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贵港公务员各岗位最低入面分数线

招录机关 用人单位 报考职位
进入面试
范围人选

最低笔试成绩
贵港市委党校 贵港市委党校

科员
(08001001001)

130.3

贵港市人民检察院 贵港市基层检察院
检察辅助岗位一
(08002001001)

127.8

贵港市人民检察院 贵港市基层检察院
检察辅助岗位二
(08002001002)

124

贵港市人民检察院 贵港市基层检察院
侦查辅助岗位
(08002001003)

110.2

贵港市人民检察院 贵港市基层检察院
司法行政岗位
(08002001004)

119.3

贵港市人民检察院 贵港市基层检察院
司法警察

(08002001005)
108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执行岗位
(08003001001)

109.7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岗位一

(08003001002)
120.3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岗位二

(08003001003)
126.3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岗位三

(08003001004)
115.6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
审判岗位

(08003002001)
111.4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
司法执行辅助岗位
(08003002002)

103.6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
司法执行岗位
(08003003001)

106.5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
司法执行辅助岗位一

(08003004001)
105.4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
司法执行辅助岗位二

(08003004002)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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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
司法行政岗位
(08003004003)

115.4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岗位一
(08003004004)

105.6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覃塘区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岗位二
(08003004005)

96.9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平南县人民法院
司法执行岗位一
(08003005001)

97.8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平南县人民法院
司法执行岗位二
(08003005002)

118.1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平南县人民法院
司法行政岗位
(08003005003)

130.3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桂平市人民法院
司法执行辅助岗位一

(08003006001)
106.9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桂平市人民法院
司法执行辅助岗位二

(08003006002)
109.4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桂平市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岗位
(08003006003)

89.3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港市桂平市人民法院
司法行政岗位
(08003006004)

124.9

贵港市贸促会 贵港市贸促会
办公室科员

(08004001001)
133.8

贵港市委老干部局 贵港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科员

(08005001001)
125.9

贵港市环境保护局 贵港市环境监测站
环境监测员一
(08006001001)

95.3

贵港市环境保护局 贵港市环境监测站
环境监测员二
(08006001002)

127.3

贵港市环境保护局 贵港市环境监测站
环境监测员三
(08006001003)

118.8

贵港市环境保护局 贵港市环境监测站
环境监测员四
(08006001004)

133.5

贵港市文化局 贵港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执法员

(08007001001)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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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财政局 贵港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科员

(08008001001)
121.5

贵港市财政局 贵港市非税收入管理局
科员

(08008003001)
125.4

贵港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贵港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秘书科科员

(08009001001)
99.9

贵港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贵港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协调科科员

(08009001002)
128

贵港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贵港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办公室科员

(08010001001)
122.1

贵港市粮食局 贵港市粮食局
办公室综合岗位
(08011001001)

130.1

贵港市农业机械化管理局 贵港市农机安全监理所
业务科科员

(08012001001)
119.5

贵港市农业机械化管理局 贵港市农机安全监理所
技术科科员

(08012001002)
125.3

贵港市国土资源局 贵港市国土资源局
财务人员

(08013001001)
120.6

贵港市国土资源局 贵港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
地矿技术员

(08013002001)
119.5

贵港市国土资源局 贵港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
执法员

(08013002002)
126

贵港市国土资源局 贵港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
监察员

(08013002003)
129.6

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贵港市社会保险事业局
科员

(08014001001)
110.5

贵港市水利局 贵港市城区防洪管理处
工程技术股科员
(08015001001)

102

贵港市水利局 贵港市城区防洪管理处
财会统计管理岗位
(08015001002)

120.5

贵港市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 贵港市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
财务审计科科员
(08016001001)

120.1

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平南管理部科员
(08017001001)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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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覃塘管理部信贷员
(08017001002)

128.8

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港南管理部归集员
(08017001003)

114.4

贵港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 贵港市规划建设监察支队
办公室科员一
(08018001001)

117.3

贵港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 贵港市规划建设监察支队
办公室科员二
(08018001002)

