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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20103012127 马燕飞 东河区保密机要技术服务保障中心 技术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 220104014425 张浩东 东河区保密机要技术服务保障中心 技术员2

3 220104050125 于茗宣 东河区保密机要技术服务保障中心 技术员3

4 220103011310 尹晨璐 东河区统一战线联络服务中心 科员（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5 220104071103 刘家园 东河区统一战线联络服务中心 技术员

6 220103011325 苏建雄 东河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科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7 220103012501 张浩 东河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技术员2（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8 220104051727 雷刚 东河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科员2

9 220104024708 陈晓 东河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技术员1

10 220104041929 张燕妮 东河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技术员3

11 220103012317 张彦琪 东河区委老干部活动服务中心 科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2 220104071316 赵品喧 东河区委老干部活动服务中心 技术员

13 220104040512 王雅清 东河区委老干部活动服务中心 科员2

14 220103011703 陈彦华 东河区委编办综合保障中心 科员（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5 220103012711 刘姣 中共包头市东河区委员会政策研究服务中心 技术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6 220104070825 闵悦婷 中共包头市东河区委员会政策研究服务中心 技术员2

17 220103010708 袁俊娜 东河区融媒体中心 技术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8 220104025611 杨涛 东河区融媒体中心 技术员1

19 220104014622 赵艳茹 东河区融媒体中心 技术员2

20 220104070219 德海燕 东河区融媒体中心 技术员4

21 220103010421 王乐 东河区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 科员（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2 220104070520 陈瑞娥 东河区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 技术员

23 220103010304 崔磊 东河区区域社会治理中心 技术员（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4 220103011927 李嘉晨 东河区联动服务中心 技术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5 220103013508 赵雅婷 东河区联动服务中心 科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6 220103010302 贺春泽 东河区联动服务中心 科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7 220104031407 兰梦瑶 东河区联动服务中心 技术员2

28 220104032517 李朋洲 东河区联动服务中心 技术员2

29 220104032420 麻婷 东河区联动服务中心 技术员2

30 220104043220 齐开宇 东河区联动服务中心 科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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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20104041319 张琪 东河区联动服务中心 科员2

32 220104050118 张雪融 东河区联动服务中心 科员4

33 220104052129 张瀞蕾 东河区联动服务中心 科员4

34 220103013203 马建慧 东河区委巡察工作综合保障中心 技术员（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35 220104031314 陈宝雄 东河区委巡察工作综合保障中心 科员

36 220101011028 韩蕙阳 东河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心 技术员2（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37 220102080517 赵恒阳 东河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心 技术员1

38 220102033114 薛楠 东河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心 技术员3

39 220101012202 庞宏宇 东河区南海地区产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40 220101013612 韩继璇 东河区南海地区产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2（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41 220102080702 任明达 东河区南海地区产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3

42 220102070227 李泽华 东河区南海地区产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4

43 220101011427 蔡宝萍 东河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技术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44 220101011530 史译文 东河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技术员4（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45 220101012926 王兆炜 东河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科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46 220102051722 殷琪 东河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技术员2

47 220102071425 刘佳媛 东河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技术员3

48 220102030911 王昌 东河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科员2

49 220101010527 任晓乐 东河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综合保障中心 科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50 220102080901 陈鑫 东河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综合保障中心 科员2

51 220101011022 王卓 东河区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 技术员（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52 220102081704 秦雨荃 东河区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 科员

53 220101013421 李广耀 东河区民政局综合保障中心 科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54 220102041126 戴雅镕 东河区民政局综合保障中心 科员1

55 220102071119 王文华 东河区民政局综合保障中心 科员2

56 220102041411 卢俊霞 东河区民政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

57 220101013515 高树 东河区行政复议服务中心 技术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58 220101012815 袁茹雪 东河区行政复议服务中心 技术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59 220102042001 王彬 东河区行政复议服务中心 技术员2

60 220102042309 薛天聪 东河区行政复议服务中心 技术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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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20102040920 谷萌萌 东河区行政复议服务中心 技术员2

62 220101012024 王璐德 东河区财政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63 220101010601 齐雅洁 东河区财政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6（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64 220102014330 李芷莹 东河区财政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1

65 220102014915 张媛 东河区财政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1

66 220102014822 寇江 东河区财政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1

67 220102041228 梁岚 东河区财政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4

68 220102030815 黄蓉 东河区财政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5

69 220102071401 王舒歆 东河区财政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7

70 220101010927 郜乐 东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技术员2（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71 220101011403 张欣欣 东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技术员2（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72 220102080229 罗丹 东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技术员1

73 220102070210 石欣悦 东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技术员3

74 220101012316 常妤凡 东河区物业行业发展中心 科员（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75 220102032707 李秀明 东河区物业行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

76 220101010505 梁立媛 东河区农牧林草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2（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77 220101013409 崔梦雪 东河区农牧林草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4（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78 220102080802 王培元 东河区农牧林草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1

