湘潭市市民服务热线事务中心 文字综合

彭曼轩 5243030405325 湘潭市医疗保障基金核查中心 监管人员

李迪娟 5243030405416 湘潭市医疗保障基金核查中心 监管人员

肖富谦 1143030102214 湘潭市医疗保障信息中心 信息技术维护管理

彭玲娜 1143030105206 湘潭市医疗保障信息中心 信息技术维护管理

王晓日 1143030400420 湘潭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事务中心 综合管理

张宝 1143030109418 湘潭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事务中心 综合管理

赵思宁 2143030304715 湘潭市风景园林中心 财务人员

曾琴香 2143030302319 湘潭市风景园林中心 财务人员

钟兴杰 2143030302813 湘潭市风景园林中心 设备管理



姓名 准考证号码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分组

肖雨辰 2143030404006 湘潭市风景园林中心 设备管理

B组
（41人）

陈瑶 2143030305005 湘潭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财务人员

陈泫君 2143030402413 湘潭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财务人员

王强 2143030402521 湘潭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 生产技术人员1

徐金辉 2143030304407 湘潭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 生产技术人员1

张逸夫 2143030302322 湘潭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 生产技术人员2

张瑶函 2143030405011 湘潭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 生产技术人员2

吴玥 1143030108011 湘潭市桥梁维护管理处 文字综合

张雅郡 1143030108012 湘潭市桥梁维护管理处 文字综合

陈程 2143030304117 湘潭市桥梁维护管理处 工程人员

尹霆昱 2143030402312 湘潭市桥梁维护管理处 工程人员

朱菁菁 1143030400920 湘潭市桥梁维护管理处 信息技术维护管理

袁益帆 1143030107806 湘潭市桥梁维护管理处 信息技术维护管理

刘周雨霖 2143030301924 湘潭市灯饰管理处 财务人员

谭昱君 2143030304808 湘潭市灯饰管理处 财务人员

贺龙飞 2143030304215 湘潭市灯饰管理处 工程人员

胡玥 2143030403522 湘潭市灯饰管理处 工程人员

彭国松 2143030304619 湘潭市燃气服务中心 燃气安全

崔照青 2143030404319 湘潭市燃气服务中心 燃气安全

周洁君 1143030205211 湘潭市燃气服务中心 综合管理

黄辰宇 1143030106319 湘潭市燃气服务中心 综合管理



姓名 准考证号码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分组

余锐靖 1143030201020
湘潭市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基地管理办公

室
运维管理

C组
（42人）

叶鑫 1143030101908
湘潭市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基地管理办公

室
运维管理

秦川 1143030109005 湘潭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文字综合1

邓俊文 1143030100319 湘潭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文字综合1

谭谨灵 1143030106511 湘潭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文字综合2

缪晶平 1143030102729 湘潭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文字综合2

李骢 1143030103205 湘潭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网络管理

刘芳 1143030106311 湘潭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网络管理

刘哲辰 1143030100705 湘潭市社会福利院 社工

庞孟畅 1143030200607 湘潭市社会福利院 社工

雷容 5243030405422 湘潭市社会福利院 医生

郭江花 5543030405504 湘潭市社会福利院 康复师

娄利锋 1143030101410 湘潭市殡仪馆 殡葬服务

邓子煜 1143030100614 湘潭市殡仪馆 殡葬服务

李帅 2143030301811 湘潭市博物馆 文物保护利用1

周懿祯 2143030303812 湘潭市博物馆 文物保护利用1

杨紫莹 2143030301219 湘潭市博物馆 文物保护利用2

向可欣 2143030403523 湘潭市博物馆 文物保护利用2

黄显荣 2143030301727 湘潭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 体育场馆管理

戴文韬 2143030402624 湘潭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 体育场馆管理

尹小实 1143030101823 湘潭市齐白石纪念馆 文字综合



姓名 准考证号码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分组

湛玲燕 1143030103601 湘潭市齐白石纪念馆 文字综合

C组
（42人）

易苏南 2143030300224 湘潭市图书馆 宣传推介

赵奕 2143030301724 湘潭市图书馆 宣传推介

崔嘉欣 2143030402608 湘潭市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 财务人员

张思嘉 2143030302630 湘潭市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 财务人员

黎博 2143030404320 湘潭市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 工程监督

谢劲松 2143030403821 湘潭市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 工程监督

陈梦洁 1143030204930 湘潭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 文字综合

雷卓琳 1143030203017 湘潭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 文字综合

楼超颖 1143030107611 湘潭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 综合管理

朱昊加 1143030108126 湘潭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 综合管理

刘成 1143030107708 湘潭市交通信息事务中心 信息管理

盛一柠 1143030108305 湘潭市交通信息事务中心 信息管理

文婷 2143030301111 湘潭市农村经营服务站 农技专员

陈梓萌 2143030403125 湘潭市农村经营服务站 农技专员

彭紫琪 2143030300805 湘潭市农村经营服务站 农技专员

曾楚雯 2143030303914 湘潭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管理站 财务人员

