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处 
 

苏州科技大学 2018 年成人高校招生 

面向艰苦行业和校企合作改革项目拟录取考生名单公示 

 

根据《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 2018 年成人高校招生面向艰苦行业和校

企合作改革项目试点工作的通知》（苏教考成〔2018〕7 号）文件精神，经

推荐单位和我校的资格审核，并通过严格的考核程序，现将我校 2018 年成

人高校招生面向艰苦行业和校企合作改革项目拟录取考生名单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18 年 10 月 30 日—2018 年 11 月 4 日。如对公示对象有

异议，请于公示期间与我校继续教育处教学管理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68417839。 

 

 

 

 

                                   苏州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处 

                                      2018 年 10 月 30 日 

 

附件： 

1．苏州科技大学 2018 年成人高校招生艰苦行业拟录取考生名单 

2. 苏州科技大学 2018 年成人高校招生校企合作拟录取考生名单 



附件 1 

 

苏州科技大学 2018 年成人高校招生艰苦行业推荐拟录取考生名单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代号 
拟录取专业 推荐单位 

1832030101300767 赵洋 男 801 土木工程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2030101300586 苏琦 男 801 土木工程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2030101300761 陈凯 男 801 土木工程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2030101300163 王筱雯 女 801 土木工程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2030101303346 杜长清 男 801 土木工程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2030101300383 王晴 女 801 土木工程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2030101300144 樊昂 男 801 土木工程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2030101300188 杜文娟 女 801 土木工程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2030101301184 宋伟 男 801 土木工程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2030101301125 蔡阳光 男 801 土木工程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2030101304372 杜康 男 801 土木工程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2020201300143 高浩 男 801 土木工程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2030101300063 周海亮 男 801 土木工程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2030101300950 崔丽 女 801 土木工程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2401300028 时灿 男 801 土木工程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2030101300202 姚端亚 男 801 土木工程 江苏帝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349 陈路 女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1209 曹坚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106 常晟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066 颜圆圆 女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067 刘建阳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151 宋艳 女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261 金步秋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148 韩陈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238 何明芬 女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097 顾梦瑶 女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58501300320 廖勇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301300007 王甲武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211 史俊明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098 杨荣 女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256 杨华 女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11201300066 严浩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30101300417 王振义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122 刘欢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287 张厚权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150 李进 女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188 蔡昊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013 朱从祥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235 韩传杰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242 丁伟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68201300011 李炎炎 女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68201300012 单沈伟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68201300003 沈阳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68201300018 高小平 女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30101300245 张铖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68201300035 沈新新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267 王勇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418 范翔翔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301300067 张鹏远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027 侯仕发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042 高健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050 黄慧 女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034 李婷婷 女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2401300003 卜雪 女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2401300060 尹庭章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123 胡铎严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80101300259 吴庆友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285 王雷 男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177 张海如 女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01300178 曹树蕾 女 801 土木工程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100101300388 胡明 男 801 土木工程 仪征市皓月建设有限公司 

1832100101300109 钱翔 男 801 土木工程 仪征市皓月建设有限公司 

1832100101300194 张俊 男 801 土木工程 仪征市皓月建设有限公司 

1832100101300253 朱红将 男 801 土木工程 仪征市皓月建设有限公司 

1832100101300106 韩潇 男 801 土木工程 仪征市皓月建设有限公司 

1832100101300362 冯翔宇 男 801 土木工程 仪征市皓月建设有限公司 

1832100101300114 蒋磊 男 801 土木工程 仪征市皓月建设有限公司 

1832100101300133 张敏 男 801 土木工程 仪征市皓月建设有限公司 

1832100101300082 章一 男 801 土木工程 仪征市皓月建设有限公司 

1832100101300368 朱康 男 801 土木工程 仪征市皓月建设有限公司 

1832100101300369 韦叶飞 男 801 土木工程 仪征市皓月建设有限公司 

1832100101300370 李欣 男 801 土木工程 仪征市皓月建设有限公司 

 

 



附件 2 

 

苏州科技大学 2018 年成人高校招生校企合作拟录取考生名单 

 

