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ID 报考职位 姓名

000053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邹攀

000194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皮宜炯

000196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熊奕

000236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胡熊

000251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胡章毅

000325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刘佳龙

000351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阳增

000357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刘少荣

000362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尹奇

000373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冯阳

000387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李冰洁

000401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王江南

000402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刘云飞

000433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王誉卫

000437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李振威

000456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刘江啸

000465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唐波

000489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唐立

000493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陈明

000496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刘玉清

000497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丁婧颖

000498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党伟

000541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李江

000546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胡喆

000554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杨岗

000561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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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31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薛文清

00000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周鸿滨

00000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彭富荔

00001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唐子高

00001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宣羽

00003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骆谊

00006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胡小龙

00006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黄浩

00006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彭和佳

00009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飞

00009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曲平

00010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杨宇航

00012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心怡

00012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庄辛

00013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方曦

00014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代明

00014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龚政

00014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李学成

000150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柳景皓

00015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皮明宇

00016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湛潮龙

00016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郭焱航

00017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唐雲佛

00017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张瑞淞

00020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周昊

00022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孙远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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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2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杨超

00024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聪杰

00026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陶鑫

00026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李树林

00027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傅乾

00027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潘俊宇

00027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彭振涛

00028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邓两任

00028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孙毅兵

00029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邵博智

00029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缪永红

000320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彭国祥

00032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龙云鹏

00034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熊治兵

00034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杨威

00035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谢云霄

00035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李增政

00036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乐

00037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杨子宽

00037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李斌

00040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凌峰

00041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王哲

00041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段尚兵

00042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永龙

00042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郭森

00045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满峻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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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8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姚佳

00049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杨辉

00050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彭越

000520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雷英嵩

000530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坤

00053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易彬

00054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文豪

00055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李晓晨

00056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李明丽

00057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浩

00058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廖升利

00058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伍逸

00059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董伟松

00059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潘俊贤

00060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宋鹏博

00063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赵潇扬

00063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洪弛

00000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蒋心欣

00001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林宇晗

000018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杜汉君

00002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刘文凯

000027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刘钦铧

00003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杨宇轩

00003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丁晖

00004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谢日升

000043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李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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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5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胡喜威

00008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黄智文

00009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周佳颖

00010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黄新科

000127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蒋璐

00015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王亚飞

00016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周磊

000237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彭杰

00023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艾文慧

00024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黄万

00026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刘家辉

00027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蒋修涛

00030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刘琛

00030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向浩宇

00039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陈英杰

000413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付宇轩

000417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李淼灿

00042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张培

00048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文琪

000483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文鸣

00055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高京

00056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奉戴平

00058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赵林龙

00061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王艺皓

000004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李嘉豪

000023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李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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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0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孙建

000086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李卓凡

000094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吴晓钰

000112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陈双琛

000118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万佳鑫

000125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帅紫函

000131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何远杰

000135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姚顺雨

000139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杨吉源

000158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许耀辉

000183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黄汇

000191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周世杰

000200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隆劭

000224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胡海东

000227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张颂武

000260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左宇双

000287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李坚

000294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周鑫

000334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黄靖清

000406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陈浩月

000432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唐胜烨

000455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余琦

000526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付源颖

000579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肖鹏

000616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刘文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