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公示 姻2017年 9月 6日 星期三

瑞金市 2017年夏秋季定兵人员名单公示
经瑞金市人民政府征兵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决定袁拟批准以下同志参军入伍袁特此公示院

序
号
部队
人数 姓名 性

别 公民身份证号码
学历

报名单位 拟定部队
文化程度 毕业或在读学校 学生类型

1 1 朱豪 男 360781199710041018 大学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第 73集团军
2 2 王永杰 男 360781199905013615 高中 厦门技师学院 中专毕业 象湖镇 第 73集团军
3 3 王泰峰 男 360781199811182039 大学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在校生 象湖镇 第 73集团军
4 4 罗涛 男 36078119990716015X 大学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第 73集团军
5 5 刘敏 男 360781199808202019 大学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象湖镇 第 73集团军
6 6 杨晨 男 360781199909200055 大学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第 73集团军
7 7 杨智浇 男 360781199704030013 高中 瑞金二中 高中毕业 象湖镇 第 73集团军
8 8 邓光诚 男 36078119990313013X 高中 瑞金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象湖镇 第 73集团军
9 9 王裕权 男 360781199808242010 高中 南昌向远轨道技术学院 中专毕业 象湖镇 第 73集团军

10 10 钟书逸 男 360781199910212635 大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大学新生 象湖镇 第 73集团军
11 11 钟弘强 男 360781199703180079 高中 瑞金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象湖镇 第 73集团军
12 12 杨坤林 男 360781199606072017 大学 南昌理工工程技术学院 在校生 壬田镇 第 73集团军
13 13 杨文权 男 36078119981220261X 高中 江西中山电子科技专修学院 中专毕业 叶坪乡合龙村第 73集团军
14 14 钟浩 男 36078120000530261X 高中 赣州农校 中专毕业 叶坪乡岭脑村第 73集团军
15 15 刘超 男 360781199908272938 大学 南昌理工学院 大学新生 黄柏乡 第 73集团军
16 16 吴云飞 男 360781199907135894 高中 江西省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中专毕业 瑞林镇 第 73集团军
17 17 谢子斌 男 360781199906235834 大学 福建中华技师学院厦门分院 大学新生 瑞林镇 第 73集团军
18 18 梁斌 男 360781199808274231 高中 瑞金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云石山乡 第 73集团军
19 19 洪嘉诚 男 360781199907174236 高中 南京技师学院 中专在校生 云石山乡 第 73集团军
20 1 杨磊 男 360781199810170079 高中 新余司法警官学校 中专毕业 象湖镇 东部战区空军

21 2 杨靖 男 360781199811160016 大学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校 在校生 象湖镇 东部战区空军

22 3 杨子龙 男 36078119970609001X 大学 南昌大学 大学新生 象湖镇 东部战区空军

23 4 杨仓铭 男 360781199610230014 大学 江西科技学院 应届毕业生 象湖镇 东部战区空军

24 5 杨琛斌 男 360781199603060010 大学 江西中医药大学 应届毕业生 象湖镇 东部战区空军

25 6 胡寅君 男 360781199907160037 高中 瑞金电子技术学校 中专毕业 象湖镇 东部战区空军

26 7 钟毅 男 360781199803262936 大学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黄柏乡 东部战区空军

27 8 谢翰鑫 男 360781199903024716 大学 南昌大学 大学新生 武阳镇 东部战区空军

28 1 刘志燊 男 360781199905110036 高中 瑞金市私立兴华学校 中专毕业 象湖镇 广东武警

29 2 赖天帅 男 360781199609080039 大学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应届毕业生 象湖镇 广东武警

30 3 朱琦霖 男 360781199905240017 大学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广东武警

31 4 杨庆宝 男 360781199906060114 大学 江西科技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广东武警

32 5 毛嘉晋 男 360781199907210014 大学 江西工程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广东武警

33 6 刘铮 男 360781199812274234 大学 江西科技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广东武警

34 7 谢隽 男 360781199909250052 大学 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广东武警

35 8 杨鑫 男 360781199809212032 大学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广东武警

36 9 杨禹 男 360781199810120178 高中 瑞金三中 高中毕业 象湖镇 广东武警

37 10 钟骏熠 男 360781199803190012 高中 瑞金三中 高中毕业 象湖镇 广东武警

38 11 曾彬 男 360781199607031719 大学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象湖镇 广东武警

39 12 饶睿祥 男 360781199810150019 高中 瑞金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象湖镇 广东武警

40 13 谢意金 男 36078119990203009X 大学 景德镇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广东武警

