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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 分组 备注

梁 450803△ △△△△中△个4930 第一组

陆顺福 口
以7 452502中 △十△△十△中8695 第一组

蔡志松 男 452524.+++△ △△△△4.010 第一组

汤军展 口
刀 452523△ △△△△△中△6811 第一组

吴海
口
刀 452725· 中△十△++△ 0134 第一组

黄俊 口
刀 4508()2· △△十七十△十82.53 第一组

廖一连 田

'冫

452123△ △++△ △++5816 第一组

覃贵忠 男 450802△ △△中十△十△0874 第一组

刘金辉 男 450881△ △△△△△++0011 第一组

10 粟龙平 男 450· 802+++++++△ 0314 第一组

11 张艺 男 450802+++++++△ 029· 4 第一组

12 李健彬 男 450802△ 中△△△△△△4.317 第一组

13 陈其昌 男 452502△ △△△△△△△9412 第一组

14 覃龙锋 男 450802△ △++十 △△△1214 第一组

15 黄善益 男 450802△ △△++++△ 8210 第一组

16 谭文文 男 450803++十 △△△十中7510 第一组

17 陈天翼 男 450802+++++++△ 8474 第一组

18 宋喜临 男 4· 50803△ 中△△△△△△4958 第一组

19 梁丽文 男 450924△ △△△△△中△4773 第一组

20 黄珂 男 450802△ △△△△△△△84.55 第一组

21 黄植萌 男 450802△ △△△++△ △093X 第二组

22 李星佑 男 450802△ △△△十△△△8698 第二组

23 李小鹏 田

',
450803△ △△△△中十△5896 第二组

24 罗国保 口

'7
452502+++++艹 △中8212 第二组

25 莫建盂 男 4· 50803中 十△十七十中中6613 第 组

26 杨锦图 田
刀 452502△ △△△△△△中8451 第 组

27 陈容良 口
刀 450802△ △△△△△△△78.35 第二组

28 韦迪 田

',
450802中 十△△△△十△9415 第二组

29 闫彩伦 口
刀 4508.03△ △△△△△△△6355 第 组

30 陈国路 男 450802△ +十 △△△△△821X 第 组

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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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0031 ` 35()301△ △△·△△·△1112 第二组

32 韦家锋 曰

'9
450804.++十 △十△△△3110 第二组

33 覃煜昂 男 450802平 平平+△ △△△1712 第 组

组第34 欧泳嘉 口
刀 450881△ △中△中中△△()038

35 苏江 男 460003中 十+++△ 中△1013 组第

36 赖安乐 口
刀 4508()2平 平△△平中十中4638 第二组

37 柯惠添 口

',
450803△ △△△卡十△中7091 第二组

38 梁庚 男 452502△ △△△△△△△0274 第二组

39 李晓华 口

'冫

450802△ △△+++△ 中8695 第二组

40 陈枫艺 口
刀 450802△ △△△△△△△8276 第二组

第三组41 陈文广 口
以冫 450802△ △△△△△△△1296

42 杨林 男 450803△ △△中△△十+669X 第三组

男 450803++++++△ △6310 第三组43 谭创

第三组44 梁文乐 男 452502中 △△△中+++8216

第三组45 覃开雄 男 452502平 平△△△△△中3811

岑玉军 口-0 450802△ △中△△△中△0519 第三组46

450803△ ,|中 中十七十△6779 第三组47 李政道 男

第三组48 陈韩 男 450802七 十△△△△△△1252

第三组男 450802+十 △中中△△△103649 丘燕平

452132中 十△△十+尔 △3330 第三组50 陆庆 男

第三组张翔
口

'冫

452502++中 △△△△△821351

第三组男 450802△ △中++十 △△091()52 陆海华

第三组53 张志平 男 450802中 △△△++△ △8474

第三组李强 男 450802中 ++△ △△△△821154

第三组口
刀 420117△ △△·△中中△353755 戢旗凯

第三组450802++++△ ++△ 827556 梁立淼 口
刀

第三组男 452502★ ++△ △△中△345157 陆安杰

第三组4· 50803△ 平△十+++△ 7035杨经球 田

'9
58

第三组450802△ △△△△中++1750覃泽荣 男59

第三组男 4· 508.0.2中 △△△+++△ 171X60 莫智举

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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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450803△ △△△△中中△6773 第四组