124.9

贵港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
贵港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办

公室
征收科科员

(08018002001)
121.4

贵港市民政局 贵港军用饮食供应站
出纳员

(08019001001)
125

贵港市民政局 贵港市救助管理站
文秘

(08019002001)
127.6

贵港市民政局 贵港市救助管理站
会计

(08019002002)
116.8

贵港市港北区司法局 贵港市港北区大圩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08020001001)
126

贵港市港北区司法局 贵港市港北区法律援助中心
科员

(08020002001)
121.2

贵港市港北区财政局 贵港市港北区庆丰镇财政所
会计

(08021001001)
112.8

贵港市港北区财政局 贵港市港北区奇石乡财政所
会计

(08021002001)
119.5

贵港市港北区水库移民工作管理局
贵港市港北区水库移民工作管理

局
科员

(08022001001)
114.7

贵港市港北区卫生局 贵港市港北区卫生监督所
科员

(08023001001)
119.5

贵港市港北区水产畜牧兽医局 贵港市港北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科员

(08024001001)
110.2

贵港市港北区农业机械化管理局 贵港市港北区农机安全监理站
会计

(08025001001)
116.3

贵港市港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贵港市港北区就业服务中心
科员

(08026001001)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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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港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贵港市港北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监察员

(08026002001)
115.9

贵港市港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贵港市港北区社会保险事业局
科员

(08026003001)
103.9

贵港市审计局港北区审计办事处 贵港市港北区政府投资审计中心
审计员一

(08028001001)
132.4

贵港市审计局港北区审计办事处 贵港市港北区政府投资审计中心
审计员二

(08028001002)
109.8

贵港市港北区经济贸易局 贵港市港北区商务稽查大队
科员

(08029001001)
116

贵港市港北区建设局
贵港市港北区城乡规划建设管理

监察大队
监察员

(08030001001)
109.8

贵港市港北区建设局
贵港市港北区墙体材料改革办公

室
科员

(08030002001)
124.5

贵港市港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北区食品药品监督所
药品安全监管员
(08031001001)

115.8

贵港市港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北区贵城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食品安全监管员
(08031002001)

122.6

贵港市港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北区贵城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药品安全监管员
(08031002002)

121.5

贵港市港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北区港城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食品安全监管员
(08031003001)

116

贵港市港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北区港城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药品安全监管员
(08031003002)

117.7

贵港市港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北区大圩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食品安全监管员
(08031004001)

107.3

贵港市港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北区大圩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药品安全监管员
(08031004002)

96.4

贵港市港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北区庆丰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食品安全监管员
(08031005001)

102.1

贵港市港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北区庆丰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药品安全监管员
(08031005002)

96.7

贵港市港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北区中里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食品安全监管员
(08031006001)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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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港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北区武乐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药品安全监管员
(08031008002)

99.8

贵港市港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北区根竹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食品安全监管员
(08031009001)

108.1

贵港市港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北区根竹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药品安全监管员
(08031009002)

102.3

贵港市港北区庆丰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北区庆丰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文秘助理
(08032001001)

123.8

贵港市港北区中里乡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北区中里乡人民政府
办公室综合岗位
(08033001001)

118.5

贵港市港北区奇石乡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北区奇石乡人民政府
党政办综合岗位
(08034001001)

113.5

贵港市港北区武乐乡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北区武乐乡人民政府
科员

(08035001001)
129.1

贵港市港北区根竹乡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北区根竹乡人民政府
安全助理

(08036001001)
126

贵港市港南区林业局 贵港市港南区农村能源办公室
财务管理岗位
(08037001001)

112

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贵港市港南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经济研究科员
(08038001001)

128.8

贵港市港南区江南街道办事处
贵港市港南区江南劳动保障事务

所
科员

(08039001001)
124.3

贵港市港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
贵港市港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

室
司法岗位二

(08040001002)
127

贵港市港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
贵港市港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

室
财务管理岗位
(08040001003)

116.2

贵港市港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
贵港市港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

