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财政局行政执法人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证件编号 序号 姓  名 证件编号 序号 姓  名 证件编号

1 杨巍 川A080003 46 阮眉姗 川A080085 91 项位政 川A080135
2 王红 川A080004 47 刘俊荣 川A080086 92 陈偲 川A080137
3 王艺涵 川A080005 48 王小军 川A080087 93 张思 川A080138
4 林华 川A080007 49 张小磊 川A080088 94 李威姝 川A080139
5 马苍蓉 川A080009 50 喻沁微 川A080090 95 肖海燕 川A080140
6 薛红 川A080010 51 朱巍 川A080091 96 王建军 川A080141
7 苏异才 川A080013 52 刘旭 川A080092 97 种道远 川A080142
8 范义茹 川A080014 53 刘星 川A080093 98 杨军 川A080144
9 刘颖悟 川A080017 54 刘金泉 川A080094 99 朱婧玮 川A080145
10 吴明飞 川A080018 55 孙洁琼 川A080095 100 姚云波 川A080147
11 韩家俊 川A080019 56 杨旭东 川A080096 101 彭偲 川A080148
12 段为国 川A080021 57 任义 川A080097 102 项霄凯 川A080149
13 宁守芬 川A080023 58 张涛 川A080098 103 杨雅寒 川A080150
14 陈婵娟 川A080025 59 刘莉枫 川A080101 104 朱宥名 川A080151
15 朱明 川A080026 60 唐怡 川A080102 105 赵彦鑫 川A080152
16 罗佳红 川A080027 61 莫玲敏 川A080103 106 黄浩 川A080153
17 钟芳 川A080029 62 陈震 川A080104 107 王帆 川A080155
18 韩劲松 川A080032 63 唐馨瑶 川A080105 108 王程春 川A080156
19 樊力 川A080033 64 林曦 川A080106 109 李霁 川A080157
20 杨泽军 川A080034 65 苏思斯 川A080107 110 先赐 川A080158
21 吴先杰 川A080035 66 胡蓉 川A080108 111 王颖 川A080159
22 赵丹江 川A080036 67 祖超逸 川A080099 112 张磊 川A080160
23 张权 川A080037 68 苏原 川A080111 113 杨祎婧 川A080161
24 曾相红 川A080038 69 吴慧勉 川A080110 114 叶帆 川A080162
25 吴浩 川A080039 70 谢玥 川A080109 115 吕壮 川A080163
26 唐江 川A080041 71 陈杰 川A080112 116 王贺 川A080164
27 雷大力 川A080042 72 钟浩 川A080100 117 李晓斌 川A080166
28 郭曼 川A080046 73 张哲通 川A080113 118 饶军 川A080167
29 陈光贵 川A080051 74 黄羽 川A080114 119 王晶 川A080171
30 沈建 川A080057 75 张倩茜 川A080116 120 曾艳梅 川A080172
31 仲崇岭 川A080061 76 王欣 川A080117 121 李钰 川A080174
32 杨抒宇 川A080062 77 张欢 川A080118 122 赵小勇 川A080177
33 滕萌 川A080063 78 姚沙 川A080119 123 朱丽 川A080186
34 郭丹 川A080064 79 刘珂 川A080120 124 赵卫东 川A080187
35 罗敏 川A080065 80 李钦 川A080121 125 王艳霞 川A080196
36 易俊勇 川A080067 81 张霁 川A080122 126 杨  刚 川A080200
37 钟永勤 川A080068 82 汤艳婷 川A080124 127 颜龙云 川A080201
38 韩志军 川A080073 83 陈莹莹 川A080125 128 刘静 川A080204
39 江嵩松 川A080076 84 吕宣谊 川A080126 129 王伊 川A080207
40 谢帅奇 川A080079 85 陈竹 川A080128 130 秦力 川A080211
41 王阳开 川A080080 86 陈雪琳 川A080129 131 肖开勇 川A080168
42 冯江翔 川A080081 87 陈国强 川A080130
43 李培 川A080082 88 辜汇菡 川A080131
44 黄蓉 川A080083 89 田进 川A080132
45 宗诚 川A080084 90 龚正辉 川A08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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