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阳县2022年新入职职工公租房摇号配租结果公示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业类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配租房源地点 备注

1 赵* 男 彭阳县社区矫正管理局 四级警长 199****0185 放弃资格

2 刘*艳 女 彭阳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公益性岗位 642226********0427 155****8880

宁馨24-5-***

宁馨10-4-***

宁馨15-3-***

3 路*引 女 彭阳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公益性岗位 642226********1627 155****8880

4 海* 女 彭阳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公务员 642221********0221 095****5216

5 冯* 女 彭阳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事业编 642221********010X 187****2604

6 王*娟 女 彭阳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单位聘用 642226********2229 156****5568

7 马*芮 女 彭阳县融媒体中心 三支一扶 642226********0821 181****9773 南苑7-2-***

8 陈*刚 男 彭阳县卫生监督所 事业干部 642226********2019 181****8887 幸福城6-1-***

9 路* 男 彭阳县人民检察院 辅警 642226********223X 181****7550 民生9-1-***

10 寇*凤 女 彭阳县人民检察院 单位聘用 642226********0823 138****8358 民生11-3-***

11 杨*红 女 彭阳县第四小学 特岗教师 642226********0449 151****6661 民生5-4-***

12 马*英 女 彭阳县统战部 公务员 642226********0827 180****4164 南苑13-6-***

13 韩*娟 女 彭阳县红十字会 政府实习生 642226********0429 157****6673 民生3-3-***

14 赵*雪 女 彭阳县自然资源局 公务员 642223********4320 180****2932 放弃资格

15 顾* 男 彭阳县自然资源局 公务员 642222********263X 138****1461 放弃资格

16 韩*文 男 彭阳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事业编 642226********1610 173****9486

宁馨7-3-***
宁馨19-4-***

民生17-3-***
富阳21-3-***

南苑3-3-***

17 王*丹 女 彭阳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事业编 642224********2445 157****6798

18 马* 女 彭阳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单位聘用 642226********0842 151****4784

19 杨*娟 女 彭阳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单位聘用 642226********0422 180****2579

20 王*东 男 彭阳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事业编 642226********2214 186****8691

21 胡* 男 彭阳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单位聘用 622727********0133 173****1066

22 马*慧 女 彭阳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单位聘用 622701********2484 177****7615

23 杨* 女 彭阳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单位聘用 642226********3222 130****5009

24 周*燕 女 彭阳县幼儿园 事业编 642226********1029 150****1726 富阳22-2-***

25 王*坤 女 彭阳县审计局 公务员 642226********0028 158****7191 宁馨8-1-***

26 董*国 男 彭阳县团县委 西部计划志愿者642222********1418 152****0326 南苑6-2-***

27 张*红 女 彭阳县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事业编 622827********312X 157****7309 民生4-2-***

28 刘* 女 彭阳县农业农村局 抽调人员 642223********3643 184****3545

宁馨7-3-***

宁馨18-2-***

29 景*霞 女 彭阳县农业农村局 西部计划志愿者642226********3225 189****4091

30 朱*翻 女 彭阳县农业农村局 西部计划志愿者642226********3424 157****5369

31 马* 女 彭阳县农业农村局 事业编 642222********222X 182****7710

32 苏*梅 女 彭阳县发展改革局 选调生 642223********4187 152****5376
宁馨10-1-***

33 张* 女 彭阳县发展改革局 三支一扶 642226********0240 157****5468



34 袁*霞 女 彭阳县教育体育局 西部计划志愿者642226********002X 151****1013 放弃资格

35 杨*红 女 彭阳县白阳镇政府 社区工作者 642226********0427 178****7675 富阳23-2-***

36 虎* 男 彭阳县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三支一扶 642226********1835 181****0650

宁馨7-1-***

宁馨26-2-***
民生3-3-***

37 丁*娟 女 彭阳县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公益性岗位 642226********1485 181****4622

38 杨* 女 彭阳县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公益性岗位 642226********2022 184****3556

39 杨*娜 女 彭阳县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公益性岗位 642226********0427 181****6363

40 张*伟 男 彭阳县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公务员 642223********0056 150****3820

