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成
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周一诺 154131010202017

侯燕泥 177137010201103

李晓丹 154135102500730

苏杭 155133010305216

徐帅帅 155132010104309

刘宗灵 174144020500520

伊景祺 112137030100915

耿家胜 113132010303517

孙可歆 130333011005006

范学诚 130333010405116

叶芷晴 130333010905409

茅弘毅 130333100205020

曹颖然 130333110201726

张梦洁 130333011003715

周博鑫 130333010512803

范祎 130332021401308

黄毓钰 130333010700226

钱佳怡 130332011204610

潘嘉雨 130333011005401

柯孟如 130321262201227

孙露 130333011005920

陈蝶蝶 130333010608922

马子誉 130333020107411

来佳慧 130333010802113

入围体检人员名单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上城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008010）
74.55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上城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008012）
72.55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拱墅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009013）
74.325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拱墅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009015）
74.525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萧山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012007）
73.35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第
三税务分局一级主任科员及以

下（一）
（300110921003）

74.225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第
三税务分局一级主任科员及以

下（二）
（300110921005）

75.525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第
四税务分局一级主任科员及以

下（一）
（300110921007）

74.45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第
四税务分局一级主任科员及以

下（二）
（300110921009）

7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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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成
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俞碧丽 130332020903923

王淑静 130333010408112

徐泽维 130333010904910

罗欣 130342012612220

陈亦然 130332011202516

余冰 130336072302419

许滢 130337031301613

孙姜涵 129332011902203

万斌 130336071700904

李叶颂 130333010605924

吴颖菲 130311197105416

傅子夏 130331012502130

赖齐明 130333010404029

王昊 130333020307121

冯可 130344110405710

潘琦 130333010511901

邹晓红 130333010506105

朱启睿 130332011406223

何露依 130333010509125

毛莲娜 130333020104201

陈佳雨 130333010408306

杨锦一 130333050103011

叶琼烃 130333010901021

郭恩廷 130332011002308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萧山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012009）
75.325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余杭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013008）
75.25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余杭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013010）
76.325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临平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014004）

72.725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临安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017006）

72.65

国家税务总局建德市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019006）
72.85

国家税务总局桐庐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020006）
73.95

国家税务总局淳安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021006）
7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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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成
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黄靖添 130333010407003

邵冰晨 130333020502530

汪远 130333020101512

黄温文 130333010507112

陈洁 130333020304812

李浩 130335020400705

林岳康 130333010702219

林灵易 130333010902710

沈敏怡 130333011401011

郑柳杨 130333100301923

吴钧力 130333030904029

林安邦 130333020201915

卢旭成 130343019604911

李疆瑞 130333030701422

陈玮一 130333110102201

张阳荔 130333030902603

叶光迈 130333030500216

张怡慧 130333030600101

董子祺 130351000902110

吴淑慧 130333020603529

曹若君 130333020301120

邵卓苑 130333060112322

董智玮 130333010804824

刘胜 130333010701421

国家税务总局温州市鹿城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108010）

73.25

国家税务总局温州市龙湾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110007）

70.95

国家税务总局乐清市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112004）
73.35

国家税务总局永嘉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114007）
76.625

国家税务总局平阳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115006）
75.475

国家税务总局苍南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116006）
71.175

国家税务总局绍兴市税务局第
二税务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202001）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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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成
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王千慧 130343010100515

张佳烨 130333010607514

章淑萍 130333010408005

陈秀之 130333060106312

傅雨婷 130333011001210

金洪 130333010809722

陈含青 130333010500323

楼乐妍 130333010502507

胡沈吉 130333010505723

熊鹏固 130341011801129

顾巧巧 130331013101809

梁馨之 130333020305916

朱晗晨 130333011402304

陈慕瑶 130333010504323

史雨琲 130333010510504

郑李璇 130333020107816

俞孙婷 130333040301301

邹扬 130333010502119

赵月莲 130333040100513

何春晖 130341012103430

范琦轩 130333070201522

郭向阳 130333010608008

杨勇 130333010409730

沈淑洋 130333010509204

国家税务总局绍兴市越城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207009）

74.325

国家税务总局绍兴市柯桥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208007）

71.8

国家税务总局绍兴市上虞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209005）

74.1

国家税务总局嵊州市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211006）
71.1

国家税务总局新昌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212004）
69.4

国家税务总局绍兴滨海新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213004）

73.975

国家税务总局嘉兴市南湖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307007）

71.425

国家税务总局嘉兴市秀洲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308007）

73.1

国家税务总局平湖市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309006）
71.975

国家税务总局海宁市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310009）
7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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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成
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孙许燕 130333030801502

范思玥 130331012000207

杨鹏程 130332011202021

周洁茹 130332011108118

费峻峰 130333010903303

庄佳雨 130333040303515

吴依霏 130362011205821

马俊明 130336073402628

蔡维益 130333020308316

周伯延 130333070500927

陆月婷 130333011405001

金文沁 130333020600513

张余瑞 130331011403013

厉怡雯 109332011605501

马小越 130333050203020

傅艺婷 130333010808507

余蕙 130333070202829

姚雨京 130332021303504

蒋海波 130333010801303

陈燕 130333010400606

刘可欣 130336070904328

邵伊宁 130333010500209

金浩颖 130333020500529

陈聪儿 130333010804802

国家税务总局桐乡市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311004）
73.75

国家税务总局嘉善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312010）
73.95

国家税务总局海盐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313007）

75.775

国家税务总局海盐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313009）

73.825

国家税务总局嘉兴经济技术开
发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314005）
76.35

