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生态环境部华北督察局面试人员名单及有关安排

序号 用人单位 职位名称及代码
进入面试
最低分数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面试时间 面试安排 考点及联系方式

1

生态环境部

华北督察局

督察支持处一级

主任科员及以下

(300110101002)
125.70

郭思宇 116111101001429

3月 16日

参加当日面试的所

有考生务必于上午

8:00 前到面试地点

报到。面试当天上

午 8:00没有进入候

考室的考生，取消

考试资格。

面试地点：生态环境部华北督察局

面试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

扣钟北里甲 4 号楼（地铁 6 号线车

公庄西站西南口（D口）出，沿展览

馆路向南步行 800米，后沿扣钟胡同

向西步行 30米；公交车在百万庄东

口站下车，沿扣钟五巷向南 180米，

后向东 20米）

联 系 人：李莉

联系电话：010-51555075
传 真：010-51555064
电子邮箱：hbdcjrsc@163.com

2 刘诗璇 116112011201311

3 韩 冰 116123012002516

4 鹿存存 116132030102126

5 易 新 116143010903514

6

办公室一级主任

科员及以下

(300110101001)
120.10

段安琪 116111012800525

7 杨奥妮 116112010700504

8 田馥阁 116112011001712

9 瞿晓燕 116132020202120

10 程 越 116151000400729



生态环境部西北督察局面试人员名单及有关安排

序号 用人单位 职位名称及代码
进入面试
最低分数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面试时间 面试安排 考点及联系方式

11

生态环境部

西北督察局

督察业务处一级

主任科员及以下

（300110999001）
121.9

雷 星 116141010502305

3月 16日

参加当日面试的所

有考生务必于上午

8:00前到面试地点

报到。面试当天上

午8:00没有进入候

考室的考生，取消

考试资格。

面试地点：生态环境部华北督察局

面试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扣

钟北里甲 4 号楼（地铁 6号线车公庄西

站西南口（D口）出，沿展览馆路向南

步行 800 米，后沿扣钟胡同向西步行

30米；公交车在百万庄东口站下车，

沿扣钟五巷向南 180米，后向东 20米）

联 系 人：韩海龙

联系电话：029-85429088
传 真：029-85429088
电子邮箱：han.hailong@xbdc.mee.gov.cn

12 邱琳洋 116151000215211

13 李智锋 116161010203712

14 李倩睿 116161010206006

15 李 鼎 116161010310918



生态环境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面试人员名单及有关安排

序号 用人单位 职位名称及代码
进入面试
最低分数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面试时间 面试安排 考点及联系方式

1

生态环境

部华北核

与辐射安

全监督站

核与辐射安全监

督岗位一级主任

科员及以下

(400110107001)

112.7

王业沐 116111012500320

3月 15日

参加当日面试的所

有考生务必于上午

8:00前到面试地点

报到。面试当天上

午8:00没有进入候

考室的考生，取消

考试资格。

面试地点：生态环境部华北核与辐射安

全监督站

面试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红联南村 54
号（地铁 2号线、4号线、13号线西直

门站 B口出，向北步行约 900米到北

护城河后右转沿联慧路步行约 500米，

过什字路口东北角即到）

联 系 人：张晓霞

联系电话：010-82212628
传 真：010-82212501
电子邮箱：renshi.chu@nro.mee.gov.cn

2 王子野 116111024600703
3 刘妍秀 116111060800114
4 贾宝路 116111060801501
5 李耀舟 116111191200525
6 柯子璇 116111191200621
7 丁锡嘉 116111191200819
8 靳 愚 116111191200924
9 马鹏飞 116111194201826
10 王梦真 116111195102113
11 王 璇 116131010402017
12 朱晔晨 116131011300320
13 徐哲婷 116133310201622
14 王 涵 116134010402016
15 王翔宇 116137010501628
16 何 为 116142010210312
17 赵世宇 116142012007321
18 沈学泽 116143010902102
19 吴亦豪 116144010301021
20 段智伟 116144020200617



生态环境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面试人员名单及有关安排

序号 用人单位 职位名称及代码
进入面试
最低分数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面试时间 面试安排 考点及联系方式