41 马* 男 彭阳县公安局 民警 642223********0335 188****2556 宁馨8-2-***

42 王*锋 男 彭阳县白阳镇派出所 辅警 642226********1615 138****7129 富阳23-2-***

43 刘* 男 彭阳县工商银行 工行副行长 642224********0011 176****6112 南苑4-3-***

44 马*亮 男 彭阳县人民法院 干警 642226********1294 189****1132

富阳21-1-***
南苑3-1-***

45 杨*苗 女 彭阳县人民法院 干警 642226********0443 180****2587

46 李*燕 女 彭阳县人民法院 干警 640322********3942 183****0204

47 田* 女 彭阳县人民法院 干警 642226********0425 180****2587

48 高*毛 女 彭阳县图书馆 三支一扶 642223********0026 157****3354 宁馨23-1-***

49 安*玲 女 彭阳县消防救援大队 消防文员 622827********1968 173****0625 南苑7-1-***

50 马* 女 彭阳县王洼产业园区管委会 三支一扶 642226********0927 132****0573 放弃资格

51 马* 男 彭阳县委巡查办 公务员 642223********2412 187****8129

宁馨21-2-***
民生11-5-***

52 王* 男 彭阳县委巡查办 三支一扶 642221********4112 158****4495

53 杨* 男 彭阳县委巡查办 三支一扶 642221********0217 184****6552

54 海*峰 男 彭阳*****协会 三支一扶 642226********0810 132****6108 放弃资格

55 马*龙 男 彭阳县司法局 西部志愿者 642226********1213 155****9332

南苑13-4-***

南苑13-5-***
宁馨7-3-***

56 李*琴 女 彭阳县司法局 公务员 642222********2241 182****5749

57 王*洋 女 彭阳县司法局 三支一扶 642226********168X 173****9193

58 李*玲 女 彭阳县司法局 三支一扶 642223********362X 184****6209

59 王*莹 女 彭阳县乡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642226********1628 152****2171 南苑6-1-***

60 张* 男 彭阳县乡村振兴局 三支一扶 642226********0833 186****8553 宁馨18-4-***

61 林* 女 彭阳县残疾人联合会 公益性岗位 642226********1640 156****2821
富阳21-2-***

62 剡*慧 女 彭阳县残疾人联合会 三支一扶 642226********1222 181****0397

63 韩*艳 女 彭阳县总工会 社会化工会工作者642226********0444 137****2004
幸福城24-2-***

64 雅* 女 彭阳县总工会 三支一扶 642226********2021 183****9102

65 赵* 男 彭阳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事业编 642226********0031 139****1605 宁馨1-2-***

66 景* 男 彭阳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三支一扶 642226********1226 199****7661 宁馨2-2-***

67 田* 女 彭阳县交通运输总和执法大队 三支一扶 642222********0429 156****8128 放弃资格

68 李*兰 女 彭阳县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事业编 642226********1243 186****0240 南苑3-4-***

69 海* 男 彭阳县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三支一扶 642226********0251 176****0963 幸福城6-1-***



70 岳* 男 彭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务员 640382********0015 151****5567 民生5-4-***

71 穆*红 女 彭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务员 642225********1043 135****1995 宁馨15-1-***

72 顾* 女 彭阳县第二幼儿园 县聘乡用 642226********1020 181****4445
南苑9-1-***

73 张*蓉 女 彭阳县第二幼儿园 事业编 642226********1425 188****7228

74 杨*珍 男 彭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公务员 642221********1274 188****7292 南苑13-8-***

75 黄*霞 女 彭阳县科学技术协会 三支一扶 642226********162X 139****2213 放弃资格

76 陈*平 男 彭阳县人民医院 事业编 622827********2516 135****7007
南苑4-4-***

77 马*广 男 彭阳县人民医院 事业编 642225********0619 135****7007

78 候*楠 女 彭阳县中医医院 单位聘用 642226********1226 173****5963

民生2-2-***
民生9-5-***
民生7-4-***

宁馨15-3-***

南苑13-2-***

79 李* 女 彭阳县中医医院 单位聘用 642226********2049 185****2741

80 史*琴 女 彭阳县中医医院 单位聘用 642226********0628 136****1490

81 任*萍 女 彭阳县中医医院 单位聘用 642226********0222 176****8359

82 马* 女 彭阳县中医医院 事业编 642226********1000 173****2663

83 马* 男 彭阳县中医医院 事业编 642221********159X 157****8651

84 杨*亮 女 彭阳县中医医院 政府实习生 640425********2024 191****9696

85 林* 女 彭阳县中医医院 政府实习生 642226********1640 182****6450

86 张*琴 女 彭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务员 642226********2849 132****6818 宁馨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