考生号 姓名 
性

别 

专业

代号 
专业名称 推荐单位 

1832030151400256 李国庆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254 顾梦龙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255 李大鹏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432 翟羽琛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099 刘巧莲 女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11251400039 卢信慧 女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003 戚婷 女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457 刘舜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20251400014 吴凡 女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046 张亚茹 女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62 张智铎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221 陈健超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229 韩丹 女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20251400211 吴雪 女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091 孙文静 女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018 耿萌萌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167 郭平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2268 丛林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288 李明亮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399 唐帅虎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179 王勇胜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144 高凯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295 高健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145 王涛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303 宋浩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194 程钱 女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230 吕坤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157 佟存存 女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108 郭静 女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340 王璇 女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233 庄威武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477 王颖超 女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751400039 涂伟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70351400119 吴茂山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453 沈威 男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40151402043 胡敏华 女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30151400044 沈苏婉 女 906 工商管理 徐州网商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32070151300170 吴亚琼 女 9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300711 杨卫兴 男 9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300074 卞瑞 男 9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351300209 刘建辉 男 9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300084 董淑源 男 9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300031 王辉 男 9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2251300025 宫海宾 男 9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300355 王利豹 男 9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300015 魏东 男 9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2151300031 刘世界 男 9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300231 高飞 男 9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2151300045 庄勇 男 9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030 翟怀玲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004 刘璐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113 柏冰岩 男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212 吴希文 男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063 申蕾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062 蔡爱萍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053 刘紫涵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351400068 孙萍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201 钱园园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101 杨健 男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103 杨宁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102 阮得成 男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390 陈聪 男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226 钱厚丽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00 秦琴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68251400001 陈亚锋 男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181 吴刚 男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1558 陈云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2451400004 王翠连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80151400211 陈玉红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80151400370 靳娅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2451400009 冯秀秀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2451400001 张晓波 男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2451400041 李正兰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006 陈敏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连云港市建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161 秦志维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162 曹北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456 欧芸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359 朱锦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108 胡宝宝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347 王芬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082 杨迪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164 徐玉弟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073 张鹏举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269 温井东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249 龚辉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1023 杨军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396 李本岩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1648 王艺清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385 马伟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008 孙文彬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046 王强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410 王艳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158 薛柏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029 戴乐保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383 田付祝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236 孙馨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025 董奕轩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014 骆丹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369 徐呈祥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340 张勇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329 孙钦磊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222 左苗苗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106 龚喆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1086 李海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197 王莹莹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80151400396 刘庆茹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80151400227 朱从旺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80151400331 邱文忠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80151400320 韩浩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80151400404 李照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80151400294 张跃慧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80151400130 袁翀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80151400131 刘中秋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80151400208 李贤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80151400383 张衡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351 高如雪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169 张贤梅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齐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832058451600009 沈路安 男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47 费朋琳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45 陈燕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46 张儒时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72 唐子薇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71 周舒婷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122 申家林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178 盛丹凤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54 倪文叶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51 王圆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42 王莹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73 戴彬莹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34 张嘉敏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39 江春芳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38 姜晔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35 凌裕 男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40 宋珂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41 吴娟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36 吴晓平 男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48 张樟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75 朱雪佼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66 沈悦斐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57 黄冰洁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59 俞亚静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58 章烨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56 刘佳倩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89 韩红英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64 李芳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82 马瑞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87 潘丽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92 吴丽婷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86 姚茂丹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88 殷庆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85 章玲芬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90 方密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74 董兰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99 邱晨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84 俞嬉嬉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13 顾婷婷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14 杨心如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61 朱芳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19 朱文婷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20 范晓丽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44 顾雪峰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17 沈美丽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29 孙晓芳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28 王红献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30 王喜燕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18 吴慧艳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43 严利芳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55 杨丽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52 周燕红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97 徐哲妤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98 张瑜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69 浦旭萍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68 袁奕琳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70 朱忆帆 男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60 胡丽英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07 张海英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25 陆瑶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94 李星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80 曹雅青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79 计晨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95 鲁依莎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65 钮一希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67 邵长芳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91 沈洁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32 顾瑆瑜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33 卢玲瑜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76 陆胜佳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26 沈小芳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27 陈颖竹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053 施建莉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100 沈茜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8451600230 陈步凡 女 908 学前教育 吴江区教师发展中心 

1832050151600037 张宁宁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68 高洁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45 朱一田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16 丁娟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17 王雪莉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19 沈月新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23 成静琪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22 张紫凌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38 黄新英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40 周晶晶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41 邱梦柯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42 马婵婵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02 谭依玲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10 马婕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39 陈从兰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48 刘磊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50 李凤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51 魏蒙蒙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59 潘如霞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46 穆琳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49 黄英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57 刘凯宏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61 吴晗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88 袁少娟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642 马敏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55 熊孝云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74 曹妮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69 胡家敏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44 金玲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58 黄玉英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47 王娟娟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85 邱雪婷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600018 张臻英 女 908 学前教育 康佳幼教集团 

