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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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州市委老干部局 贺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科员 127.5

贺州市档案局（馆） 贺州市档案局（馆） 管理编研科科员 126.3

贺州市人民检察院 贺州市及所辖基层检察院 检察岗位 113.7

贺州市人民检察院 贺州市基层检察院一 侦查岗位 110.1

贺州市人民检察院 贺州市基层检察院二 侦查辅助岗位 125.2

贺州市人民检察院 贺州市钟山县人民检察院 司法行政岗位 123.8

贺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

贺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

昭平管理部财务人员 107.6

贺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

贺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

钟山管理部工作人员 118.2

贺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贺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科员岗位 131.3

贺州市房产管理局 贺州市房产管理局 科员 109.5

贺州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贺州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科员一 104.2

贺州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贺州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科员二 114.8

贺州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贺州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科员三 124

贺州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贺州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

站
科员 111.7



贺州市文化新闻出版局
贺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支队
会计 120.4

贺州市卫生局 贺州市卫生监督所 科员 114.6

贺州市统计局 贺州市统计局普查中心 科员 122

贺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贺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

科员 128.4

贺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

贺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支队

科员一 134.5

贺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

贺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支队

科员二 110.5

贺州市平桂矿区管理处
贺州市平桂矿区管理处珊

瑚管理站
科员 115.6

贺州市平桂矿区管理处
贺州市平桂矿区管理处水

岩坝管理站
科员 113.1

贺州市西湾矿区管理处 贺州市西湾矿区管理处 科员一 126.8

贺州市西湾矿区管理处 贺州市西湾矿区管理处 科员二 120.7

贺州市环境保护局 贺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环境监察工作人员 124.9

贺州市环境保护局 贺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调解环境纠纷工作人员 115.5

贺州市环境保护局 贺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监控中心工作人员 105.6

贺州市环境保护局 贺州市环境监测站 环境监测工作人员 118.6

贺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贺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财务科工作人员 122.9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 基层民警一 110.4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 基层民警二 140.45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 基层民警三 143.25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 基层民警四 140.2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 基层民警五 150.3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 基层民警六 116.6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 基层民警七 136.75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 基层民警八 140.6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 基层民警九 133.05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 基层民警十 148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 基层法医 124.6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
交通管理基层民警一法医 117.45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
交通管理基层民警二 130.9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
交通管理基层民警三 128.1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
交通管理基层民警四 145.45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
交通管理基层民警五 137.3

贺州市公安局
贺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
交通管理基层民警六 149.1

广西贺州华润循环经济产
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广西贺州华润循环经济产
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城乡规划 93.6

广西贺州华润循环经济产
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广西贺州华润循环经济产
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经济发展和招商局工作人
员

111.8

广西贺州电子科技生态产
业园管理委员会

广西贺州电子科技生态产
业园管理委员会

城乡规划 118.7

贺州市农业局 贺州市种子站 工作人员 119.7

贺州市林业局
贺州市森林公安局姑婆山

派出所
基层民警 116.4

贺州市水土保持站 贺州市水土保持站 水土保持专业技术人员 103.3

贺州市电力管理站 贺州市电力管理站 电力管理站专业技术人员 122.8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党工委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档案史

志局
科员 119.4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司法行政岗位 119.2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审判岗位一 111.9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审判岗位二 103.1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岗位 101.7

贺州市八步区委组织部
贺州市八步区党员干部现
代化远程教育管理办公室

科员 116.2



贺州市八步区委老干部局
贺州市八步区老干部服务

中心
科员 130.4

贺州市八步区委党史办 贺州市八步区委党史办 科员 119.1

贺州市八步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八步区就业服务中
心

工作人员一 129.8

贺州市八步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八步区就业服务中
心

工作人员二 117.2

贺州市八步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八步区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所

