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潜江市人民法院招聘雇员制审判辅助人员
笔试成绩

姓名 准考证号 成绩 报考岗位
报考岗
位代码

岗位招
录人数

备注

丁雨 214211010208 61 雇员制书记员岗

160101 1

汪语涵 214211010109 60 雇员制书记员岗

张天亮 214211010127 58 雇员制书记员岗

翁德意 214211010210 57 雇员制书记员岗

关业文 214211010103 54 雇员制书记员岗

邵梦蝶 214211010101 53 雇员制书记员岗

朱婧云 214211010126 50 雇员制书记员岗

赵世灵 214211010228 50 雇员制书记员岗

何莹 214211010305 47 雇员制书记员岗

罗雅思 214211010220 46 雇员制书记员岗

张帆 214211010215 45 雇员制书记员岗

杨田 214211010204 42 雇员制书记员岗

李菁芳 214211010218 41 雇员制书记员岗

周雨 214211010216 39 雇员制书记员岗

刘晓琳 214211010104 37 雇员制书记员岗

屈冬梅 214211010221 31 雇员制书记员岗

陈莉萍 214211010102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舒洁 214211010105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邹宇旸 214211010107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刘晓梦 214211010108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隗晓璐 214211010111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张依琪 214211010112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郑寒雪 214211010113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陈小佩 214211010114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王晓璇 214211010115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董清 214211010116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刘素吟 214211010117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王迎春 214211010118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王晨霞 214211010120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黄绘雯 214211010124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孟琪琪 214211010128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彭慧芸 214211010202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戴哂佳 214211010203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陈梁雪 214211010207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祁闻宇 214211010209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整理人：                       监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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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丹 214211010212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160101 1

笔试缺考

田开 214211010213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陈严 214211010219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万焱芳 214211010223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唐晓雨 214211010225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黄启兰 214211010226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杨相宜 214211010229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王书雨 214211010302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周民杰 214211010304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代微 214211010306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余紫薇 214211010307 -1 雇员制书记员岗 笔试缺考

何流 214211010214 56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160102 8

严硕 214211010123 48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王涛 214211010121 47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范泽喆 214211010119 43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吴凯哲 214211010201 43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张光明 214211010301 43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李玮豪 214211010205 39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严杨 214211010222 33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王涵宇 214211010106 -1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笔试缺考

刘力勤 214211010110 -1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笔试缺考

郑驰 214211010122 -1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笔试缺考

刘阳 214211010125 -1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笔试缺考

郑希 214211010129 -1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笔试缺考

周爱新 214211010130 -1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笔试缺考

刘章虎 214211010206 -1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笔试缺考

朱昌华 214211010211 -1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笔试缺考

李易庭 214211010217 -1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笔试缺考

谢邱涵 214211010224 -1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笔试缺考

杨昊 214211010227 -1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笔试缺考

汪涵 214211010230 -1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笔试缺考

潘志强 214211010303 -1 雇员制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岗 笔试缺考

整理人：                       监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