62 黄盟 男 450802中 △中十中中中中0339 第四组

63 陈雪周 男 450802△ △△·△中△△1218 第四组

64 李志朗 男 450803△ △△△△△△△6653 第四组

65 黄进潮 男 450802· ·中中△△十△3639 第四组

66 戴国伟 男 450802△ △△△△△△△0514 第四组

67 周诗 男 450802+△ △△△△△中2932 第四组

68 黄乙玻 男 4508()2△ △△△△△△△1559 第四组

69 李史敏 男 450803△ △△△△△△△521X 第四组

70 陆郁宝 男 450881· △中十△△△△7156 第四组

71 张涛 男 45092.1△ △△△△△△△169X 第四组

72 黄喜鸿 男 4508.02+++++△ △△3618 第四组

73 陈月业 口
刀 4· 508()3△ △△△△△△△6651 第四组

74 梁庆欢 男 452502+十 △△△十△十8214 第四组

75 张兵团 田
只, 450802△ △△△△△+△ 0934 第四组

76 梁越 男 4.508()3△ △△△△△△中9179 第四组

77 彭建威 田

',
450922△ △△△△△△△3131 第四组

78 何源 口
刀 450924.+△ △△十△++4957 第四组

79 覃秋壬 田
亥7 45()802△ △△△△△△△0978 第四组

80 周京城 田

'9
450802中 △△△+++△ 1512 第四组

81 辛昆阳 男 450881△ 中△△△△△△9250 第五组

82 韦守孟 男 450802平 △十△△△中△1751 第五组

83 曾振峰 田
只7 450803中 中△△十△十△7016 第五组

84 韦世雅 田
以7 450802△ △△△△△△△2313 第五组

85 廖晓强 男 450802△ △△+++十 △1535 第五组

86 黄平 男 452502+++△ 中△十+5211 第五组

87 陈顺任 男 450803中 中中△△中中十6114 第五组

88 李向平 男 4525()2△ 中十△△△△△2712 第五组

胡广佳 田
以, 450802中 △△中十++△ 1512 第五组

90 程兴贵 田^^, 450821△ △中△中中平△141X 第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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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度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体检安排表

体检时间为2019年 5月 8日

制表单亻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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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瑛名治 J嘞〃 身份证号码 组
`
分 备注

91 452502△ 中平平△△△中5232 第五组

92 甘声道 男 45080· 3△ △△△△+△ △6312 第五组

93 贾耀谊 曰^^, 450802△ △△+++△ △231X 第五组

94 杨显康 男 450802+++十 △++△ 3815 第五组

95 刘达杰 口
刀 452502△ +++++△ △8215 第五组

96 杨启才 曰
只9 450802△ +++△ △△△3816 第五组

97 郭文愿 田
彡
^,

450802· △△△△△△△2019 第五组

98 苏泉铭 口
刀 450821+++++++△ 121X 第五组

99 周柏扬 男 450802△ ·中△△十△△2712 第五组

100 黄禹焯 口

',
450821△ △△△△△△△3213 第五组

101 谭焕荣 男 4.50802中 中十△中△△△2536 第六组

102 韦子东 口
刀 450802△ △中十七十△△2516 第六组

103 马海广 曰^^9 450802△ 中△△十△△中3191 第六组

第六组104 温智旺 口
刀 450803· 中△△十△中△6357

105 何樵 男 45()802△ △△△△△△△0551 第六组

男 450802平 ++△ △△△△9657 第六组106 周学辉

第六组107 丘雅君 男 450802△ 中△△中十中△2910

第六组108 男 450803△ ++十 △中△△6.659

男 450802△ △△△△△△△3617 第六组109 韦汉勤

第六组110 覃金盛 口
只9 450802△ △△△△△△△2935

第六组陈新镖 口
刀 450802△ △+++++△ 3115111

450804中 ++△ △△△中3611 第六组112 张贵榕 男

第六组113 黄志军 田
只 9

450802++++△△△中8458

第六组向阳
田
苏7

450803中 △十++++△ 4916114

第六组田
刀 45()8()2△ △△△△十++3179115 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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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度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体检安排表

体检时间为2019年 5月 8日

招聘办公室 日期:2019年 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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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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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备注

黄欣慧 女 452502· ·中中十△+△ 1720 第七组

覃秋玲 女 450802△ △△△中△△△1541 第七组

李艳 女 450803+十 △△△△△△704.3 第七组

陆映雪 女 4508.02△ 中+++++△ 054X 第七组

黎励 女 450881+△ △△△△△△4725 第七组

傅娴 女 450803△ △△△△△中十6661 第七组

梁倩雅 女 450803△ △△++++△ 66· 40 第七组

梁锶宇 女 4· 50881△ △·△△△△△3846 第七组

梁李清 女 450122中 十++△ △△△3521 第七组

10 甘语轩 女 4525()2△ △△++十 △中8227 第七组

11 林妮燕 女 4525()2△△△△+++△ 8221 第七组

12 梁丹 女 450803△ △△△△△△△5823 第七组

13 黄云芳 女 450802△ △△△△中十△4323 第七组

14 韦剑平 女 450802· △·△△中△平204.8 第七组

15 吕思思 女 450803△ △·中中十△△6629 第七组

16 苏永芬 女 450802△ △△△△△△△052X 第七组

17 陈琴 女 450803△ △+△ △△△△
6· 68X 第七组

18 李静 女 4525()2△ △△△+十 △△8269 第七组

19 李杏曼 女 450802△ △△△△中△△42.07 第八组

20 黄英琳 女 450802++十 △△十+△ 1523 第八组

21 黄曦 女 450802△ △△△△中△△0848 第八组

22 李英娟 女 452124△ △△,Ⅱ +++中 0022 第八组

23 女 450802△ △△△△△△△2482 第八组

24 李静燕 女 450821· △△△△△△△()866 第八组

25 陈静云 女 450881中 △十△△△+△ 6900 第八组

26 梁叶惠 女 4· 50803△ 中十+十 △△中752X 第八组

羽κ 盘贵

韦明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