41 14 曾国学 男 360781199811042917 高中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中专毕业 象湖镇 广东武警

42 15 钟杰 男 360781199912254716 高中 赣州科汇技工学校 中专毕业 象湖镇 广东武警

43 16 张应彬 男 360781199712010012 大学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象湖镇 广东武警

44 17 谢万岳 男 360781199810050077 大学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广东武警

45 18 杨炜钰 男 36078119991201013X 高中 瑞金三中渊非应届冤 高中毕业 象湖镇 广东武警

46 19 朱文豪 男 360781200006170014 大学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广东武警

47 20 刘长奇 男 360781199908260013 大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大学新生 象湖镇 广东武警

48 21 胡怡雄 男 360781199811290013 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广东武警

49 22 吴碧辉 男 36078119980501061X 高中 瑞金市职业中等学校 中专毕业 象湖镇 广东武警

50 23 黄超群 男 36078119960509007X 大学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应届毕业生 象湖镇 广东武警

51 24 许涛 男 360781199811182055 大学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壬田镇 广东武警

52 25 陈志强 男 360781199805302030 大学 共青科技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壬田镇 广东武警

53 26 朱靖 男 360781199905172018 高中 瑞金市职业学校 中专毕业 壬田镇 广东武警

54 27 谢远路 男 360781199812012015 大学 江西传媒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壬田镇车头 广东武警

55 28 刘林辉 男 360781199905181037 高中 武汉大学远程教育 高中毕业 叶坪乡 广东武警

56 29 杨焰 男 360781199907040035 高中 武汉远程教育 高中毕业 叶坪乡 广东武警

57 30 刘城 男 360781199610150057 大学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应届毕业生 叶坪乡 广东武警

58 31 王子钦 男 360781199810261018中专应届 叶坪乡王屋村 广东武警

59 32 杨焕城 男 360781199905280617 高中 瑞金市电子技术学校 中专毕业 沙洲坝镇 广东武警

60 33 杨涛 男 360781199903180639 高中 瑞金市技校 中专毕业 沙洲坝镇 广东武警

61 34 胡青山 男 360781199908280612 大学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沙洲坝镇 广东武警

62 35 刘滔 男 360781199806200634 大学 江西现代技师学院 在校生 沙洲坝镇 广东武警

63 36 谢城 男 360781199808152912 大学 江西旅游商贸学院 大学新生 黄柏乡 广东武警

64 37 刘书宇 男 360781199908152936 高中 清远市清新区职业技术学校 中专毕业 黄柏乡 广东武警

65 38 王必欢 男 445222199904022015 高中 常州市武进区龙城职业学校 中专毕业 大柏地乡 广东武警

66 39 刘峰 男 360781199706123416 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 应届毕业生 大柏地乡 广东武警

67 40 李滨滨 男 360781199507125857 大学 南昌航空大学 应届毕业生 瑞林镇 广东武警

68 41 罗志文 男 360781199812085839 高中 江西职业应用技术学院 在校生 瑞林镇 广东武警

69 42 陈伟夫 男 360781199608066139 大学 江西航空职业学院大一 在校生 丁陂乡 广东武警

70 43 陈志超 男 360781199901176177 高中 江西省瑞金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丁陂乡 广东武警

71 44 陈平平 男 360781199601186111 大学 南昌工学院 在校生 丁陂乡 广东武警

72 45 罗聪 男 360781199612076313 大学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冈面乡 广东武警

73 46 钟鹏 男 360781199910086616 大学 赣州科汇技工学校 大学新生 万田乡 广东武警

74 47 谢观明 男 36078119971220663X 大学 江西水利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万田乡 广东武警

75 48 钟亮 男 360781199607176619 大学 江西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万田乡 广东武警

76 49 谢群 男 36078119970423661X 大学 江西农业大学 在校生 万田乡 广东武警

77 50 钟文彬 男 360781199801103739 大学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九堡镇 广东武警

78 51 钟超 男 360781199803113615 高中 瑞金职校 中专毕业 九堡镇 广东武警

79 52 王志文 男 360781199812220092 大学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九堡镇 广东武警

80 53 刘灵辉 男 360781199609223634 大学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应届毕业生 九堡镇 广东武警

81 54 丁件生 男 360781199903194256 大学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云石山乡 广东武警

82 55 曾造林 男 360781199712084214 高中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中专毕业 云石山乡 广东武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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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56 丁海龙 男 360781199809114213 高中 福建华夏高级技工学校 在校生 云石山乡 广东武警