会计 112.8

贺州市八步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八步区医疗保险管
理中心

工作人员 123.7

贺州市八步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八步区社会劳动保
险事业管理所

工作人员 123.6

贺州市八步区司法局 贺州市八步区贺街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119.7

贺州市八步区司法局 贺州市八步区步头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113.9

贺州市八步区司法局 贺州市八步区里松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111.5

贺州市八步区司法局 贺州市八步区仁义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106.1

贺州市八步区司法局 贺州市八步区黄洞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111

贺州市八步区司法局 贺州市八步区大宁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104.2

贺州市八步区司法局 贺州市八步区南乡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102.8

贺州市八步区司法局 贺州市八步区开山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102.8



贺州市八步区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

贺州市八步区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

办公室工作人员 114.6

贺州市八步区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

贺州市八步区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

财务人员 88.8

贺州市八步区财政局
贺州市八步区财政投资评

审中心
信息管理员 108.3

贺州市八步区财政局 贺州市八步区莲塘财政所 投资评审员 108.1

贺州市八步区财政局 贺州市八步区大宁财政所 会计 109.6

贺州市八步区财政局 贺州市八步区桂岭财政所 会计 106.1

贺州市八步区财政局 贺州市八步区仁义财政所 工作人员 104.9

贺州市八步区乡镇建设局
贺州市八步区乡镇建设局

监察大队
城建大队工作人员 122.4

贺州市八步区林业局
贺州市森林公安八步区分

局
基层民警 124.5

贺州市八步区林业局
贺州市八步区森林植物病
虫害防治检疫站

工作人员 108

贺州市八步区林业局
贺州市八步区调解处理山

林纠纷办公室
工作人员 126.6

贺州市八步区农机事业局
贺州市八步区农机安全监

理站
技术股工作人员 124.8

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
贺州市八步区水利工程管

理站
技术人员一 98.5

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
贺州市八步区水利工程管

理站
技术人员二 109.9

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 贺州市八步区水土保持站 技术人员一 99.6



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贺州市八步区水土保持站 技术人员二 114.4

贺州市八步区水利电力局 贺州市八步区水土保持站 法律事务人员 117.9

贺州市八步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八步区贺街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所

科员 111.8

贺州市八步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八步区步头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所

科员 104.1

贺州市八步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八步区莲塘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所

科员 113.5

贺州市八步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八步区大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所

科员 99.9

贺州市八步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八步区南乡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所

科员 100

贺州市八步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所

科员 109.9

贺州市八步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八步区里松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所

科员 125.8

贺州市八步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八步区信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所

科员 106.2

贺州市八步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八步区灵峰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所

科员 97.6

贺州市八步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八步区铺门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所

科员 98.4

贺州市八步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八步区黄洞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所

科员 105.3

贺州市八步区莲塘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莲塘镇人民
政府

办公室工作人员 127.2

贺州市八步区步头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步头镇人民
政府

工作人员 117.2



贺州市八步区大宁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大宁镇人民
政府

工作人员一 124.7

贺州市八步区大宁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大宁镇人民
政府

工作人员二 112.9

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人民
政府

工作人员一 99.7

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人民
政府

工作人员二 120.4

贺州市八步区贺街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贺街镇人民
政府

工作人员一 123.3

贺州市八步区贺街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贺街镇人民
政府

工作人员二 131.3

贺州市八步区黄洞瑶族乡
人民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黄洞瑶族乡
人民政府

工作人员 123.7

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开山镇人民
政府

工作人员 115.5

贺州市八步区里松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里松镇人民
政府

工作人员 122

贺州市八步区灵峰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灵峰镇人民
政府

工作人员 111.5

贺州市八步区南乡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南乡镇人民
政府

工作人员 113.8

贺州市八步区铺门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铺门镇人民
政府

工作人员一 118.9

贺州市八步区铺门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铺门镇人民
政府

工作人员二 124.8

贺州市八步区仁义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仁义镇人民
政府

工作人员 125

贺州市八步区信都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八步区信都镇人民
政府

工作人员 124.2



贺州市昭平县人民法院 贺州市昭平县人民法院 司法行政岗位 118.5

贺州市昭平县人民法院 贺州市昭平县人民法院 审判辅助岗位 112.7

贺州市昭平县人民法院 贺州市昭平县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 109.5

贺州市昭平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昭平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科员一 124.5

贺州市昭平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昭平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科员二 108.4

贺州市昭平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昭平县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事业管理所

