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公示 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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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上接第 6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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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13 郭涛 男 360781199804255113 高中 瑞金市第三中学 高中毕业 谢坊镇 313边防旅
166 1 杨中皓 男 360781199909270096 大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大学新生 象湖镇 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67 2 刘峥 男 36078119990422009X 高中 赣州农校 在校生 象湖镇 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68 3 杨威 男 360781199710290030 大学 江西枫林涉外经贸职业学院 在校生 象湖镇 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69 4 刘鑫 男 360781199804180019 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 在校生 象湖镇 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70 5 钟煜坤 男 360781199703230013 大学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在校生 象湖镇 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71 6 钟勇 男 360781199804183615 大学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72 7 朱文特 男 360781199912290098 大学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73 8 邱文杰 男 360781199603050074 大学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东升村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74 9 刘毅 男 360781200011150018 大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大学新生 象湖镇红都大道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75 10 张晋 男 360781199903145534 高中 郑州大学 高中毕业 日东乡 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76 11 杨辉强 男 360781199911032054 高中 瑞金电子学校 中专毕业 壬田镇 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77 12 罗玉明 男 360781199810292033 高中 新宜司法警官学校 在校生 壬田镇 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78 13 钟枝霖 男 360781199804112075 高中 瑞金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在校生 壬田镇 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79 14 李立俊 男 360781199705102613 大学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叶坪乡 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80 15 钟源 男 360781199909211010 高中 国家开放大学 高中毕业 叶坪乡 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81 16 苏海椿 男 360781199902023412 大学 南昌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大柏地 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82 17 罗志林 男 360781199709105854 高中 瑞金三中 在校生 瑞林镇 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83 18 钟昌锋 男 360781199802174256 大学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云石山乡 东部战区陆军直属队

184 1 谢俊文 男 360781199808220014 高中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中专毕业 象湖镇 317边防旅
185 2 黄扬 男 360781199706120071 高中 江西赣州技师学院 中专毕业 象湖镇 317边防旅
186 3 曾权 男 360781199711090057 高中 瑞金二中 高中毕业 象湖镇 317边防旅
187 4 曾凡清 男 360781199711300034 大学 江西工程学院 在校生 象湖镇 317边防旅
188 5 杨佳伟 男 360781199812020058 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317边防旅
189 6 危志琦 男 360781199907040051 大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大学新生 象湖镇 317边防旅
190 7 温起行 男 36078119991206009X 大学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317边防旅
191 8 杨庆亮 男 360781199808192615 大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大学新生 象湖镇 317边防旅
192 9 卢金长 男 360781199901175510 大学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日东乡 317边防旅
193 10 沈忠荣 男 360781199804205511 大学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日东乡 317边防旅
194 11 钟少椿 男 360781199805262059 高中 瑞金中等职业学校 中专毕业 壬田镇 317边防旅
195 12 谢超 男 360781199906042012 大学 湖南文理学院 大学新生 壬田镇 317边防旅
196 13 张友 男 360781199906302013 大学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壬田镇 317边防旅
197 14 王小山 男 360781199806112052 大学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壬田镇 317边防旅
198 15 杨荣明 男 360781199901201053 大学 武汉工商学院 大学新生 叶坪乡 317边防旅
199 16 刘林 男 36078119980924101X 大学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叶坪乡 317边防旅
200 17 杨俊林 男 360781199710020612 大学 江西司法警官学院 大学新生 沙洲坝镇 317边防旅
201 18 陈件生 男 360781199512067014 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 应届毕业生 瑞林镇 317边防旅
202 19 徐富毫 男 360781199809076317 高中 赣州农校 中专毕业 冈面乡 317边防旅
203 20 刘浚 男 360781200006206312 大学 泉州华光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冈面乡 317边防旅
204 21 张伟民 男 36078119971002631X 大学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冈面乡 317边防旅
205 22 梁长明 男 360781199607164239 大学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毕业生 云石山乡 317边防旅
206 23 赖翔 男 360781199704261719 大学 江西科技学院 在校生 泽覃乡 317边防旅
207 24 顾涛涛 男 360781199706050093 高中 瑞金第一中学 高中毕业 泽覃乡 317边防旅
208 25 李家豪 男 360781199701081739 大学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泽覃乡 317边防旅
209 26 刘辉 男 36078119980822471X 大学 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武阳镇 317边防旅
210 27 邹振华 男 360781199609154712 大学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在校生 武阳镇武阳村 317边防旅
211 1 朱永康 男 360781199803030051 大学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电子对抗 2旅
212 2 朱犇 男 360781199406160071 大学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应届毕业生 象湖镇 电子对抗 2旅
213 3 赖汇文 男 360781199911250019 高中 瑞金市职业技术学校 中专毕业 象湖镇 电子对抗 2旅
214 4 郭佳鑫 男 360781199612050156 大学 江西交通技术学院 应届毕业生 象湖镇 电子对抗 2旅
215 5 许佩龙 男 360781199712102013 高中 瑞金私立英才学校 高中毕业 壬田镇 电子对抗 2旅
216 6 刘俊 男 360781199607022011 大学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应届毕业生 壬田镇 电子对抗 2旅
217 7 杨欣浩 男 360781199801022015 高中 瑞金电子职业学校 中专毕业 壬田镇圳头村 电子对抗 2旅
218 8 杨俊豪 男 360781199909182619 大学 吉安职业技术学校 大学新生 叶坪乡山岐村 电子对抗 2旅
219 9 钟良 男 36078119980529101X高中应届 瑞金二中 叶坪乡瑞星村 电子对抗 2旅
220 10 朱顺粮 男 360781199901051075 高中 瑞金一中 高中毕业 叶坪乡寨下村 电子对抗 2旅
221 11 曾上铭 男 360781199802200653 大学 江西科技学院 在校生 沙洲坝镇 电子对抗 2旅
222 12 刘华坪 男 360781199605232939 大学 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 在校生 黄柏乡 电子对抗 2旅
223 13 刘盛 男 360781199510122913 大学 广西梧州学院 应届毕业生 黄柏乡 电子对抗 2旅
224 14 刘华清 男 360781199810292914 高中 赣州技师学院 中专毕业 黄柏乡 电子对抗 2旅
225 15 周真金 男 360781199409055859 大学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届毕业生瑞林镇长沙村 电子对抗 2旅
226 16 阙冬亮 男 360781199811095832 高中 瑞金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在校生 瑞林镇 电子对抗 2旅
227 17 钟鹏辉 男 360781199701093756 大学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 应届毕业生 九堡镇 电子对抗 2旅