1832050151400686 彭鹏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724 嵇大海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234 
皇甫幼

尊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116 萧为玲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300 顾君秋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723 李亚运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731 刘婧婧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722 王满桃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720 朱丽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203 章可馨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333 单菊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334 周瑾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335 鄢德俊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282 朱滇盼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281 丁萍妹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659 王春霞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657 吴海东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639 刘卫杰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344 黄淑洁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397 王珍珍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078 王亚男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638 罗阳莹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670 刘保恩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343 张雅君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198 朱敏敏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508 王冬娣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342 金明艳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573 黄芳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382 杨盈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2372 梅梦荻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095 彭婷婷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656 刘潇潇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220 杨梦萤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501 张青秀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557 李婷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642 陈爱娟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559 程凤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563 邓素红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097 丁玲玲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684 刘聪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655 徐慧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093 尹朵珍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532 马奕庄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059 陈维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054 白杨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191 诸国强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081 韩静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774 刘丽平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564 沈霞萍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566 金莉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421 陈一飞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751400139 朱熙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623 应红飞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148 史依君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369 杨天成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287 李银霞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8451400191 韩颖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628 赵迷迷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627 何申雷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075 孟亮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762 程亮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761 陈志国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602 孟晨逸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439 顾克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312 王金龙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092 蔡振华 男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8451400081 朱萍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751400041 郑惠玲 女 904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市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1832050151400306 徐敏娟 女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232 李康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117 陶凤鸣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433 金晨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489 牛健亮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494 刘伟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499 吴雪英 女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043 钱莉燕 女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413 杨沁赟 女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751400116 王巍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751400115 张南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019 王健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257 钟晓平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47 沈军华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48 王赟 女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188 陆晓峰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209 张振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244 姜诗云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347 顾轶莹 女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355 叶进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160 陆莉莉 女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052 陈晨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429 刘俊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692 马晓斌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82 孙杰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422 钱锦锋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420 钱学锋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064 袁振华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063 潘志杰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208 柴成宏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211 宦庭燕 女 902 工商管理 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13 沈益群 女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11 陆琴仙 女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18 顾孝贤 女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91 谭周能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95 张震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97 丁余忠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90 李玉兰 女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618 黄毅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619 刘学新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696 朱科星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14 张长树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697 王锦波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02 裴友俊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00 徐永伯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04 耿其勇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17 胥加松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43 郭学浩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624 肖大伟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622 邵海兰 女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621 徐鹏飞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675 汪欣悦 女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19 李春荣 女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创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099 徐玉娟 女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4839 肖金凤 女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79 彭堰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269 陈秋香 女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82 薛一旻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207 冯炜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202 王丹萍 女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02 赵海舰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693 朱涛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683 丁庆锋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689 蒋新霞 女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69 王涛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390 张美根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13 郭美娟 女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751400162 朱奇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062 钱卉 女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305 戴俊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196 何新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193 查钦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100 王康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194 李成阳 男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64 顾玉 女 902 工商管理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60 仝栗朋 男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649 樊方云 女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215 刘静 女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56 唐磊 男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238 杨淑娟 女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694 侯小芹 女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145 王康云 男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436 王辉 男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322 孙敏 女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187 朱健仪 男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53 徐苗 女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676 顾燕 女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088 代礼国 男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153 李雯丽 女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8651400061 邓尚志 男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038 王金 男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321 赵建文 女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8651400002 曾现伟 女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8651400046 孟琦 女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1182 赵文静 女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4309 张玲娜 女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54 余庆玲 女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03 韩婕 女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680 李倩倩 女 902 工商管理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031 苏泽阳 男 903 市场营销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201 阳泉海 女 903 市场营销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23 朱磊 男 903 市场营销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8651400044 陈佳培 女 903 市场营销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8651400037 范红艳 女 903 市场营销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57 叶风阳 男 903 市场营销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8451400003 翟高翔 男 903 市场营销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8651400175 季茜茜 女 903 市场营销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46 解荣荣 女 903 市场营销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77 唐彦超 男 903 市场营销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40 尹边磊 男 903 市场营销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55 谢蕊蔚 女 903 市场营销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8651400060 李悦 女 903 市场营销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8651400003 俞闽 男 903 市场营销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8651400034 高妮 女 903 市场营销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516 胡研 男 903 市场营销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376 江丽君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387 朱海霞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751400012 张彬 男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695 范晨蕾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303 曹丽萍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606 李安青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314 周远平 男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701 钱雅君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706 金东奇 男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8251400657 黄陈 男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177 张永良 男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035 张琪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70151401069 魏宗娜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131 黄静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8251400801 徐雷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007 计金芸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024 张彩娥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751400407 李艳莉 女 907 人力资源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770 王超 男 905 工程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781 张勇明 男 905 工程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336 金翔 男 905 工程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136 陈采利 女 905 工程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8451400041 朱敏燕 女 905 工程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8451400148 徐渊 男 905 工程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029 毛海荣 男 905 工程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792 唐国祥 男 905 工程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175 杨廷波 男 905 工程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353 潘志伟 男 905 工程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414 浦天悦 女 905 工程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219 曹坤 男 905 工程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415 朱永江 男 905 工程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022 吕勇 男 905 工程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583 陈绪龙 男 905 工程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037 赵明珠 女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018 陈小燕 女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751400021 田晓萍 女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026 茅建新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375 陈子杰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077 朱建东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2337 陆怡炜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3086 金奕 女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8251400658 刘大满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664 郁倩文 女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440 仲几平 女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247 严浩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186 张英姿 女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70151401143 毛波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246 刘洋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126 杨章阳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296 时琦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765 刘国平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691 杨春梅 女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304 周峻民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354 仲崇智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147 沈建毅 男 906 工商管理 苏州工业园区绿色智能供应链协会 