室
科员一

(08040001004)
127.9

贵港市港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室
贵港市港南区征地拆迁工作办公

室
科员二

(08040001005)
124.3

贵港市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
室

贵港市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办公室

地方志编纂
(08041001001)

121.1

贵港市港南区环境保护局 贵港市港南区环境监察大队
环境监察执法科员
(0804200100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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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港南区环境保护局 贵港市港南区环境监察大队
环境监察科员
(08042001002)

120.5

贵港市港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药品安全监管员
(08043001002)

104.4

贵港市港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食品安全监管员
(08043002001)

105.8

贵港市港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药品安全监管员
(08043002002)

100.4

贵港市港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药品安全监管员
(08043003002)

100.4

贵港市港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南区江南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食品安全监管员
(08043004001)

120.3

贵港市港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南区江南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药品安全监管员
(08043004002)

107.3

贵港市港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药品安全监管员
(08043005002)

121.2

贵港市港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药品安全监管员
(08043006002)

102.4

贵港市港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南区木梓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药品安全监管员
(08043007002)

101.6

贵港市港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港南区瓦塘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
药品安全监管员
(08043008002)

111.5

贵港市港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贵港市港南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劳动保障监察岗位
(08044001001)

124.3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乡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乡人民政府
财务管理岗位
(08045001001)

124.6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乡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南区新塘乡人民政府
建设助理岗位
(08045001002)

126.7

贵港市港南区瓦塘乡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南区瓦塘乡人民政府
财贸助理

(08046001001)
128.9

贵港市港南区瓦塘乡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南区瓦塘乡人民政府
劳动保障助理
(08046001002)

113.3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人民政府
党政文秘助理
(08047001001)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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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南区湛江镇人民政府
经济助理

(08047001002)
120.6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人民政府
党政文秘助理
(08048001001)

125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人民政府
民政助理

(08048001002)
113.4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南区东津镇人民政府
建设助理

(08048001003)
126.6

贵港市港南区木梓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南区木梓镇人民政府
建设助理岗位
(08049001001)

123.6

贵港市港南区木梓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南区木梓镇人民政府
招商助理岗位
(08049001002)

125.3

贵港市港南区木梓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南区木梓镇人民政府
文秘助理岗位
(08049001003)

99.2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人民政府
财贸助理

(08050001001)
127.3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人民政府
党政文秘助理
(08050001002)

129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港南区木格镇人民政府
民政助理

(08050001003)
116.7

贵港市覃塘区纪委监察局 贵港市覃塘区纪委监察局
纪检监察专员
(08051001001)

115.4

贵港市覃塘区司法局 覃塘区樟木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08052001001)
121.8

贵港市覃塘区司法局 覃塘区三里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08052002001)
115.2

贵港市覃塘区司法局 覃塘区东龙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08052003001)
111.6

贵港市覃塘区水产畜牧兽医局 覃塘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动物监督员

(08053001001)
101.5

贵港市覃塘区档案局 覃塘区档案局
文秘

(08054001001)
120

贵港市覃塘区建设局 覃塘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工程质量监督
(08055001001)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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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覃塘区卫生局 覃塘区卫生监督所
监督员

(08056001001)
118

贵港市覃塘区水利局 覃塘区水利工程管理站
工程管理员

(08057001001)
100.5

贵港市覃塘区水利局 覃塘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助理员

(08057002001)
121

贵港市覃塘区林业局 覃塘区农村能源办公室
能源办工作人员
(08058001001)

124.3

贵港市覃塘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覃塘区覃塘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监督员一

(08059001001)
107

贵港市覃塘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覃塘区覃塘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监督员二

(08059001002)
117.1

贵港市覃塘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覃塘区樟木乡食品药品监督所
监督员二

(08059002002)
110.9

贵港市覃塘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覃塘区东龙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监督员一

(08059003001)
114.9

贵港市覃塘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覃塘区东龙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监督员二