230 20 杨元株 男 360781199804204738 大学 江西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武阳镇 电子对抗 2旅
231 1 黄家明 男 36078119980320009X 大学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象湖镇 福建边防武警

232 2 杨长锟 男 360781199910150112 大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大学新生 象湖镇 福建边防武警

233 3 夏鹏 男 360781199703150013 大学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象湖镇 福建边防武警

234 4 谢彬 男 360781199809180093 大学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象湖镇 福建边防武警

235 5 钟隆富 男 360781199803012013 大学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壬田镇 福建边防武警

236 6 曾彦博 男 36078119980406101X 高中 国家开放大学 高中毕业 叶坪乡 福建边防武警

237 7 朱兆国 男 360781199901251018 高中 武汉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高中毕业 叶坪乡 福建边防武警

238 8 华宇 男 36078119990708103X 高中 赣州市育才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中专毕业 叶坪乡 福建边防武警

239 9 欧阳俊贤男 360781199906280651 高中 瑞金第三中学 高中毕业 沙洲坝镇 福建边防武警

240 10 谢吉祥 男 36078119990428291X 高中 瑞金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黄柏乡 福建边防武警

241 11 刘隆森 男 360781199810282919 大学 南昌理工学院 大学新生 黄柏乡 福建边防武警

242 12 谢子文 男 360781199703165813 大学 萍乡学院 在校生 瑞林镇 福建边防武警

243 13 刘学怡 男 360781199812103670 大学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 九堡镇 福建边防武警

244 14 钟樑 男 360781199810103650 高中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专毕业 九堡镇 福建边防武警

245 15 王辰辉 男 360781199702193636 大学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九堡镇 福建边防武警

246 16 钟晓强 男 360781199711283617 大学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九堡镇 福建边防武警

247 17 钟玉林 男 360781199903213613 大学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新生九堡镇谢村村福建边防武警

248 18 梁念鑫 男 360781199808084219 高中 瑞金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云石山乡 福建边防武警

249 19 温佳亮 男 360781199908314210 大学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云石山乡 福建边防武警

250 20 邹旺文 男 360781199808164737 大学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大学新生 武阳镇 福建边防武警

251 1 张欣亮 男 360781199710055559 高中 梅州联合中学 高中毕业 日东乡 第 71集团军
252 1 李良菁 男 36078119991102007X 大学 厦门技师学院 大学新生 象湖镇 江西武警

253 2 杨洪涛 男 360781199706030017 大学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生 叶坪乡 江西武警

254 1 刘鹏基 男 360781199812085134 高中 赣州技工学校 中专毕业 谢坊镇 江西消防武警

1 1 杨顺 男 360781199807120011 高中 瑞金二中 高中毕业 象湖镇 预备

2 8803刘志伟 男 360781199901063674 高中 赣州农业学校 中专毕业 九堡镇 预备水兵

3 4501刘俞江 男 360781199905253635 高中 江西兴华电脑技工学校 中专毕业 九堡镇 预备水兵

4 9066罗精灵 男 360781199909163637 高中 厦门集美技术学校 中专毕业 九堡镇 预备水兵

5 9094胡霖沣 男 360781199807021718 高中 赣州华坚科技学院 中专毕业 泽覃乡 预备水兵

6 8955胡声跃 男 360781199808210019 高中 瑞金市职业技术学校 中专毕业泽覃乡铁炉下 预备水兵

7 8920陈旭烽 男 360781199708260051 高中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中专毕业 象湖镇 预备

