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ID 报考职位 姓名

000017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郭鉴

000025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肖丹蓓

000033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蒋京池

000049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刘懂飞

000053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邹攀

000075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向寞鹏

000111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阴晓晴

000114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杨超才

000130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夏绪宏

000142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张盟

000163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李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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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03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张姣

000204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柳斌斌

000208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刘丹

000211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杜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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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54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张松杰

000261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李硕

000274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田玉磊

000281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陈美玉

000285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汪星宜

000297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杨颜铭

000310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姚丽君

000316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谭琪军

000324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罗金威



个人ID 报考职位 姓名

000325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刘佳龙

000331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喻国杰

000339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王荣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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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59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王豪

000360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杨成

000362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尹奇

000370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杨晨

000373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冯阳

000376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吴云丹

000387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李冰洁

000395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赵嘉诚

000398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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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11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朱宏宇

000418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谢振飞

000428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王澳琼

000430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鄢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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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39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田家伟

000442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王俊

000443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方蓓蓓

000449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朱阿龙

000456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刘江啸

000463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胡思思



个人ID 报考职位 姓名

000465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唐波

000470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赵柏林

000474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黎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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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03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胡博文

000508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胡婧棪

000514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田正权

000517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晏伟杰

000541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李江

000544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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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62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尹文

000565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吕文可

000577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廖谦谦

000588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谭大新

000596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王子宸

000597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刘皓

000609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廖俊

000617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唐小波

000621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夏涛

000629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付主权

000631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薛文清



个人ID 报考职位 姓名

000642 专业技术人员（工艺技术与产品研发） 刘星

00000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周鸿滨

00000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邓焱仪

00000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彭富荔

00000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武剑桥

00001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雷嘉濠

00001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赛

00001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唐子高

00001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吴海琦

00001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宣羽

00002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世华

00003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沅佳

00003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骆谊

00003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唐寒镝

00004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吕腾飞

00004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牛方宁

00004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梁闻博

00004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仲赛培

00005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周缔

00006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郑栋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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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赵志达

00007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梅雅昵

00007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宗乐文

00007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高良

00008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义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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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杨礼鹏

00008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万里

000090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杨罡

00009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钟兴杰

00009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飞

00009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曹策

00009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曲平

00010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孟浩

00010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杨宇航

000110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容

00012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程杰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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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3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仝静

00014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骆波

00014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代明

00014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晖君

00014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李泽辰

00014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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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6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尹祁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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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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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7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张瑞淞

00017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丘建冬

00017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严超

00018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蒋伟文

00018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王文华

00018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龙天笑

00019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汤超正

00019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黎航

00019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黄家孟

00020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朱奇

00020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周昊

000210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欧阳欢

00021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于馨博

00022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孙远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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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5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昌孟

00025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运凯

00026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王仪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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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7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赵康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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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7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任康

000280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海

00028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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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8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邓两任

00028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胡丁笠

00028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蔡维斌

00028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孙毅兵

000290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李瑞阳

00029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梦军

00029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邵博智

00029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黄金印

00029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缪永红

00030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徐嘉伟

00031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彭宇轩

00031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肖俊

00031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周成

000320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彭国祥

00032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姜龙

00032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龙云鹏

00032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吴清林

00032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坤

000330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风鸣

00033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张世杰

00033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泽森

00033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钟奕威

00033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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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4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吕鑫

00034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龙柄锟

00035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谢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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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5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李增政

00036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奉培新

00036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张林博

00036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乐

00036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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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380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张建立

00038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杨仁杰

00038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叶翔

00038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伟智

00039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周蟠

00039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崔高辉

00040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孙游波

00040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凌峰

00041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余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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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2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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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3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同士

00043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罗何粤军

00043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聂超凡

000440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资青

00044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黎宏锦

00045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李钰

00045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满峻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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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6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史玉农

00046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朱凌龙

00046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杨元甲

00047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周崇磊

00048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姚佳

00048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程帆业

00048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孙斌凯

00048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王变勤

00048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豪

000490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周子杰

00049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张卓宇

00049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杨辉

00049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彭程

000501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马学升

00050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彭越

00050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姚俊泽

00050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胡乔智

00051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曾浪

00051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俊志

00051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郝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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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3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殷雨昂

00053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利民

00053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张嘉皓

00054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王洋洋

00054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薛旺东



个人ID 报考职位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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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5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钟荣信

00055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胡璟云

000563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兰硕

00056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李明丽

00056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谦

00057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罗振

00057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谭钰凡

00057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浩

00057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唐晓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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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8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周楠

000587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唐天佑

00058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何小宝

00059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何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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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05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苏丽昂

00060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宋鹏博

000608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张玉太

00061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文上榕

00062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家麟

000630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潘超

00063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赵潇扬

000634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陈沐千

000636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刘洪弛



个人ID 报考职位 姓名

000640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薛俊

000649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李鹏振

000652 专业技术人员（智能制造） 罗志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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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邓志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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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李斌

000027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刘钦铧

00002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熊质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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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宁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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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5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乔思博