1

生态环境

部华东核

与辐射安

全监督站

核与辐射安全监

督岗位一级主任

科员及以下

（400110108001）

105.4
（调剂分数

线 108.8）

赵力如 104111062801209 调剂

3月 15日

参加当日面试的所

有考生务必于上午

8:00前到面试地点

报到。面试当天上

午8:00没有进入候

考室的考生，取消

考试资格。

面试地点：生态环境部太湖流域东海海

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粤海酒店四楼

办公区）

面试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逸仙路 328
号上海粤海酒店四楼（地铁 3号线江湾

镇站 5号口向南走 600米；公交车逸仙

路纪念路站下车）

联 系 人：章煜

联系电话：021-60740689
传 真：021-60740690
电子邮箱：zhang.yu@ero.mee.gov.cn

2 张 镱 104142012002715 调剂

3 樊芮伶 116111191200527

4 黄自锋 116111191200901

5 唐甲璇 116111191200914

6 王泽隆 116131011601319

7 谢 鑫 116133040100914

8 张 阳 116134010508312

9 石佳子 116142010209425

10 吴 茜 116142012010225



生态环境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面试人员名单及有关安排

序号 用人单位 职位名称及代码
进入面试
最低分数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面试时间 面试安排 考点及联系方式

1

生态环境

部华南核

与辐射安

全监督站

核安全监督岗

位一级主任科

员及以下

(400110116001)

132.5

包小凡 116122010301401

3月 15日

参加当日面试的

所有考生务必于

上午 8:00前到面

试地点报到。面

试当天上午 8:00
没有进入候考室

的考生，取消考

试资格。

面试地点：生态环境部华北核与辐射安

全监督站

面试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红联南村 54 号

（地铁 2号线、4号线、13号线西直门

站 B口出，向北步行约 900米到北护城

河后右转沿联慧路步行约 500米，过什

字路口东北角即到）

联 系 人：郑晓敏

联系电话：0755-23619212
传 真：0755-83521249
电子邮箱：hnz@scro.mee.gov.cn

2 赵章扬 116132010501711

3 姚 韬 116132010506030

4 赵 成 116132010604830

5 曾 锋 116135020101914

6 李之州 116132020102601

7 赵全道 116137020109212

8 王晓龙 116137060100803

9 芦 鑫 116141032301105

10 李正廉 116143010910109

11 李颖鹏 116144010109607

12 刘 超 116144020201030

13 罗智通 116144110101905

14 崔 悦 116144130100204

15 杨 函 116150011201522



生态环境部西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面试人员名单及有关安排

序号 用人单位 职位名称及代码
进入面试
最低分数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面试时间 面试安排 考点及联系方式

1

生态环境

部西北核

与辐射安

全监督站

核与辐射安全监

督岗位一级主任

科员及以下

（400110112001）

121.80

董美含 116114014100526

3月 16日

参加当日面试的所

有考生务必于上午

8:00前到面试地点

报到。面试当天上

午8:00没有进入候

考室的考生，取消

考试资格。

面试地点：生态环境部华北核与辐射安

全监督站

面试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红联南村 54
号（地铁 2号线、4号线、13号线西直

门站 B口出，向北步行约 900米到北

护城河后右转沿联慧路步行约 500米，

过什字路口东北角即到）

联 系 人：雷富安

联系电话：0931- 8682819
传 真：0931-8682815
电子邮箱：nwro@nwro.mee.gov.cn

2 苏文斌 116132010702724

3 刘 荃 116134010403109

4 李 根 116137010300613

5 孟庆勇 116137030101223

6 臧荣斌 116141010502111

7 刘 鑫 116150011001223

8 李文哲 116151000213326

9 石 涛 116152281701012

10 刘智春 116163630103423



生态环境部东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面试人员名单及有关安排

序号 用人单位 职位名称及代码
进入面试
最低分数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面试时间 面试安排 考点及联系方式

1

生态环境

部东北核

与辐射安

全监督站

核设施监督处一级

主任科员及以下

(400110111003)
123.3

薛 鑫 116114014002917

3月 16日

参加当日面试的

所有考生务必于

上午 8:00 前到面

试地点报到。面试

当天上午 8:00 没

有进入候考室的

考生，取消考试资

格。

面试地点：生态环境部华北核与辐射

安全监督站

面试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红联南村 54
号（地铁 2号线、4号线、13号线西