(08059003002)
114.6

贵港市覃塘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覃塘区山北乡食品药品监督所
监督员二

(08059004002)
120.2

贵港市覃塘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覃塘区蒙公乡食品药品监督所
监督员二

(08059005002)
104

贵港市覃塘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覃塘区黄练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监督员一

(08059006001)
108

贵港市覃塘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覃塘区黄练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监督员二

(08059006002)
105

贵港市覃塘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覃塘区三里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监督员二

(08059007002)
109

贵港市覃塘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覃塘区五里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监督员二

(08059008002)
99.5

贵港市覃塘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覃塘区石卡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监督员二

(08059009002)
95.3

贵港市覃塘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覃塘区大岭乡食品药品监督所
监督员一

(08059010001)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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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覃塘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覃塘区大岭乡食品药品监督所
监督员二

(08059010002)
98.7

贵港市覃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覃塘区社会保险事业局
财务

(08060001001)
111.9

贵港市覃塘区覃塘镇人民政府 覃塘区覃塘镇人民政府
城建助理员

(08061001001)
130.2

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人民政府 覃塘区东龙镇人民政府
文秘助理一

(08062001001)
128.4

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人民政府 覃塘区东龙镇人民政府
文秘助理二

(08062001002)
129.2

贵港市覃塘区大岭乡人民政府 覃塘区大岭乡人民政府
其他助理员

(08063001001)
111.7

贵港市覃塘区黄练镇人民政府 覃塘区黄练镇人民政府
文秘助理

(08064001001)
122.8

贵港市覃塘区黄练镇人民政府 覃塘区黄练镇人民政府
法律助理

(08064001002)
119.1

贵港市覃塘区三里镇人民政府 覃塘区三里镇人民政府
文秘助理

(08065001001)
112.5

贵港市覃塘区三里镇人民政府 覃塘区三里镇人民政府
项目助理

(08065001002)
119.2

贵港市覃塘区五里镇人民政府 覃塘区五里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文秘助理员
(08066001001)

116.5

贵港市覃塘区樟木乡人民政府 覃塘区樟木乡人民政府
环境卫生助理员
(08067001001)

116.5

贵港市覃塘区樟木乡人民政府 覃塘区樟木乡人民政府
城建助理员

(08067001002)
122.2

贵港市覃塘区樟木乡人民政府 覃塘区樟木乡人民政府
旅游助理员

(08067001003)
117.6

贵港市覃塘区樟木乡人民政府 覃塘区樟木乡人民政府
文秘助理员

(08067001004)
121.2

贵港市平南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贵港市平南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

会
办公室科员

(08068001001)
121.6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一

(08069001001)
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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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二

(08069001002)
110.8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三

(08069001003)
107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人民政府
武装干事

(08069001004)
99.5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管理工作人员

(08069001005)
95.1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综合岗位
(08069001006)

97.5

贵港市平南县工业贸易和信息化局
贵港市平南县工业贸易和信息化

局
办公室综合岗位
(08070001001)

120.4

贵港市平南县审计局 贵港市平南县审计局
审计员

(08071001001)
103.2

贵港市平南县林业局 贵港市平南县森林公安局
民警

(08072001001)
99.7

贵港市平南县环境保护局 贵港市平南县环境保护局
环保管理人员
(08073001001)

114.2

贵港市平南县财政局 贵港市平南县财政局
财务管理员

(08074001001)
118.1

贵港市平南县财政局 贵港市平南县国库支付中心
财务管理员

(08074002001)
106.8

贵港市平南县财政局 贵港市平南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投资评审员

(08074003001)
105.4

贵港市平南县财政局 贵港市平南县民族资金管理所
综合管理员

(08074004001)
108.1

贵港市平南县财政局 贵港市平南镇财政所
财务管理员

(08074005001)
102.9

贵港市平南县财政局 贵港市平南县上渡镇财政所
财务管理员

(08074006001)
100

贵港市平南县财政局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财政所
财务管理员

(08074007001)
97.1

贵港市平南县财政局 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财政所
财务管理员

(08074008001)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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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平南县财政局 贵港市平南县大坡镇财政所
财务管理员