办事员 106.5

贺州市昭平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昭平县医疗保险管
理中心

办事员一 103

贺州市昭平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昭平县医疗保险管
理中心

办事员二 106.8

贺州市昭平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昭平县就业服务中
心

办事员一 104.6

贺州市昭平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昭平县就业服务中
心

办事员二 106.6

贺州市昭平县水利电力局
贺州市昭平县水政监察大

队
办事员一 94

贺州市昭平县水利电力局
贺州市昭平县水政监察大

队
办事员二 108.4

贺州市昭平县水利电力局
贺州市昭平县水政监察大

队
办事员三 97.2

贺州市昭平县人口和计划
生育局

贺州市昭平县人口和计划
生育局

科员 107.6

贺州市昭平县人口和计划
生育局

昭平县计划生育协会 办事员一 89.9



贺州市昭平县人口和计划
生育局

昭平县计划生育协会 办事员二 109.7

贺州市昭平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昭平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科员一 112.7

贺州市昭平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昭平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科员二 115.3

贺州市昭平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昭平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科员三 119.6

贺州市昭平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昭平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科员四 110.3

贺州市昭平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昭平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科员五 110.9

贺州市昭平县卫生局 贺州市昭平县卫生监督所 办事员一 114.5

贺州市昭平县卫生局 贺州市昭平县卫生监督所 办事员二 100.5

贺州市昭平县公安局 贺州市昭平县公安局 基层民警一 111

贺州市昭平县公安局 贺州市昭平县公安局 基层民警二 118.7

贺州市昭平县公安局 贺州市昭平县公安局 基层民警三 134.7

贺州市昭平县公安局
贺州市昭平县交通管理大

队
基层民警 140.3

贺州市昭平县林业局 贺州市昭平县森林公安局 基层民警 99

贺州市昭平县林业局
贺州市昭平县森林业防火

办公室
办事员 101.5

贺州市昭平县林业局
贺州市昭平县森林病虫害

防治检疫站
办事员 102.6



贺州市昭平县审计局 贺州市昭平县审计局 科员 113.5

贺州市昭平县广播电视事
业局

贺州市昭平县广播电视事
业局

科员 95.5

贺州市昭平县农业机械化
管理事业局

贺州市昭平县农机安全监
理站

办事员一 106.3

贺州市昭平县农业机械化
管理事业局

贺州市昭平县农机安全监
理站

办事员二 99.1

贺州市昭平县农业机械化
管理事业局

贺州市昭平县农机安全监
理站

办事员三 104.1

贺州市昭平县农业机械化
管理事业局

贺州市昭平县农机安全监
理站

办事员四 92.1

贺州市昭平县农业局
贺州市昭平县农村合作经

济经营管理站
办事员 112.7

贺州市昭平县农业局
贺州市昭平县农业区划委

员会办公室
办事员 100.3

贺州市昭平县水产畜牧兽
医局

贺州市昭平县渔政渔港监
督管理站

办事员 111.1

贺州市昭平县水产畜牧兽
医局

贺州市昭平县动物卫生监
督所

办事员 102.9

贺州市昭平县司法局 贺州市昭平县富罗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115.9

贺州市昭平县司法局 贺州市昭平县凤凰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110.1

贺州市昭平县司法局
贺州市昭平县樟木林司法

所
司法助理员 105.5

贺州市昭平县司法局 贺州市昭平县五将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100.2

贺州市昭平县招商促进局 贺州市昭平县招商促进局 科员一 123.3



贺州市昭平县招商促进局贺州市昭平县招商促进局 科员二 123.5

贺州市昭平县富罗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昭平县富罗镇人民
政府

科员一 111.2

贺州市昭平县富罗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昭平县富罗镇人民
政府

科员二 85.4

贺州市昭平县木格乡人民
政府

贺州市昭平县木格乡人民
政府

科员一 108.4

贺州市昭平县五将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昭平县五将镇人民
政府

科员一 117.3

贺州市昭平县五将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昭平县五将镇人民
政府

科员二 114.7

贺州市昭平县五将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昭平县五将镇人民
政府

科员三 119.4

贺州市昭平县仙回瑶族乡
人民政府

贺州市昭平县仙回瑶族乡
人民政府

科员一 97.3

贺州市昭平县仙回瑶族乡
人民政府

贺州市昭平县仙回瑶族乡
人民政府

科员二 118.4

贺州市昭平县马江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昭平县马江镇人民
政府

科员一 112.7

贺州市昭平县马江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昭平县马江镇人民
政府

科员二 112.4

贺州市昭平县马江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昭平县马江镇人民
政府

科员三 115.6

贺州市昭平县马江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昭平县马江镇人民
政府

科员四 118.4

贺州市钟山县委党校 贺州市钟山县委党校 办公室科员 116.1

贺州市钟山县红十字会 贺州市钟山县红十字会 办公室科员 109



贺州市钟山县司法局 贺州市钟山县司法局 办公室文秘 119

贺州市钟山县司法局 贺州市钟山县司法局 财务人员 106.2

贺州市钟山县司法局
贺州市钟山县回龙镇司法

所
司法助理员 121.2

贺州市钟山县司法局
贺州市钟山县钟山镇司法

所
司法助理员一 111.7

贺州市钟山县司法局
贺州市钟山县钟山镇司法

所
司法助理员二 115.3

贺州市钟山县司法局
贺州市钟山县珊瑚镇司法

所
司法助理员 117.8

贺州市钟山县司法局
贺州市钟山县凤翔镇司法

所
司法助理员 110.9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法医 133.65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基层派出所民警一 98.9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基层派出所民警二 136.2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基层派出所民警三 128.8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基层派出所民警四 147.6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基层派出所民警五 126.25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基层派出所民警六 136.5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基层派出所民警七 121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基层派出所民警八 120.05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基层派出所民警九 120.85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基层派出所民警十 156.7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局 基层派出所民警十一 126.5