直门站 B口出，向北步行约 900米到

北护城河后右转沿联慧路步行约 500
米，过什字路口东北角即到）

联 系 人：汪洋

联系电话：0411- 82697516
传 真：0411-82697502
电子邮箱：wangyang@nero.mee.gov.cn

2 赵 薇 116114014302404

3 刘 粹 116121014401228

4 王钟唯 116121020201213

5 杨佳栋 116132020102613

6

核设施监督处一级

主任科员及以下

(400110111004)
115.8

孟繁达 116132010606816

7 张琪凯 116133020102910

8 周 杨 116136075401425

9 王文元 116137020107001

10 张 哲 116144020300225



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面试人员名单及有关安排

序号 用人单位 职位名称及代码
进入面试
最低分数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面试时间 面试安排 考点及联系方式

1

生态环境部

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监督

管理局

综合处一级主任

科员及以下

(300110117001)
122.5

张玉 116142010100213

3月 16日

参加当日面试的所

有考生务必于上午

8:00前到面试地点

报到。面试当天上

午8:00没有进入候

考室的考生，取消

考试资格。

面试地点：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

开发中心

面试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惠济

路 48 号(市内乘公交 24 路、543 路到

惠济路赵家条站下车，或地铁 3号线、

8号线赵家条站下，由 G出口出站步行

400米即可)
联 系 人：郭瑞华

联系电话：027- 82927429
传 真：027-82927400
电子邮箱：guorh@cjjg.mee.gov.cn

2 董婧 116142010104405

3 周小丹 116142012002627

4 综合处一级主任

科员及以下

(300110117002)
120.3

焉晓媛 116137020104615

5 闫冠霖 116141010404918

6 张颖 116142010206511

7 科技财务处一级

主任科员及以下

(300110117003)
129.6

龚婷媛 116142010104429

8 黄晓宇 116142012002422

9 游丛瑞 116142012004026

10

监督管理处、监

测信息处一级主

任科员及以下

(300110117004)

129.1

游盛楠 116131012402625
11 李晓东 116132020106122
12 吴世娇 116141010505914
13 胡 晨 116142010101328
14 刘 畅 116142010101530
15 高 雅 116142010208306
16 潘柳萌 116142012005709
17 丁 正 116142012008716
18 程王玉 116144020301304



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局面试人员名单及有关安排

序号 用人单位 职位名称及代码
进入面试
最低分数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面试时间 面试安排 考点及联系方式

1

生态环境部

淮河流域生

态环境监督

管理局

执法应急处一级

主任科员及以下

（300110115001）
119.70

章 蔚 116134010506017

3月 16日

参加当日面试的所

有考生务必于上午

8:00前到面试地点

报到。面试当天上

午8:00没有进入候

考室的考生，取消

考试资格。

面试地点：生态环境部太湖流域东海海

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粤海酒店四楼

办公区）

面试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逸仙路 328
号上海粤海酒店四楼（地铁 3号线江湾

镇站 5号口向南走 600米；公交车逸仙

路纪念路站下车）

联 系 人：徐向成

联系电话：0552-3092637
传 真：0552-3092396
电子邮箱：rsc@huaihejg.mee.gov.cn

2 张 志 116137030101318

3 徐天天 116137060100620



生态环境部珠江流域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面试人员名单及有关安排

序号 用人单位 职位名称及代码
进入面试
最低分数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面试时间 面试安排 考点及联系方式

1

生态环境

部珠江流

域南海海

域生态环

境监督管

理局

监督管理处、监

测信息处一级主

任科员及以下

(300110117003)