(08074009001)
99.5

贵港市平南县财政局 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财政所
财务管理员

(08074010001)
111.5

贵港市平南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贵港市平南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员

(08075001001)
113.1

贵港市平南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贵港市平南县计划生育协会
办公室综合岗位一
(08075002001)

112.7

贵港市平南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贵港市平南县计划生育协会
办公室综合岗位二
(08075002002)

113

贵港市平南县教育局 贵港市平南县教育局
办公室综合岗位
(08076001001)

117.8

贵港市平南县司法局 贵港市平南县司法局同和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08077001001)
111.8

贵港市平南县司法局 贵港市平南县司法局大新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08077002001)
108.1

贵港市平南县公安局 贵港市平南县公安局
基层民警一

(08078001001)
138.55

贵港市平南县公安局 贵港市平南县公安局
基层民警二

(08078001002)
142.25

贵港市平南县国资源局 贵港市平南县国土资源局
政秘股工作人员
(08079001001)

123.6

贵港市平南县国资源局 贵港市平南县国土资源局
财务管理工作人员
(08079001002)

103.1

贵港市平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贵港市平南县城镇职工医保险管

理中心
医审工作人员
(08080001001)

107.5

贵港市平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平南县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办

公室
政秘股工作人员
(08081001001)

110.2

贵港市平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贵港市平南县人民政府调解处土

地山林水利纠纷办公室
办公室工作人员
(08081002001)

115.2

贵港市平南县水利局 贵港市平南县水利工程管理站
水利工程管理员
(08082001001)

109.1

贵港市平南县民政局
贵港市平南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管理中心
办公室综合管理岗位

(08083001001)
117

第 12 页，共 21 页



贵港市平南县农业局 贵港市平南县农业区划办公室
办公室综合岗位
(08084001001)

106.4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上渡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01001)
112.6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02001)
112.4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寺面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03001)
110.7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马练乡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04001)
95.1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05001)
109.6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安怀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06001)
107.2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07001)
106.2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国安乡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08001)
105.3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大洲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09001)
114.4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10001)
117.3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大新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11001)
124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同和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12001)
112.2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东华乡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13001)
112.8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武林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14001)
111.1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15001)
104.1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16001)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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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大坡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17001)
99.1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思界乡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18001)
98.7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大鹏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19001)
114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20001)
98.1

贵港市平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贵港市平南县思旺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
监督管理员

(08085021001)
112

贵港市平南县上渡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上渡镇人民政府
办公室综合岗位
(08086001001)

110.6

贵港市平南县上渡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上渡镇人民政府
武装干事

(08086001002)
104.9

贵港市平南县上渡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上渡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
(08086001003)

114

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一

(08087001001)
107.9

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二

(08087001002)
111.8

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三

(08087001003)
108.7

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人民政府
武装干事

(08087001004)
95.5

贵港市平南县寺面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寺面镇人民政府
办公室综合岗位一
(08088001001)

104.3

贵港市平南县寺面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寺面镇人民政府
办公室综合岗位二
(08088001002)

108.2

贵港市平南县寺面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寺面镇人民政府
办公室综合岗位三
(08088001003)

97.2

贵港市平南县寺面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寺面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
(08088001004)

110.9

贵港市平南县寺面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寺面镇人民政府
民政事务管理工作人员

(08088001005)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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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平南县马练瑶族乡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马练瑶族乡人民政

府
党政办综合职位一
(08089001001)

102.7

贵港市平南县马练瑶族乡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马练瑶族乡人民政

府
党政办综合职位二
(08089001002)

115.1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一

(08090001001)
112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二

(08090001002)
112.1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三

(08090001003)
110.3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平山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四

(08090001004)
103

贵港市平南县安怀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安怀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
(08091001001)

118.6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镇人民政府
武装干事

(08092001001)
95.6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一

(08092001002)
107.5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二

(08092001003)
102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镇人民政府
办公室综合岗位一
(08092001004)