贺州市钟山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钟山县就业服务中
心

办公室人员 120.6

贺州市钟山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钟山县就业服务中
心

财会人员 101.3

贺州市钟山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钟山县社会保险事
业管理局

信息股工作人员 109.8

贺州市钟山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钟山县社会保险事
业管理局

财务人员 88.3

贺州市钟山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钟山县社会保险事
业管理局

综合股工作人员 124.7

贺州市钟山县财政局
贺州市钟山县钟山镇财政

所
财会人员 101.9

贺州市钟山县财政局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镇财政

所
财会人员 103.3

贺州市钟山县财政局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镇财政

所
文秘人员 120

贺州市钟山县财政局
贺州市钟山县清塘镇财政

所
财会人员 108.1

贺州市钟山县财政局
贺州市钟山县清塘镇财政

所
文秘人员 100.5

贺州市钟山县财政局
贺州市钟山县燕塘镇财政

所
财会人员 94.2



贺州市钟山县财政局
贺州市钟山县花山瑶族乡

财政所
财会人员 104.2

贺州市钟山县财政局
贺州市钟山县红花镇财政

所
财会人员 95.2

贺州市钟山县财政局
贺州市钟山县两安瑶族乡

财政所
财会人员 97.2

贺州市钟山县财政局
贺州市钟山县回龙镇财政

所
财会人员 99.2

贺州市钟山县财政局
贺州市钟山县石龙镇财政

所
财会人员 98.4

贺州市钟山县财政局
贺州市钟山县凤翔镇财政

所
财会人员 119.8

贺州市钟山县财政局
贺州市钟山县珊瑚镇财政

所
财会人员 95.5

贺州市钟山县财政局
贺州市钟山县同古镇财政

所
财会人员 103.3

贺州市钟山县林业局
贺州市钟山县乡镇林业工

作总站
技术人员 98.1

贺州市钟山县计划和生育
局

贺州市钟山县计划生育协
会

计算机维护员 109.8

贺州市钟山县计划和生育
局

贺州市钟山县计划生育协
会

办公室人员 126

贺州市钟山县广播电视事
业局

贺州市钟山县广播电视事
业局

记者 125.5

贺州市钟山县广播电视事
业局

贺州市钟山县广播电视事
业局

会计 105.2

贺州市钟山县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

贺州市钟山县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

文秘 96

贺州市钟山县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

贺州市钟山县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

办公室人员 123.4



贺州市钟山县民政局
贺州市钟山县低收入居民
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

财会人员 105.6

贺州市钟山县水利电力局
贺州市钟山县水政监察大

队
技术人员 92.5

贺州市钟山县水利电力局
贺州市钟山县水利工程管

理站
工作人员 104.8

贺州市钟山县农机事业局
贺州市钟山县农机安全监

理站
办公室文秘 120.4

贺州市钟山县文化和体育
局

贺州市钟山县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大队

执法人员 111.5

贺州市钟山县水产畜牧兽
医局

贺州市钟山县动物卫生监
督所

工作人员 95.8

贺州市钟山县国土资源局
贺州市钟山县国土资源执

法监察大队
财务会计 88

贺州市钟山县市容市政管
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城区管理行
政执法大队

技术人员一 114.8

贺州市钟山县市容市政管
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城区管理行
政执法大队

技术人员二 92.7

贺州市钟山县市容市政管
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城区管理行
政执法大队

行政执法人员 111.8

贺州市钟山县征地拆迁办
公室

贺州市钟山县征地拆迁办
公室

文秘 117.8

贺州市钟山县环境保护局
贺州市钟山县环境监察大

队
环境监察员 116.6

贺州市钟山县水果生产办
公室

贺州市钟山县水果生产办
公室

技术人员 100.2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稽
查大队

办公室工作人员一 103.8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稽
查大队

办公室工作人员二 120.8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稽
查大队

办公室工作人员三 112.4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钟山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

药品监管员 107.8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钟山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

食品监管员 107.5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同古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

工作人员 90.9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回龙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

药品监管员 101.8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回龙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

食品监管员 109.2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石龙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

药品监管员 91.6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石龙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

食品监管员 111.9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珊瑚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

药品监管员 95.5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珊瑚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

食品监管员 91.8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凤翔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

药品监管员 97.4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凤翔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

食品监管员 108.8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清塘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

药品监管员 88.2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清塘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

食品监管员 98.4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燕塘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

药品监管员 97.9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

药品监管员 93.5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两安瑶族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

工作人员 102.8

贺州市钟山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贺州市钟山县花山瑶族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

药品监管员 85.2

贺州市钟山县钟山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钟山县钟山镇人民
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一 123.9

贺州市钟山县钟山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钟山县钟山镇人民