国家税务总局嘉兴综合保税区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315003）

72.925

国家税务总局湖州市税务局第
一稽查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405002）

75.925

国家税务总局德清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408007）
74.025

国家税务总局长兴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409008）
72.9

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第
一稽查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505001）

74.775

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第
二稽查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506001）

74.15

第 5 页，共 9 页



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成
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王旭科 130333060205510

郑宇鑫 130333020102119

潘姝焱 130333070701724

卢慧 130333070303123

吴雅楠 130334012301813

陈瑶婷 130333070701117

吕宙 130332021200322

叶志超 130333010703418

国家税务总局东阳市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512010）

74.25 徐怡翔 130333010511521

徐斐昇 130333030401928

朱方宇杰 130333070202030

徐媛媛 130333010601104

洪玉婷 130333010604816

国家税务总局浦江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514007）

74.55 贾畅 130333020600811

毛云龙 130351002201825

胡美阳 130333010607420

封伟娟 130312016700815

叶宇晴 130333010809406

沈紫芸 130333011006713

周诗澄 130333020503808

郑雅茜 130333040202428

张震 130333070500823

徐霈雨 130322014500712

王娴 130333100203815

国家税务总局金华市税务局第
三稽查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507001）

69.875

国家税务总局兰溪市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510008）
73.75

国家税务总局义乌市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511007）
75.125

国家税务总局东阳市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512008）

76.75

国家税务总局永康市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513009）
73.325

国家税务总局浦江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514005）

73.15

国家税务总局武义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515005）
72.7

国家税务总局衢州市衢江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608003）

73.175

国家税务总局常山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611004）
71.975

国家税务总局开化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612006）
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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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成
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柯心怡 130333010901428

戴诗雯 130333010805812

蔡悦 130333010406618

胡瀚丹 130333010605519

国家税务总局台州市路桥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710008）
74.975 赖梦婷 130333010805913

陈成豪 130333010600617

陈佳怡 130333020102815

杨军尧 130333011004627

奚舒扬 130333020103319

尤国成 130322012601905

邵婷瑶 130331013402210

蒋凡 130333100103712

徐益峰 130335102000718

叶益 130333100202412

周艺彤 118337031201618

孙诗凡 130333010604604

柯勤政 130333010509911

季家安 130333020503902

王佳 130333010701307

陈婉婷 130333010511025

国家税务总局舟山市税务局稽
查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804001）

74.75 赵舟 130311193503023

国家税务总局舟山市税务局第
一稽查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805001）

71.725 沈敏峰 130336071701430

国家税务总局台州市黄岩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709006）

73.35

国家税务总局台州市路桥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710006）
73.925

国家税务总局温岭市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一）
（300110712008）

73.75

国家税务总局温岭市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二）
（300110712010）

74.4

国家税务总局温岭市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三）
（300110712012）

73.05

国家税务总局温岭市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四）
（300110712013）

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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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成
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尉帅辉 130333030601025

应丽媛 130333010901929

杨子航 130333020104917

洪瑶瑶 130333100202206

虞春宇 130333011006011

俞皓宸 130333010607826

何学辉 130333100102118

冯云骢 129332021001909

蔡鑫鑫 130332021006803

蒋晨杰 130332021105204

卢俏颖 130333100102127

许焮怡 130333110100822

叶青松 130333010905818

朱荣杰 129314011803819

刘靖 130333010808706

汤良浩 130333010500320

郑婷婷 130333110303127

郭勇斌 130351001203029

王思名 130333010609213

孙学宁 130333030202127

童增鸣 130333020107212

阮璐琪 130333011006022

李祎妮 130333110302002

余子璇 130333020304506

冯路瑶 130331012102217

国家税务总局舟山市普陀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808008）

72.65

国家税务总局岱山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809005）
72.35

国家税务总局嵊泗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810004）
75.55

国家税务总局遂昌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913005）
73.3

国家税务总局丽水市莲都区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908004）

75.025

国家税务总局龙泉市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909005）
71.7

国家税务总局缙云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910006）
74.575

国家税务总局青田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911006）
68.275

国家税务总局松阳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912005）
7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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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名称及代码
入围体检综合成
绩分数线

姓名 准考证号

杜瑞敏 130333110101705

吴浩宇 129333030902805

李佳笑 130333011406923

吴宇欣 130333010409427

余怡媛 130333100206812

钟畅 130333010603204

林晨 130333110101804

傅星科 130333070600618

朱韵琦 130333020104206

国家税务总局景宁畲族自治县
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914006）

74.5

国家税务总局丽水经济技术开
发区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917003）
70.75

国家税务总局云和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915004）
74.75

国家税务总局庆元县税务局一
级行政执法员

（300110916004）
7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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