111.4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镇人民政府
办公室综合岗位二
(08092001005)

110.1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六陈镇人民政府
办公室综合岗位三
(08092001006)

110.6

贵港市平南县国安瑶族乡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国安瑶族乡人民政

府
综治办工作人员
(08093001001)

109.3

贵港市平南县国安瑶族乡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国安瑶族乡人民政

府
武装干事

(08093001002)
85.5

贵港市平南县国安瑶族乡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国安瑶族乡人民政

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
(08093001003)

110.5

贵港市平南县大洲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洲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综合岗位一
(0809400100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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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平南县大洲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洲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综合岗位二
(08094001002)

98

贵港市平南县大洲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洲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综合岗位三
(08094001003)

100.5

贵港市平南县大洲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洲镇人民政府
综治理办工作人员
(08094001004)

112.7

贵港市平南县大洲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洲镇人民政府
政府综合岗位
(08094001005)

102.6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人民政府
政府综合岗位一
(08095001001)

107.1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人民政府
政府综合岗位二
(08095001002)

125.8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人民政府
政府综合岗位三
(08095001003)

122.7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人民政府
政府综合岗位四
(08095001004)

118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人民政府
武装干事

(08095001005)
101.1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人民政府
综治办工作人员
(08095001006)

115.7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镇人民政府
办公室综合岗位
(08095001007)

124.7

贵港市平南县大新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新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综合岗位
(08096001001)

114.1

贵港市平南县同和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同和镇人民政府
政府综合职位一
(08097001001)

113.2

贵港市平南县同和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同和镇人民政府
政府综合职位二
(08097001002)

109.6

贵港市平南县同和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同和镇人民政府
政府综合职位三
(08097001003)

113.6

贵港市平南县同和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同和镇人民政府
政府综合职位四
(08097001004)

112.2

贵港市平南县东华乡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东华乡人民政府
办公室综合岗位
(08098001001)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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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平南县东华乡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东华乡人民政府
武装干事

(08098001002)
97.7

贵港市平南县武林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武林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
(08099001001)

108.1

贵港市平南县武林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武林镇人民政府
武装干事

(08099001002)
114.7

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人民政府
办公室综合岗位
(08100001001)

108.1

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一

(08100001002)
112.1

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二

(08100001003)
114.1

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人民政府
武装干事

(08101001001)
97.9

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人民政府
办公室综合岗位一
(08101001002)

106.9

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人民政府
办公室综合岗位二
(08101001003)

113.8

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人民政府
办公室综合岗位三
(08101001004)

114.8

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一

(08101001005)
109

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官成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二

(08101001006)
101.2

贵港市平南县大坡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坡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综合岗位一
(08102001001)

113.6

贵港市平南县大坡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坡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综合岗位二
(08102001002)

98.5

贵港市平南县大坡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坡镇人民政府
武装干事

(08102001003)
101.9

贵港市平南县大坡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大坡镇人民政府
政府机关综合岗位
(08102001004)

109.1

贵港市平南县思界乡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思界乡人民政府
党政办综合岗位
(08103001001)

101

第 17 页，共 21 页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人民政府
乡镇政府综合职位一

(08104001001)
120.8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人民政府
乡镇政府综合职位二

(08104001002)
106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人民政府
乡镇政府综合职位三

(08104001003)
117.1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人民政府
乡镇政府综合职位四

(08104001004)
117.4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人民政府
乡镇政府综合职位五

(08104001005)
116.8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镇隆镇人民政府
武装干事

(08104001006)
101.2

贵港市平南县思旺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思旺镇人民政府
武装干事

(08105001001)
98.9

贵港市平南县思旺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思旺镇人民政府
乡镇政府综合职位
(08105001002)

118.1

贵港市平南县思旺镇人民政府 贵港市平南县思旺镇人民政府
办公室综合岗位
(08105001003)