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二 114.1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镇人民
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一 122.3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钟山县公安镇人民
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二 96.6

贺州市钟山县红花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钟山县红花镇人民
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 119.1

贺州市钟山县燕塘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钟山县燕塘镇人民
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 106.8

贺州市钟山县回龙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钟山县回龙镇人民
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 127.1

贺州市钟山县凤翔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钟山县凤翔镇人民
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一 121.8

贺州市钟山县凤翔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钟山县凤翔镇人民
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二 116.8

贺州市钟山县珊瑚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钟山县珊瑚镇人民
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 124.2

贺州市钟山县石龙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钟山县石龙镇人民
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 102.3

贺州市钟山县两安瑶族乡
人民政府

贺州市钟山县两安瑶族乡
人民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一 122.6



贺州市钟山县两安瑶族乡
人民政府

贺州市钟山县两安瑶族乡
人民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二 122.2

贺州市钟山县花山瑶族乡
人民政府

贺州市钟山县花山瑶族乡
人民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 116.1

贺州市钟山县清塘镇人民
政府

贺州市钟山县清塘镇人民
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 121.1

贺州市富川县纪律检查委
员会

贺州市富川县纠风办 科员一 100.5

贺州市富川县纪律检查委
员会

贺州市富川县纠风办 科员二 114.5

贺州市富川县纪律检查委
员会

贺州市富川县纠风办 科员三 119.5

贺州市富川县残联 贺州市富川县残联 办公室科员 111.5

贺州市富川县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

贺州市富川县事业登记管
理局

科员 116.6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

司法执行岗位 98.6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

审判辅助岗位一 114.7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

审判辅助岗位二 122.1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

审判辅助岗位三 117.3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

司法警察岗位一 101.1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

司法警察岗位二 106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作人员 106.9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就
业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 95.5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社
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工作人员三 113.4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社
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工作人员四 124.4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社
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工作人员一 103.3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社
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工作人员二 99.3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劳
动监察大队

工作人员 105.4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工作人员 122.6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监督所

工作人员 111.3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富
阳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工作人员一 104.1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富
阳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工作人员二 97.2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麦
岭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工作人员一 102.7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莲
山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工作人员一 95.7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古
城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工作人员一 95.5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白
沙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工作人员一 113.4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白
沙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工作人员二 101.2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福
利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工作人员一 109.8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福
利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工作人员二 104.6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葛
坡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工作人员一 113.6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城
北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工作人员一 91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城
北镇食品药品监督所

工作人员二 107.5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石
家乡食品药品监督所

工作人员一 93.7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新
华乡食品药品监督所

工作人员一 116.6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财
政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财
政局