84 57 刘定军 男 36078119990127421X 大学 赣州科汇技工学校 大学新生 云石山乡 广东武警

85 58 谢勇强 男 360781199912284712 大学 九江学院 大学新生 武阳镇 广东武警

86 59 张丁仁 男 360781199907024713 高中 赣州农业学校 中专毕业 武阳镇 广东武警

87 60 郑广福 男 360781199811064710 高中 赣州市瑞金电子技术学校 中专毕业 武阳镇 广东武警

88 61 刘奇 男 360781199708244713 大学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武阳镇 广东武警

89 62 曾宝生 男 360781199908164718 大学 江西农业大学 大学新生 武阳镇 广东武警

90 63 夏衍生 男 360781199704285112 大学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谢坊镇 广东武警

91 64 刘秀彬 男 360781199905045174 高中 汕头市聿怀实验学校 在校生 谢坊镇 广东武警

92 65 郭建生 男 36078119980118513X 高中 郑州大学 高中毕业 谢坊镇 广东武警

93 1 杨挺升 男 360781199904250010 大学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南海舰队水兵

94 2 谢汉 男 360781199808070036 大学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南海舰队水兵

95 3 钟强 男 360781199808200099 大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大学新生 象湖镇 南海舰队水兵

96 4 谢俊杰 男 360781199811190012 大学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南海舰队水兵

97 5 谢尚麒 男 360781199801064717 大学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在校生 象湖镇 南海舰队水兵

98 6 黄鸿博 男 360781199806161073 高中 瑞金市私立英才学校 高中毕业 叶坪乡合龙村南海舰队水兵

99 7 谢裕燊 男 360781199503061016 大学 江西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叶坪乡叶坪村南海舰队水兵

100 8 曾俊辉 男 36078119971024291X 大学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黄柏乡 南海舰队水兵

101 9 谢鑫森 男 360781199810242917 大学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黄柏乡柏村村南海舰队水兵

102 10 刘帅 男 360781199811072913 高中 瑞金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黄柏乡 南海舰队水兵

103 11 邱培元 男 360781199607026610 大学 武汉商学院 在校生 万田乡茶亭村南海舰队水兵

104 12 袁志伟 男 360781200002156637 大学 南昌理工学院 大学新生 万田乡万田村南海舰队水兵

105 13 钟晴 男 360781199902023615 高中 赣州农业学校 中专毕业 九堡镇九堡圩南海舰队水兵

106 14 梁文燚 男 360733199808082714 高中 瑞金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云石山乡 南海舰队水兵

107 15 邓喜文 男 360781199905191710 高中 赣州电子工业技术学校 中专毕业 泽覃乡 南海舰队水兵

108 1 曾祥华 男 360781199901202013 高中 赣州市职业技术科技 高中毕业 壬田镇 东海舰队水兵

109 2 钟俊 男 360781199912152015 高中 瑞金市中等职业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壬田镇 东海舰队水兵

110 3 张浩彬 男 360781199810162095 高中 瑞金职校 中专毕业 壬田镇 东海舰队水兵

111 4 吴鹏 男 360781199909292033 高中 瑞金电子学校 中专毕业 壬田镇 东海舰队水兵

112 5 范泽钊 男 360781199802242052 大学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壬田镇 东海舰队水兵