117.4

贵港市桂平市委党校 贵港市桂平市委党校
科员

(08106001001)
126.2

贵港市桂平市司法局 桂平市司法局垌心司法所
调解员

(08107001001)
105.5

贵港市桂平市司法局 桂平市司法局大湾司法所
调解员

(08107002001)
106.9

贵港市桂平市厚禄乡人民政府 桂平市厚禄乡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公室科员

(08108001001)
120.6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西山食品药品监督所
食品监督员

(08109001001)
98.4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西山食品药品监督所
药品监督员

(08109001002)
106.3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西山食品药品监督所
执法人员

(08109001003)
119.6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蒙圩食品药品监督所
药品监督员

(08109002002)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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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蒙圩食品药品监督所
执法人员

(08109002003)
107.1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木乐食品药品监督所
食品监督员

(08109007001)
95.3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木乐食品药品监督所
药品监督员

(08109007002)
107.2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木乐食品药品监督所
执法人员

(08109007003)
106.1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石咀食品药品监督所
药品监督员

(08109008002)
105.9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马皮食品药品监督所
食品监督员

(08109009001)
118.4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寻旺食品药品监督所
食品监督员

(08109010001)
95.4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寻旺食品药品监督所
药品监督员

(08109010002)
95.8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寻旺食品药品监督所
办公室人员

(08109010003)
114.7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社坡食品药品监督所
食品监督员

(08109011001)
104.5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社坡食品药品监督所
执法人员

(08109011003)
114.3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油麻食品药品监督所
办公室人员

(08109012003)
108.2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木根食品药品监督所
食品监督员

(08109016001)
93.8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大洋食品药品监督所
办公室人员

(08109018003)
98.3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罗秀食品药品监督所
药品监督员

(08109020002)
88.2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罗秀食品药品监督所
办公室人员

(08109020003)
91.9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金田食品药品监督所
食品监督员

(08109022001)
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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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金田食品药品监督所
办公室人员

(08109022003)
121.1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江口食品药品监督所
食品监督员

(08109023001)
94.1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南木食品药品监督所
药品监督员

(08109024002)
97.9

贵港市桂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桂平市南木食品药品监督所
办公室人员

(08109024003)
88.5

贵港市桂平市木圭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木圭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公室科员
(08110001001)

117.9

贵港市桂平市油麻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油麻镇人民政府
民政助理

(08111001001)
112.5

贵港市桂平市油麻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油麻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公室科员
(08111001002)

105

贵港市桂平市中沙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中沙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公室科员
(08112001001)

111.5

贵港市桂平市麻垌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麻垌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公室科员
(08113001001)

121.8

贵港市桂平市社步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社步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公室科员
(08114001001)

110

贵港市桂平市下湾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下湾镇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公室科员

(08115001001)
127.8

贵港市桂平市下湾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下湾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公室科员
(08115001002)

110.1

贵港市桂平市木根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木根镇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公室科员

(08116001001)
124.9

贵港市桂平市木根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木根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公室科员
(08116001002)

119.2

贵港市桂平市大湾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大湾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公室科员
(08117001001)

98.7

贵港市桂平市大湾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大湾镇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公室科员

(08117001002)
123.2

贵港市桂平市大湾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大湾镇人民政府
武装干事

(08117001003)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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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桂平市大洋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大洋镇人民政府
党政综合办公室科员

(08118001001)
121.3

贵港市桂平市大洋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大洋镇人民政府
武装干事

(08118001002)
96.6

贵港市桂平市大洋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大洋镇人民政府
社会管理办公室科员

(08118001003)
121.1

贵港市桂平市罗播乡人民政府 桂平市罗播乡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公室科员

(08119001001)
113.9

贵港市桂平市白沙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白沙镇人民政府
武装干事

(08120001001)
114.2

贵港市桂平市江口镇人民政府 桂平市江口镇人民政府
武装干事

(08121001001)
97.6

贵港市桂平市垌心乡人民政府 桂平市垌心乡人民政府
经济发展办公室科员

(08122001001)
116.7

贵港市桂平市垌心乡人民政府 桂平市垌心乡人民政府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

室科员
(08122001002)

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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