办公室工作人员 121.2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财
政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财
政局

财务管理工作人员 106.2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财
政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富
阳镇财政所

工作人员 101.5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财
政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城
北镇财政所

工作人员 96.7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财
政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柳
家乡财政所

工作人员 98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财
政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麦
岭镇财政所

工作人员 91.1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财
政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葛
坡镇财政所

工作人员 107.7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财
政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新
华乡财政所

财政工作人员 95.3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财
政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莲
山镇财政所

工作人员 96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公
安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公
安局

基层民警一 137.55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公
安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公
安局

基层民警二 128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公
安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公
安局

基层民警四 132.2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发
展和改革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国
民经济动员办公室

工作人员一 113.2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发
展和改革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国
民经济动员办公室

工作人员二 98.2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森
林公安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森
林公安局

民警一 131.25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水
利电力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水
利建设管理站

工作人员 96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司
法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富
阳镇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113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司
法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莲
山镇司法所

司法助理员 112.1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司
法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司
法局法律援助中心

工作人员 105.1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卫
生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卫
生监督所

卫生监督员 103.2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物
价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物
价局物价监查分局

办公室文秘人员 108.8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经
济贸易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经
贸局

商务股工作人员 122.2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法
制办公室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法
制办公室

工作人员 115.2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民
政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城
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站

财会 96.3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民
政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低
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

心

文秘 119.8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民
政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低
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

心

综合职位 95.1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计
生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计
生协会

财务人员 112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计
生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计
生协会

工作人员一 94.4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计
生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计
生协会

工作人员二 115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二
轻工业联社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二
轻联社

工作人员 110.8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农
业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农
村经济经营管理站

工程技术人员 108.4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供
销联社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供
销联社

办公室人员 114.6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广
播电影电视局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广
播电视局

办公室人员 95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白
沙镇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白
沙镇人民政府

基层公务员一 118.7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白
沙镇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白
沙镇人民政府

基层公务员二 121.2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柳
家乡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柳
家乡人民政府

基层公务员 116.8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柳
家乡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柳
家乡人民政府

财务工作人员 118.2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新
华乡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新
华乡人民政府

基层公务员 98.4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富
阳镇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富
阳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一 85.4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富
阳镇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富
阳镇人民政府

党政办工作人员二 130.4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葛
坡镇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葛
坡镇人民政府

基层公务员 114.2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朝
东镇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朝
东镇人民政府

基层公务员一 90.7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朝
东镇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朝
东镇人民政府

基层公务员二 117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朝
东镇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朝
东镇人民政府

基层公务员三 116.3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朝
东镇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朝
东镇人民政府

基层公务员四 117.9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朝
东镇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朝
东镇人民政府

财务人员 117.5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福
利镇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福
利镇人民政府

基层公务员一 113.2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福
利镇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福
利镇人民政府

基层公务员二 123.1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莲
山镇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莲
山镇人民政府

基层公务员一 116.7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莲
山镇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莲
山镇人民政府

基层公务员二 118.8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石
家乡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石
家乡人民政府

基层公务员一 88.3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石
家乡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石
家乡人民政府

基层公务员二 101.2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城
北镇人民政府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城
北镇人民政府

办公室文秘人员 112.4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生产流通股科员 116.4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药品医疗器械监管股科员
一

113.8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药品医疗器械监管股科员
二

121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科员 126.3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林业局
贺州市森林公安局平桂管

理区分局
基层民警二 122.8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司法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望高司

法所
司法助理员 117.5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财政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大平瑶

族乡财政所
财务 105.2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财政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羊头财

政所
财务 122.1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财政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鹅塘财

政所
财务 113.8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统计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农村经

济调查队
财务 111.1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统计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农村经

济调查队
科员 121.3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机关事
务管理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机关事
务管理局

房产水电股科员一 123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机关事
务管理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机关事
务管理局

房产水电股科员二 121.8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能源办
公室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能源办
公室

财务 115.2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民政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低收入
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

心

科员 121.5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水利电
力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水利工
程管理站

科员 101.8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水利电
力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水土保
持站

科员 118.3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广播电
影电视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广播电
影电视局

科员 111.9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乡镇建
设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建设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科员 100.3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文化和
体育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大队

科员 121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贺州市平桂管理区社会保
险管理中心

科员 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