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及岗位 岗位代码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

1 张倩楠 女 1201041908 河南黄河河务局机关服务中心宣传与综合服务 120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艺术设计 本科

2 商希希 女 1202045507 河南黄河河务局经济发展管理局企业经营管理 1202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3 曹冰 女 1203042328 河南黄河河务局经济发展管理局项目管理 1203 忠北大学(韩国） 居住环境 本科

4 李智广 男 1204052419 河南黄河河务局干部学校基建施工与校务管理 1204 河南农业大学 农业工程 硕士研究生

5 李思钰 女 1205044107 河南黄河河务局信息中心财务管理 1205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会计学 本科

6 卢明锐 男 1206043013
河南黄河河务局濮阳黄河河务局濮阳第一黄河河

务局堤防及堤岸防护工程运行
1206 桂林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7 王家辉 男 1207045015
河南黄河河务局濮阳黄河河务局濮阳第一黄河河

务局水资源管理及水行政执法
1207 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法学 本科

8 逯瑶 女 1208054327
河南黄河河务局濮阳黄河河务局濮阳第一黄河河

务局基层工会文体组织
1208 平顶山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本科

9 马婉婉 女 1209054409
河南黄河河务局濮阳黄河河务局濮阳第一黄河河

务局财务管理
1209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学 本科

10 钟生豪 男 1210045629
河南黄河河务局濮阳黄河河务局濮阳第一黄河河

务局施工管理
1210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工程造价 大专

11 靳兰 女 1211054106
河南黄河河务局濮阳黄河河务局范县黄河河务局

财务管理
1211 南阳理工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12 崔萌萌  女 1212050802
河南黄河河务局濮阳黄河河务局范县黄河河务局

工程管理及水行政执法
1212

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
院

法学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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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梁晨阳 男 1213046019
河南黄河河务局濮阳黄河河务局范县黄河河务局

设备管理与维护
1213 郑州科技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14 王兆博 男 1214040914
河南黄河河务局濮阳黄河河务局台前黄河河务局

工程建设与管理
1214 河南农业大学 生物工程 本科

15 刘颜霞 女 1215051115
河南黄河河务局濮阳黄河河务局台前黄河河务局

工程施工服务与管理
121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16 毛爽 女 1216041808
河南黄河河务局濮阳黄河河务局台前黄河河务局

行政事务管理
1216 曲阜师范大学杏坛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17 姚林蒴 女 1217051419
河南黄河河务局濮阳黄河河务局台前黄河河务局

财务管理
1217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大专

18 毛乾振 男 1218043626
河南黄河河务局郑州黄河河务局惠金黄河河务局

财务管理
1218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投资学 本科

19 陈杨明 男 1219021118
河南黄河河务局郑州黄河河务局惠金黄河河务局

通讯设备运行
1219 烟台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本科

20 陈麒 男 1220043230
河南黄河河务局郑州黄河河务局惠金黄河河务局

工程建设与防汛
1220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本科

21 李隆俊 女 1221051901
河南黄河河务局郑州黄河河务局中牟黄河河务局

综合管理
1221 河南理工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22 王金梦 女 1222022810
河南黄河河务局郑州黄河河务局中牟黄河河务局

财务管理
1222 菏泽学院 会计电算化 大专

23 蒋壮 男 1223046629
河南黄河河务局郑州黄河河务局中牟黄河河务局

堤岸防护工程探测
1223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大专

24 李楠 女 1224046518
河南黄河河务局郑州黄河河务局巩义黄河河务局

财务管理
1224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会计学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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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霍凯远 男 1226040130
河南黄河河务局郑州黄河河务局荥阳黄河河务局

工程技术管理
1226 黄河科技学院 土木工程 本科

26 寇海初 男 1227053507
河南黄河河务局开封黄河河务局第一黄河河务局

技术管理
1227 郑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27 苏小威 男 1228050910
河南黄河河务局开封黄河河务局第二黄河河务局

财务管理
1228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会计学 本科

28 郅梦瑶 女 1229046511
河南黄河河务局开封黄河河务局兰考黄河河务局

堤岸防护工程探测
1229 河南城建学院 工程造价 本科

29 刘亚绰 女 1230040430
河南黄河河务局开封黄河河务局兰考黄河河务局

财务管理
1230 河南工业大学 经济学 本科

30 刘灿辉 男 1231050714
河南黄河河务局开封黄河河务局兰考黄河河务局

综合管理
1231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大专

31 葛迎红 女 1232054124
河南黄河河务局开封黄河河务局兰考黄河河务局

堤防及堤岸防护工程运行
1232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大专

32 胡晓 女 1233040108
河南黄河河务局开封黄河河务局水上抢险队文秘

宣传
1233 湖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本科

33 金泽武 男 1234041610
河南黄河河务局豫西黄河河务局孟津黄河河务局

工程运行观测与系统管理
1234

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
院

网络工程 本科

34 李思语 女 1235046827
河南黄河河务局豫西黄河河务局孟津黄河河务局

堤防及堤岸防护工程运行
1235 安阳师范学院 工程管理 本科

35 权俊珲 男 1236053830
河南黄河河务局豫西黄河河务局吉利黄河河务局

堤岸防护工程管理
1236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工程管理（造价方
向）

本科

36 白雪 女 1237043424 河南黄河河务局新乡黄河河务局供水局财务管理 1237 河南科技学院 会计学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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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金辉 男 1238044819
河南黄河河务局新乡黄河河务局原阳黄河河务局

堤岸防护工程技术管理
1238 商丘工学院 土木工程 本科

38 李涵 女 1239043919
河南黄河河务局新乡黄河河务局原阳黄河河务局

人事管理与宣传综合管理
1239 常熟理工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39 宋守杰 男 1240044928
河南黄河河务局新乡黄河河务局封丘黄河河务局

通讯设备运行管理
1240 河南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

本科

40 王建尧 男 1241045819
河南黄河河务局新乡黄河河务局封丘黄河河务局

堤防及堤岸防护工程运行
1241 河南工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
护

大专

41 孙仁宇 男 1242045921
河南黄河河务局新乡黄河河务局长垣黄河河务局

堤防及堤岸防护工程运行
1242 河南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 本科

42 刘笑孝 女 1243051229
河南黄河河务局新乡黄河河务局长垣黄河河务局

通讯设备运行
1243 郑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43 郝梦丹 女 1244042330
河南黄河河务局焦作黄河河务局武陟第一黄河河

务局堤防工程管理
1244 河南工程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本科

44 王晓泽 男 1245046914
河南黄河河务局焦作黄河河务局武陟第一黄河河

务局工程建设管理
1245 河南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本科

45 郭恒卓 男 1246052804
河南黄河河务局焦作黄河河务局武陟第二黄河河

务局水利工程项目管理
1246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程造价 本科

46 王志伟 男 1247051121
河南黄河河务局焦作黄河河务局温县黄河河务局

河道工程管理
1247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农业水利工程 本科

47 卢科洁 男 1248042825
河南黄河河务局焦作黄河河务局孟州黄河河务局

人事劳动与综合管理
1248 黄河科技学院 工商管理 本科

48 谢倩倩 女 1249044909
河南黄河河务局焦作黄河河务局沁阳沁河河务局

财务管理
1249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会计学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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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王天宇 男 1250046410
河南黄河河务局焦作黄河河务局博爱沁河河务局

工程技术管理
1250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大专

50 王浩 男 1251042911
河南黄河河务局焦作黄河河务局供水局张菜园闸

管理处涵闸工程管理
125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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