00005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彭立森

00005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胡喜威

000058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刘万诚

00006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孙江

00006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文靖

00006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熊志强

00006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胡子涵

00007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杨文山

00007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吕士洲

00008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黄智文

00008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王金阳



个人ID 报考职位 姓名

000087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韩志斌

00009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周佳颖

00010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彭凯

00010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黄新科

000113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马文柏

00011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陈鑫鹏

000117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王宇楼

00012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严志成

00012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郑捷文

000127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蒋璐

000133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李冰婵

000137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段凌楚

000138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李锦钰

00014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梁小虎

00014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阳志

00015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黄源盛

00015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王亚飞

00015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王甜荣

00015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文勇喃

00015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周凌子

00016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周磊

000168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何京隆

00017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李幸昌

00018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史习毅

00018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康邵阳

00019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王相钦

00021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张亚飞

00022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龙俊江



个人ID 报考职位 姓名

00022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董莎莎

000228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张燕鹏

00023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董思远

000233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黄天成

00023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许航

000237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彭杰

000238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张钦

00023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艾文慧

00024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马盛豪

00024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黄万

00024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黄靖芸

00024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尹悦

00025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刘伟

00025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柴梦开

00026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刘家辉

00026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李沐泽

00026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李旭辰

00027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金科

00027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金福洋

00027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蒋修涛

000277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孟星竹

00028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李金鑫

00029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彭佳文

000303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胡文涛

00030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刘琛

00030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赵佩

00030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向浩宇

000307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尹兴乐



个人ID 报考职位 姓名

00031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候盼望

00031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冯诺昂

00031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谭蔚然

000323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唐乔子

000328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张意

00033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张安

00034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熊阳阳

00034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尹浩伟

00034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吴云

00034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袁铭键

000353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徐粤东

00035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朱威宇

000358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吴憶深

000363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谢可可

00036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惠丰

00037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李芸清

00037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方元晖

00037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米彦霖

00038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牛佳铭

000388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李静祥

00039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柯思宇

00039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王鹏

00039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陈英杰

000407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袁佳乐

00041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梁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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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1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陈滔



个人ID 报考职位 姓名

00042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吴江

00042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张培

00043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韩颖菲

00043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罗双骏

00044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刘旭桐

00044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曹志宇

000448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唐锏

00045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翟方雨

00045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王泽豪

00045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黄智慧

000467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杜世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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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9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周幸

00051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陈自立

00051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沈诗耀

00052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石静

00052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李雨柏

00052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左世锋

000528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伍晓慧

00052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刘峰

00053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唐逸婷

000548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黄聪

00055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曾文轩

00055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高京

000553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李欣蓉

000557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雷耀峥

00056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奉戴平



个人ID 报考职位 姓名

00057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廖福平

00057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刘勇军

00058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郭嘉梁

00058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赵林龙

00058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彭艳晶

00059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黄钊锴

000599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蒋星云

00060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单林振

000602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陈志鹏

000604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鲁丹

00061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王艺皓

000613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梁永前

000618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游江南

00062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杜畅

000626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刘雯钰

000628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莫凡

00063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白若绮

000641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张兵

000648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邝毅锋

000650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技术） 张展展

000004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李嘉豪

000009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权宇

000011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李淦

000023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李振国

000031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黄晓兰

000036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周浩

000054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陈幸如

000055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郭湘杰



个人ID 报考职位 姓名

000057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罗明明

000059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尹欣

000080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孙建

000086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李卓凡

000088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余时炜

000094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吴晓钰

000104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贾翔宇

000107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陈培根

000108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何前军

000112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陈双琛

000118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万佳鑫

000119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冯书宝

000123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吴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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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60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胡忠国

000161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黎静

000162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石园园

000171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黄虎

000172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易林哲

000175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郭晓娴

000178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孙旺旺

000180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罗世清

000183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黄汇

000187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秦龙浩



个人ID 报考职位 姓名

000190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黄志伟

000191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周世杰

000195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周岳东

000200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隆劭

000201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刘健

000214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肖雅婧

000216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郭陈

000218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刘韬

000220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陈思睿

000224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胡海东

000227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张颂武

000230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桂志宏

000232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杨传玺

000235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何振

000243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徐栋

000244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肖琳

000247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贺海波

000249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曹翩翩

000253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李俊谷

000255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徐谢

000258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王帅星

000260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左宇双

000262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窦茂尧

000287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李坚

000291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杨雄

000294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周鑫

000301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谭颖峰

000302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马浩鹏



个人ID 报考职位 姓名

000329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徐志明

000334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黄靖清

000345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黎东

000361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吴昌雄

000368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周赞

000378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周鑫

000390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张艺强

000393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刘烊

000397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口海锋

000406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陈浩月

000409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马福

000425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陈敏

000432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唐胜烨

000446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郭晋祥

000455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余琦

000459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王杰

000475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夏永浩

000476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胡武涛

000478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王传辉

000485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刘宏璋

000492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谭冲林

000526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付源颖

000537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王希贤

000551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何一如

000567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李欢欢

000573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白艾辉

000579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肖鹏

000582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汤梓龙



个人ID 报考职位 姓名

000590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杨波

000594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欧阳建

000598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李奇轩

000601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谢志君

000607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杨长炳

000611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王段珂

000616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刘文婕

000624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蒋溯

000625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唐伟

000627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夏玲

000633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黄柏生

000637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周建奇

000638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高精泽

000646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杨爽

000647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郑浩轩

000651 生产车间技术工人 蒋晓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