1832050151400776 华文燕 女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068 沙剑兰 女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374 朱小芳 女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122 赵明锋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62151400009 吉顺成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26 顾兆政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60151400124 许颖 女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271 张帅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050 王丽 女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035 赵可可 女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59 杨帆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758 孟强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451400187 姚文君 女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130251400020 沈子龙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329 颜静娅 女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289 闫许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261 权小涵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270 包训状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210 张兵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126 吴静 女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130251400021 王冉 女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342 孙宏娟 女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288 霍洲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165 赵耀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372 周克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294 储亮亮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337 徐培玉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348 黄银莲 女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276 梅明凤 女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60151400018 吴柳 女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167 陈华静 女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022 王飞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451400125 李刚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302 孙常斌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58351400301 马军号 男 906 工商管理 昆山飞荣达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0222 黄洁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0179 张力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399 杜如荣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48251400001 陈银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0953 濮仕娜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70151400227 曹敏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0468 马丹丹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108451400044 杜鑫耀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2451400013 陈薇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362 曹鹏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50151400184 顾星宏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529 刘晨皓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126 周岚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0892 王飞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081 夏林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1251400526 伏广芳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2351400056 李伟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0894 李新林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2351400043 刘宗璧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001 夏娴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326 杨洋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721 朱莹莹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513 张华洁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779 杨宁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809 崔子越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0549 彭从坤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0545 罗越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2351400055 戴俊文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002 吴必宏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0744 孙凡迪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239 朱魁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40151400264 周翔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0572 孙亦秋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0571 沈晶晶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0868 张静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58451400088 唐厚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0313 印淼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0691 曹艳冉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593 宋浩 男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1251400160 李敏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905 杨光英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010651401145 陆燕燕 女 906 工商管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32100151400232 黄君秋 女 906 工商管理 扬州市姜堰商会 

1832100151400106 李宏全 男 906 工商管理 扬州市姜堰商会 

1832100151400285 李冰 男 906 工商管理 扬州市姜堰商会 

1832100151400033 倪中俊 男 906 工商管理 扬州市姜堰商会 

1832100151400141 王小伟 男 906 工商管理 扬州市姜堰商会 

1832100151400127 杨勇 男 906 工商管理 扬州市姜堰商会 

1832100151400442 叶俊健 男 906 工商管理 扬州市姜堰商会 

1832100151400150 赵梦岑 女 906 工商管理 扬州市姜堰商会 



1832100151400205 吴海霞 女 906 工商管理 扬州市姜堰商会 

1832100151400258 李孝刚 男 906 工商管理 扬州市姜堰商会 

1832100151400611 严驰 男 906 工商管理 扬州市姜堰商会 

1832100151400107 周斌 男 906 工商管理 扬州市姜堰商会 

1832100151400264 邵美玲 女 906 工商管理 扬州市姜堰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