79 220102081910 张俊 东河区农牧林草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3

80 220101010504 柴越川 东河区水利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2（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81 220101011111 贾姣 东河区水利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82 220102072117 李军秋 东河区水利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1

83 220102081224 丁兆晖 东河区水利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4

84 220102081507 乌日尼乐 东河区水利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4

85 220101013412 高静宜 东河区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技术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86 220102081027 董烁 东河区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技术员2

87 220102050427 原茂 东河区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技术员3

88 220101013519 白雪 东河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技术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89 220102081528 何帅 东河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技术员2

90 220102061526 赵炳杰 东河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技术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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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220101011620 孙静 东河区阿善国有林场 科员2（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92 220101010315 崔琳 东河区阿善国有林场 技术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93 220102081914 李峥 东河区阿善国有林场 科员1

94 220102014615 杨磊 东河区阿善国有林场 技术员1

95 220102050925 高煜 东河区阿善国有林场 技术员2

96 220102080230 李杰 东河区阿善国有林场 技术员4

97 220101011203 李卓 东河区商务事业发展中心 科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98 220101013812 史东山 东河区商务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99 220101012829 杨磊 东河区商务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00 220101012822 曹越 东河区商务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5（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01 220102060922 王欣 东河区商务事业发展中心 科员2

102 220102042527 朱浩嘉 东河区商务事业发展中心 科员3

103 220102071216 贾越轲 东河区商务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2

104 220102040423 李磊磊 东河区商务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4

105 220101011927 何梦娇 东河区体育产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2（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06 220102014219 毕娈 东河区体育产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1

107 220103060105 蔡继德 东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技术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08 220103060103 吕丹丹 东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技术员9（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09 220104062411 苗月花 东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技术员1

110 220104060721 王猛 东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技术员1

111 220104061005 陈合珍 东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技术员1

112 220104060529 罗凯 东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技术员4

113 220104060829 张慧捷 东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技术员6

114 220104060524 崔薇 东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技术员6

115 220104062123 高超 东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技术员8

116 220104061329 郭鑫 东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技术员8

117 220104060823 单亚茹 东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技术员10

118 220104060917 张学敏 东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技术员2

119 220103060224 李燕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20 220104060616 张家兴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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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220104062304 卢佳佳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4

122 220104061426 董致磊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4

123 220104061815 庞晓庆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4

124 220104060519 郑洁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4

125 220104061221 唐晓燕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4

126 220104061817 吴剑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4

127 220104062511 赵乐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4

128 220104061319 苗旭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4

129 220104060912 侯普钰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4

130 220104062012 林浩楠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6

131 220104062216 于海操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6

132 220104061709 张亚男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8

133 220104060530 刘亚萍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8

134 220104062406 邹亚萍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8

135 220104060415 秦萃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8

136 220104060607 逯辉妮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8

137 220104061621 许晓楠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8

138 220104062006 吴晓桐 东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8

139 220103060112 刘锦 东河区医院 科员（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40 220104060502 闫馨予 东河区医院 技术员4

141 220104061810 闫伟东 东河区医院 技术员5

142 220104061807 史瑞瑞 东河区医院 技术员6

143 220103060207 李乐 东河区爱国卫生指导中心 科员（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44 220101010420 高瑞 东河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技术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45 220102081212 郭广涛 东河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技术员2

146 220101011013 张婷 东河区质量发展促进中心 技术员（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47 220101012110 徐欢 东河区金融服务促进中心 科员2（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48 220102061009 张静 东河区金融服务促进中心 技术员

149 220102081005 邱哲婉 东河区金融服务促进中心 科员1

150 220101010615 杨文文 东河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科员2（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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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220101011817 王梦 东河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科员4（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52 220102060308 杨文渊 东河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技术员

153 220102052113 池颖 东河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科员1

154 220102071927 郭学超 东河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科员3

155 220101012428 王珏 东河区联合接访中心 科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56 220102030229 陆伟 东河区联合接访中心 科员2

157 220101013209 贾晓桐 东河区政务服务中心 技术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58 220102081204 付杰 东河区政务服务中心 科员1

159 220102080416 苏瑞 东河区政务服务中心 科员2

160 220102062202 樊瑞琴 东河区政务服务中心 技术员2

161 220102080820 马甜 内蒙古包头铝业产业园区综合事务服务中心 技术员1

162 220102082111 李莹 内蒙古包头铝业产业园区综合事务服务中心 技术员2

163 220103013303 范蕊 东河区南门外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64 220103011423 王娅娜 东河区南门外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65 220103012811 刘蕊 东河区南门外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4（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66 220104043313 郭丽鹏 东河区南门外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5

167 220104040805 路瑶 东河区南门外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5

168 220104070914 赵书凝 东河区南门外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6

169 220104070819 王嘉宇 东河区南门外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8

170 220104070313 郁佳瑶 东河区南门外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8

171 220104070224 齐成君 东河区南门外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8