8 8600胡德清 男 36078119990217005X 高中 赣州市瑞金电子技术学校 中专毕业 象湖镇 预备

9 8798杨智伟 男 36078119981219295X 高中 江西新能源技工学校 中专毕业 象湖镇 预备

10 8869 刘豪 男 360781199810010032 高中 瑞金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象湖镇 预备

11 8474 范焰 男 360781199912055514 高中 瑞金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日东乡 预备

12 3551 陈望 男 360781199910085517 高中 上饶公安干部学校 中专毕业 日东乡 预备

13 8615 杨锋 男 36078119980106205X 高中 瑞金市职业学校 中专毕业 壬田镇 预备

14 2301钟枝顺 男 360781199808052014 高中 瑞金市电子学校 中专毕业 壬田镇 预备

15 8417陈敏强 男 360781199810162116 高中 瑞金市职业学校 中专毕业 壬田镇 预备

16 2832 钟科 男 360781199908011017 高中 江西机电技术学院 中专毕业 叶坪乡 预备

17 4031 曾林 男 360781199904111010 高中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中专毕业 叶坪乡 预备

18 9606朱宏城 男 360781199911291072 初中 叶坪初中 初中毕业叶坪乡洋溪村 预备

19 9608 钟轩 男 360781199812241010 高中 中专在校 预备

20 9610黄兴权 男 36078119980623261X 高中 广东省兴宁市兴民中学 高中毕业叶坪乡山岐村 预备

21 8814 钟强 男 362102199903290612 高中 瑞金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沙洲坝镇 预备

22 9586杨莹峰 男 360781199809090610 大学 井冈山大学 在校生 沙洲坝镇 预备

23 8633赖泽文 男 360781199906150638 高中 江西环境工程学院 中专毕业 沙洲坝镇 预备

24 9677 李义 男 360781199902212918 高中 赣州技师学院 中专毕业黄柏乡胡岭村 预备

25 8837 钟武 男 360781199704212933 高中 中央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黄柏乡 预备

26 8651邓昌林 男 360781199702283439 高中 瑞金职校 中专毕业 大柏地乡 预备

27 9390谭远辉 男 360781199903105815 高中 赣州育才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瑞林镇 预备

28 7693宋金城 男 360781199809017018 高中 瑞金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瑞林镇 预备

29 9022袁澳鑫 男 360781199912206618 高中 瑞金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万田乡 预备

30 8714 洪伟 男 360781199812124236 高中 赣州市瑞金电子技术学校 中专毕业 云石山乡 预备

31 8563 刘涛 男 360781199808024216 高中 赣州市瑞金电子技术学校 中专毕业 云石山乡 预备

32 8969温锦峰 男 360781199905104234 大学 湖北武汉理工大学 大学新生 云石山乡 预备

33 8486梁卓淋 男 360781199912124276 高中 瑞金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云石山乡 预备

34 8366邹俊林 男 360781199811224710 高中 瑞金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中专毕业 武阳镇 预备

35 8916 刘强 男 360781199910135131 高中 瑞金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谢坊镇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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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19 周伟 男 360781199807144734 高中 瑞金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专毕业 泽覃乡 电子对抗 2旅

望广大群众对征兵工作予以监督袁 在征兵过程中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可拨打监督
电话反映情况袁市征兵办监督电话院0797-8354769袁手机院18079730789228 18 杨希敏 男 360781199712163617 大学 江西应用学院 在校生 九堡镇 电子对抗 2旅

绎钟平山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
遗失袁 证号院362102197609054214袁
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2102197609054214 号 渊钟平山冤
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依据瑞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总体规
划袁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袁拟依法征收瑞金市象湖镇瑞
明村尧 沙洲坝镇沙洲坝村境内非农建设用地用于瑞金市
城市建设渊中小学教育园区项目冤遥 在项目建设用地范围
内的坟墓必须实施搬迁遥 根据 叶江西省征用土地管理办
法曳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有关规定袁现就迁坟有关事项通
告如下院

一尧迁坟范围院瑞金市象湖镇瑞明村罗布塘小组尧新
屋子小组袁沙洲坝镇沙洲坝村茅屋家小组范围内遥东至山
地尧村道袁南至中小学教育园区已建成区袁西至山地袁北至
山地规划红线范围内遥

二尧迁坟时限院请上述区域范围内的相关坟主在 2017

年 10月 5日前自行将坟墓迁移完毕曰逾期不迁的袁一律
作无主坟处理遥

三尧迁坟补偿标准及相关要求院按照叶瑞金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瑞金市集体土地征收管理办法的通
知曳渊瑞府办发[2016]129号冤文件第十条规定执行遥

四尧自公告之日起禁止在上述区域范围内葬坟袁违者
自行清理并负责相关费用遥

登记地址院瑞金市象湖镇政府院内尧瑞金市沙洲坝镇
政府院内

登记联系人院
梁慧明 13767796876渊象湖镇人民政府冤
杨艳生 13803574668渊象湖镇瑞明村委会冤
梁晓云 13763932078渊沙洲坝镇人民政府冤
杨建平 13707073256渊沙洲坝镇沙洲坝村委会冤

特此公告

迁 坟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