113 1 杨成 男 360781199802040012 高中 瑞金二中 高中毕业 象湖镇 新疆武警 7师
114 2 谢茗任 男 360781199910180039 大学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新疆武警 7师
115 3 杨小山 男 360781199909240073 大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大学新生 象湖镇 新疆武警 7师
116 4 黄强 男 360781199710180093 大学 大连大学 在校生 象湖镇 新疆武警 7师
117 5 钟嘉诚 男 360781199803163655 大学 江西传媒职业学校 大学新生 象湖镇 新疆武警 7师
118 6 赖泉先 男 360781199806150032 高中 瑞金二中 高中毕业 象湖镇 新疆武警 7师
119 7 胡嘉亿 男 360781199708250013 大学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象湖镇 新疆武警 7师
120 8 李嘉豪 男 36078119970509553X 大学 江西科技学院 在校生 象湖镇 新疆武警 7师
121 9 邹金生 男 360781199903290053 高中 瑞金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象湖镇 新疆武警 7师
122 10 梁蔚文 男 360781199401054237 大学 南昌理工学院 毕业生 象湖镇 新疆武警 7师
123 11 杨吉斌 男 360781199811280050 大学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东升村新疆武警 7师
124 12 刘家奇 男 36078119990617009X 大学 黑河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绵水路新疆武警 7师
125 13 张华生 男 360781199904265511 高中 赣州华坚科技学校 中专毕业 日东乡 新疆武警 7师
126 14 江明 男 360781199910295530 高中 赣州市瑞金电子技术学校 中专毕业 日东乡 新疆武警 7师
127 15 余茂荣 男 360781199812262110 大学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壬田镇 新疆武警 7师
128 16 陈宁 男 360781199704212036 大学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壬田镇横坑村新疆武警 7师
129 17 刘世峰 男 36078119990510105X 大学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叶坪乡 新疆武警 7师
130 18 宋路飞 男 360781199801301014高中应届 瑞金一中 叶坪乡云集村新疆武警 7师
131 19 谢伟 男 360781199602142938 高中 郑州大学 高中毕业 黄柏乡 新疆武警 7师
132 20 钟兴 男 360781199903032935 大学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黄柏乡 新疆武警 7师
133 21 谢钦 男 360781199804292934 高中 广东省旅游职业学校 中专毕业 黄柏乡 新疆武警 7师
134 22 朱宗政 男 360781199703262912 大学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黄柏鲍坊村 新疆武警 7师
135 23 罗承辉 男 360781199812252959 高中 郑大远程教育 高中毕业 黄柏乡 新疆武警 7师
136 24 钟浪 男 360781199806013417 高中 瑞金职校 中专毕业 大柏地乡 新疆武警 7师
137 25 阙三长 男 360781199806165816 高中 武汉理工大学远程 高中毕业 瑞林镇 新疆武警 7师
138 26 罗福钦 男 360781199803105850 高中 武汉理工大学远程 高中毕业 瑞林镇 新疆武警 7师
139 27 宋威鹏 男 360781199811015855 大学 江西工程学院 大学新生 瑞林镇 新疆武警 7师
140 28 黄超 男 360781199812055816 大学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瑞林镇 新疆武警 7师
141 29 杨家茂 男 360781199810055839 大学 南昌工学院 大学新生 瑞林镇 新疆武警 7师
142 30 刘石根 男 360781199808236331 大学 江西上饶公安干部学校 大学新生 冈面乡 新疆武警 7师
143 31 黄茂良 男 360781199812296310 高中 江西工业技工学校 中专毕业 冈面乡 新疆武警 7师
144 32 袁来发 男 360781199801066616 大学 赣西科技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万田乡 新疆武警 7师
145 33 谢志鑫 男 360781199802196615 大学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万田乡木瓜村新疆武警 7师
146 34 钟粮 男 360781199611163618 大学 南昌航空大学 在校生 九堡镇堑下村新疆武警 7师
147 35 赖锦锌 男 360781199804164254 大学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云石山乡 新疆武警 7师
148 36 梁玉 男 360781199612084233 大学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在校生 云石山乡 新疆武警 7师
149 37 曾鑫 男 360781199606244210 大学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云石山乡 新疆武警 7师
150 38 梁伟 男 360781199711144270 大学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大学新生 云石山乡 新疆武警 7师
151 39 钟军 男 360781199902154711 大学 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武阳镇 新疆武警 7师
152 40 赵金财 男 360781199803074732 高中 会昌私立英才学校 高中毕业 武阳镇 新疆武警 7师
153 1 刘仁杰 男 360781199508070050 大学 东华理工大学 应届毕业生 象湖镇 313边防旅
154 2 刘飞 男 360781199402052057 大学 华侨大学 应届毕业生 象湖镇 313边防旅
155 3 江雯 男 360735199805292815 大学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日东乡 313边防旅
156 4 谢家豪 男 360781199704275539 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 在校生 日东乡龙井 313边防旅
157 5 朱岑 男 360781199808281036 大学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在校生 壬田镇 313边防旅
158 6 欧阳效江 男 360781199708070610 大学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应届毕业生 沙洲坝镇 313边防旅
159 7 杨明志 男 360781199906032930 大学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黄柏乡 313边防旅
160 8 袁胜祥 男 360731199610028234 大学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在校生 万田 313边防旅
161 9 刘跃威 男 360781199802274214 大学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云石山乡 313边防旅
162 10 肖广文 男 360781199905284714 大学 江西冶金工业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武阳镇 313边防旅
163 11 翁德富 男 360781199710166830 大学 上饶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武阳镇 313边防旅
164 12 郭俊融 男 360781199811090038 高中 瑞金一中 高中毕业 谢坊镇 313边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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