172 220104051920 王惠 东河区南门外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9

173 220103011001 史国华 东河区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7（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74 220103012715 孙春燕 东河区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10（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75 220104071215 兰慧龙 东河区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1

176 220104042923 杨帆 东河区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2

177 220104014110 刘苗 东河区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

178 220104051311 李铎 东河区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4

179 220104070818 刘慧 东河区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5

180 220104071006 邢廷 东河区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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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220104070716 杨民轩 东河区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5

182 220104071512 周明杰 东河区南圪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8

183 220104023502 薛刚 东河区回民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1

184 220104071504 李田 东河区回民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

185 220104070529 李佳欣 东河区回民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

186 220104071521 赵超 东河区回民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7

187 220104070106 王婧 东河区回民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7

188 220104071228 曹佳玮 东河区回民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9

189 220103012111 冯晓敏 东河区和平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90 220103011917 刘晓雪 东河区和平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91 220103013830 杨二豆 东河区和平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92 220104042022 张慧婷 东河区和平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1

193 220104041128 张雅星 东河区和平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2

194 220104040128 张楠楠 东河区和平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2

195 220104040915 郭娜琳 东河区和平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2

196 220104041107 李欣宇 东河区和平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2

197 220103013019 王秦 东河区财神庙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98 220103013324 杨诗琴 东河区财神庙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5（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199 220103012714 陈瑶 东河区财神庙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5（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00 220104051409 郭燕 东河区财神庙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1

201 220104070421 郑浩锐 东河区财神庙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2

202 220104052308 阙梦溪 东河区财神庙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4

203 220104052127 白茹 东河区财神庙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4

204 220104071016 陈东丽 东河区财神庙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科员

205 220104050119 赵志新 东河区财神庙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6

206 220103012402 周咪 东河区东站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2（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07 220103013501 乔宇宁 东河区东站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08 220104070201 索锴 东河区东站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5

209 220104070512 王璐 东河区东站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6

210 220103011819 张慧婷 东河区西脑包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科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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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20103013513 樊瑞君 东河区西脑包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2（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12 220103013115 张震 东河区西脑包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4（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13 220104051825 银俏 东河区西脑包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1

214 220104071112 白涛 东河区西脑包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

215 220104070207 张佳 东河区西脑包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科员2（社区党组织书记定向岗位）

216 220104071027 杨妮 东河区西脑包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5

217 220104070922 李岩 东河区西脑包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5

218 220103013312 王坤 东河区河东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2（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19 220103010613 吕楠 东河区河东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科员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20 220104071023 高寒 东河区河东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1

221 220104042304 杜小晚 东河区河东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

222 220104042205 刘钊 东河区河东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

223 220104042306 郭娇 东河区河东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

224 220104052604 王宇 东河区河东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科员2（社区工作者定向岗位）

225 220103010701 胡晓玲 东河区天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7（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26 220103011005 姬帅 东河区天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科员（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27 220104071201 张璐 东河区天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2

228 220104070622 田家蒙 东河区天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2

229 220104051421 鲁晓敏 东河区天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

230 220104051108 刘燕 东河区天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

231 220104070902 梁春艳 东河区天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5

232 220104070524 张鑫 东河区天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5

233 220104041024 郝丽莎 东河区天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6

234 220104030827 闻潮 东河区天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8

235 220103010702 李泊宇 东河区铁西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36 220104052610 高园园 东河区铁西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1

237 220104025113 王旭东 东河区铁西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2

238 220103013511 张熙妍 东河区东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6（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39 220103010224 朱志强 东河区东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6（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40 220103013117 王霞 东河区东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7（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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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220104070121 陈宇 东河区东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1

242 220104050918 杨雪 东河区东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2

243 220104051427 郭燕 东河区东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3

244 220104071410 李丹丹 东河区东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5

245 220103013021 杨鹿 东河区杨圪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5（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46 220104071003 石佳乐 东河区杨圪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2

247 220104071522 任香香 东河区杨圪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2

248 220104070416 吴丹 东河区杨圪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2

249 220104040626 吕志锋 东河区杨圪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4

250 220104042226 张晓慧 东河区杨圪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4

251 220104040729 郭磊 东河区杨圪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4

252 220104070404 刘新源 东河区杨圪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6

253 220103010518 白晶晶 东河区河东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 科员（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服务人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定向岗位）

254 220104032108 孙苓羽 东河区工青妇文综合保障中心 技术员

255 220102081816 柴玄锐 东河区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科员

256 220102081803 张利智 东河区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技术员

257 220102071422 白雪皎 东河区工信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

258 220102050130 任英君 东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综合保障中心 技术员

259 220102060216 张馨艺 东河区退休人员服务中心 技术员

260 220102081706 仇博裕 东河区图书馆 技术员

261 220102051824 刘洋 东河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技术员

262 220102070219 李娜 东河区审计事业发展中心 技术员

263 220104051217 杜珺 东河区河东镇党群服务中心 技术员

264 220104050702 董丹丹 东河区沙尔沁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 技术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