苏芩 2143030300816 湘潭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管理站 财务人员

匡婧靖 2143030300216 湘潭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监测流调

黄彬 2143030304922 湘潭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蔬果技术员

余波 2143030304023 湘潭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蔬果技术员



姓名 准考证号码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分组

王馨仪 1143030101408 湘潭市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 信息管理

D组
（42人）

黄政烨 1143030105009 湘潭市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 信息管理

何宽航 1143030108111 湘潭市林长制服务中心 财务人员

孟芝美 1143030103121 湘潭市林长制服务中心 财务人员

李婧阳 1143030107505 湘潭市工业和信息化综合执法支队 综合业务

肖琼 1143030205518 湘潭市工业和信息化综合执法支队 综合业务

曾庆扬 2143030402513 雨湖区自然资源局鹤岭中心所 自然资源管理

黄吟霜 2143030402402 雨湖区自然资源局鹤岭中心所 自然资源管理

张赛玉 2143030304318 雨湖区自然资源局长城中心所 自然资源管理1

肖沁轩 2143030402216 雨湖区自然资源局长城中心所 自然资源管理1

李彦非 1143030201904 雨湖区自然资源局长城中心所 自然资源管理2

刘笑丛 1143030106406 雨湖区自然资源局长城中心所 自然资源管理2

赵沛林 2143030401718 岳塘区自然资源局霞城中心所 自然资源管理

曹靓雅 2143030302711 岳塘区自然资源局霞城中心所 自然资源管理

石镇瑞 1143030102805 湘潭日报社 新闻采编

曹缇 1143030204314 湘潭日报社 新闻采编

贺心成 2143030304910 湘潭日报社 新媒体编辑

林爱平 2143030303623 湘潭日报社 新媒体编辑

王喜燕 2143030404323 湘潭日报社 摄影摄像

唐宇 2143030301508 湘潭日报社 摄影摄像

莫张峰 2143030302718 湘潭电视中心 大型活动、晚会主持人1



姓名 准考证号码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分组

雷晨东 1143030400828 湘潭广播中心 融媒体记者

D组
（42人）

荣曦彤 1143030205023 湘潭广播中心 融媒体记者

刘晴彪 2143030401725 湘潭市广播电视安全播出调度中心 制作人员

刘宇欣 2143030301323 湘潭市广播电视安全播出调度中心 制作人员

唐樱菲 2143030304317 湖南省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 水利工程管理

谢铮 2143030402627 湖南省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 水利工程管理

陈雪莹 2143030404612 湖南省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 规划设计

成世鑫 2143030404730 湖南省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 规划设计

曾冰彬 2143030302818 湖南省韶山灌区工程管理局 规划设计

蔡立生 1143030105014 韶山灌区陈列馆 宣传推介

隆武宁 1143030105826 韶山灌区陈列馆 宣传推介

葛辉 1143030103605 湘潭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法务专员

李雅婷 1143030401011 湘潭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法务专员

姚孟君 1143030107416 湘潭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文字综合

冷科冕 1143030101626 湘潭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文字综合

杨红 1143030203606 湘潭市大数据和产业创新发展中心 法务专员

聂子文 1143030105601 湘潭市大数据和产业创新发展中心 法务专员

张艳萍 1143030107607 湘潭市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 文字综合

吴虹莹 1143030204527 湘潭市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 文字综合

王依晨 5643030405716 湘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公卫医师

李子英 5643030405708 湘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公卫医师



姓名 准考证号码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分组

彭韵柳 1143030105416 湘潭市红色教育发展中心 文化产业发展管理

E组
（30人）

胡浪 1143030100425 湘潭市红色教育发展中心 文化产业发展管理

杨泽衍 1143030202217 湘潭市红色教育发展中心 文化产业发展管理

王睿 2143030304809 湘潭市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服务中心 财务人员

陈思璐 2143030404403 湘潭市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服务中心 财务人员

张琦颖 2143030301422 湘潭市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服务中心 财务人员

马罗莎 1143030106001 湘潭市政协事务服务中心 信息宣传

钟敏 2143030302118 湘潭市政协事务服务中心 财务会计

陈文浓 2143030300311 湘潭市政协事务服务中心 财务会计

王艺鑫 2143030401527 湘潭市政协事务服务中心 财务会计

王燕 1143030200815 湘潭市政协事务服务中心 信息运用

王正华 1143030201612 湘潭市政协事务服务中心 信息运用

曾家莹 1143030106713 湘潭市希望工程基金促进会办公室 文字综合

李培彬 1143030104317 湘潭市希望工程基金促进会办公室 文字综合

廖暖和 1143030200903 湘潭市希望工程基金促进会办公室 文字综合

李娟 1143030102319 湘潭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文字综合

黄海燕 1143030104319 湘潭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文字综合

唐娟 1143030105112 湘潭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文字综合

贺巨炬 1143030102724 湘潭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文字综合

谭宇 1143030205113 湘潭市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 文字综合

何欣蔚 1143030109627 湘潭市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 文字综合

张安林 1143030102117 湘潭市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 文字综合



姓名 准考证号码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分组

刘潇潇 2143030304530 湘潭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财务人员

E组
（30人）

姚婧妤 2143030304220 湘潭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财务人员

邹瑾 2143030405019 湘潭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财务人员

刘婷 1143030201304 湘潭市科学技术事务中心 副主任（管理八级）

陈佳妮 1143030102125 湘潭市科学技术事务中心 副主任（管理八级）

李青 1143030106805 湘潭市投资促进事务中心 副主任（管理7级）

李耀湘 1143030203912 湘潭市投资促进事务中心 副主任（管理7级）

李明强 1143030103402 湘潭市投资促进事务中心 副主任（管理7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