116.5

李菲菲 116115010401830

3月 15日

参加当日面试的

所有考生务必于

上午 8:00 前到面

试地点报到。面

试当天上午 8:00
没有进入候考室

的考生，取消考

试资格。

面试地点：生态环境部珠江流域南海

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面试地址：广州市天寿路 105号天寿

大厦 16楼 1612会议室（①地铁 3号
线林和西站C出口向东沿天河北路直

行 800米，到天河北天桥左转进入天

寿路，向北走 300米；②地铁 1和 3
号线火车东站 F出口右拐向东走 200
米，接着右拐进入林和东路向南走

100 米，再左拐进入沾益直街走 400
米；③附近公交站为天寿路公交站，

可乘 B11、B19、39、54、89、138、
214、266、298、560、778路车到站，

向北走 200米）

联 系 人：陈瑞峰

联系电话：020-87117476
15802012146

传 真：020-85116055
电子邮箱：crf500@zjnhjg.mee.gov.cn

2 苑媛 116122010200712
3 焦金珍 116123013201218
4 胡凌霄 116133020100210
5 郭慧 116133020102825
6 黄丽 116133040100730
7 吴智导 116136074802629
8 史淑艳 116141010502914
9 高琼洁 116144010113914
10 陈国鑫 116144010115507
11 唐栎登 116144010200208
12 曾佩 116144010201426
13 曾小玲 116144010201503
14 严丽 116144020201325
15 曾靖雯 116144020302105
16 吴黄英 116144050100424
17 杨群峰 116144050100627
18 赖柏民 116144110101221
19 张铭辉 116144130100225
20 苏蒙 116151000300428



序号 用人单位 职位名称及代码
进入面试
最低分数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面试时间 面试安排 考点及联系方式

21

生 态 环 境

部 珠 江 流

域 南 海 海

域 生 态 环

境 监 督 管

理局

办公室一级主任

科员及以下

(300110117001)
125.6

袁和花 116137010800710

3月 16日

参加当日面试的

所有考生务必于

上午 8:00前到面

试地点报到。面

试当天上午 8:00
没有进入候考室

的考生，取消考

试资格。

面试地点：生态环境部珠江流域南海

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面试地址：广州市天寿路 105号天寿

大厦 16楼 1612会议室（①地铁 3号
线林和西站C出口向东沿天河北路直

行 800米，到天河北天桥左转进入天

寿路，向北走 300米；②地铁 1和 3
号线火车东站 F出口右拐向东走 200
米，接着右拐进入林和东路向南走

100 米，再左拐进入沾益直街走 400
米；③附近公交站为天寿路公交站，

可乘 B11、B19、39、54、89、138、
214、266、298、560、778路车到站，

向北走 200米）

联 系 人：陈瑞峰

联系电话：020-87117476
15802012146

传 真：020-85116055
电子邮箱：crf500@zjnhjg.mee.gov.cn

22 刘淼 116143010902002

23 潘嘉欣 116144050101627

24 祁志龙 116144010302803

25 甘璐瑶 116150011003007

26

党委办公室（人

事处）一级主任

科员及以下

(300110117002)

131.5

杨畅 116133320305618

3月 16日

27 刘钰倩 116137010302417

28 邓亚玲 116144010114927

29 叶慧红 116144010200929

30 张丽茜 116144010302707

31
海域管理处一级

主任科员及以下

(300110117004)

105.7
（调剂分

数线112.5）

王嘉晟 107131010401725 调剂

3月 16日
32 付英男 107131011301222 调剂

33 姚林杰 116144010109925

34 麦伟梅 116144020301619



生态环境部太湖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面试人员名单及有关安排

序号 用人单位 职位名称及代码
进入面试
最低分数 姓名 准考证号 备注 面试时间 面试安排 考点及联系方式

1

生态环境

部太湖流

域东海海

域生态环

境监督管

理局

办公室一级主任

科员及以下

(300110119001)
135.00

关赫楠 116131011301503

3月 15日

参加当日面试的所

有考生务必于上午

8:00前到面试地点

报到。面试当天上

午8:00没有进入候

考室的考生，取消

考试资格。

面试地点：生态环境部太湖流域东海海

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粤海酒店四楼

办公区）

面试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逸仙路 328
号上海粤海酒店四楼（地铁 3号线江湾

镇站 5号口向南走 600米；公交车逸仙

路纪念路站下车）

联 系 人：杨悦

联系电话：021-25101216
传 真：021-65614816
电子邮箱：thdhdwrs@163.com

2 李淑颖 116131011602615

3 李 源 116137080101824

4 党委办公室（人

事处）一级主任

科员及以下

(300110119002)

132.10

余 婷 116133320301219

5 许哲源 116137030100617

6 敬馥遥 116161010303107

7

监督管理处、监

测信息处一级主

任科员及以下

(300110119003)

130.20

刘一帆 116111011501408

3月 16日

8 韩 映 116132020103923

9 王翠翠 116132020200108

10 刘文龙 116132020201116

11 史宇滨 116133020101506

12 潘富军 116141010401307

13 海域管理处一级

主任科员及以下

(300110119004)
123.80

郭梦琪 116111059601215

14 彭小家 116131012502320

15 张 猛 116137060101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