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姓名 证件号码 考试名称

胡东岚 340203********0011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吴超 340521********0036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单旋 362502********1212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朱伟岸 320323********425X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张松兰 340402********0625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曾成 340321********1152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李姗 340204********3227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汪东 340221********4139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郭子林 340826********2653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申立新 320102********2850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姚成龙 342501********1311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程敏 340203********1212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周天龙 341227********3715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陈军 413025********2752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罗茜 342623********8987 出版专业

冯建孟 130526********635X 一级建造师

高飞 152827********0917 一级建造师

胡川 340102********0015 一级建造师

王大伟 340111********3019 一级建造师

唐晋晋 340202********0456 一级建造师

吴琼 340202********2823 一级建造师

姚晴晴 340203********1218 一级建造师

黄翔 340204********0016 一级建造师

陶惠平 340204********1526 一级建造师

潘国平 340207********1971 一级建造师

彭伟 340211********0018 一级建造师

高萍 340221********0441 一级建造师

江庆洋 340221********3873 一级建造师

汪洋 340221********3373 一级建造师

梁亚运 340221********0010 一级建造师

钱茂林 340221********6535 一级建造师

刘德斌 340222********2916 一级建造师



诸志正 340223********3215 一级建造师

包佳武 340223********4415 一级建造师

汪超 340223********8413 一级建造师

伍锋 340223********4633 一级建造师

杨磊 340321********8919 一级建造师

陈腾飞 340621********7234 一级建造师

王国平 340822********1139 一级建造师

檀石文 340827********0018 一级建造师

童飞 341125********8878 一级建造师

高柯 341222********3638 一级建造师

陆国庆 341227********9535 一级建造师

刘斌 342201********4117 一级建造师

齐侃 342222********2834 一级建造师

李根 342425********6538 一级建造师

徐素凤 342502********3821 一级建造师

管华 342601********7413 一级建造师

陈宝平 342623********895X 一级建造师

孙林娟 342623********7921 一级建造师

陆磊 342623********1652 一级建造师

宋亮亮 342625********3237 一级建造师

檀林明 342921********4413 一级建造师

李振 371522********7418 一级建造师

赵进城 412728********4513 一级建造师

赵红向 530323********1354 一级建造师

章征新 340102********2038 一级造价工程师

田昊 340204********0013 一级造价工程师

晋英平 340207********0010 一级造价工程师

胡昌飞 340221********2851 一级造价工程师

陈章烈 340222********1311 一级造价工程师

许长寿 340223********3534 一级造价工程师

王燕 340702********7525 一级造价工程师

崔涛 342225********1510 一级造价工程师

汤尧 342623********793X 一级造价工程师



杨登科 342901********2219 一级造价工程师

丁志军 340202********1418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颜小亮 340221********497X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曹江林 340827********6394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左青 342601********0231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张坤鹏 410481********2014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钱俊杰 330523********3215 执业药师

许秋生 340202********2822 执业药师

周海霞 340202********202X 执业药师

王奇瑞 340203********0519 执业药师

陈桂新 340204********2028 执业药师

陈南南 340207********0648 执业药师

陈琴 340221********0448 执业药师

罗三妹 340221********6520 执业药师

夏仕珍 340222********1626 执业药师

盛明荣 340222********4720 执业药师

鲁珊珊 340222********1021 执业药师

张丹 340222********6648 执业药师

王祖群 340223********0539 执业药师

吴克云 340223********8143 执业药师

葛丽 340602********284X 执业药师

吴小燕 340822********1125 执业药师

朱婷 340827********0049 执业药师

李燕侠 341221********2602 执业药师

赵倩 341227********5689 执业药师

张娅娅 342221********0069 执业药师

秦颖 342425********0029 执业药师

陆友平 342622********7723 执业药师

徐曙霞 342623********0020 执业药师

郭玲 342623********0168 执业药师

潘娟娟 342623********8125 执业药师

刘丽娟 342623********0627 执业药师

刘俊 342626********0827 执业药师



张绿 412724********7503 执业药师

陈娟 500235********7022 执业药师

王芳 610523********6567 执业药师

王文魁 130423********0731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周梅芳 340111********3026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许航 340203********0019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李静 340207********0632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董召考 340222********051X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徐贺 340311********0851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傅世文 340824********2051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徐腾飞 341222********8730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代飞亚 342201********5418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曹光辉 342622********5159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李永彬 370283********8715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饶友峰 421281********3930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陆文 610431********0359 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吴赵军 340207********0616 注册测绘师

刘明 340202********2524 注册城乡规划师

姚景艳 340828********0122 注册城乡规划师

宛双双 342622********5149 注册城乡规划师

解帮 340122********6178 经济专业

周义丝 340202********1024 经济专业

鲁骏 340202********1012 经济专业

侯伟军 340203********152X 经济专业

曹云 340204********0748 经济专业

韩程程 340204********2026 经济专业

杨祥 340204********151X 经济专业

晋凌云 340207********0622 经济专业

翟小燕 340221********4367 经济专业

俞圣安 340221********0038 经济专业

沈奇鹏 340221********0052 经济专业

柏芳芳 340222********0025 经济专业

李慧超 340222********2621 经济专业



强雪芽 340223********3223 经济专业

潘志勇 340223********0058 经济专业

程威 340321********1493 经济专业

王珊 340521********1845 经济专业

胡环 340822********4827 经济专业

朱寒琪 341024********8725 经济专业

姜皓 341227********0017 经济专业

丁大为 342401********1515 经济专业

刘欢 342501********0282 经济专业

汪超 342601********2710 经济专业

苏刚 342623********6314 经济专业

周青 342623********2733 经济专业

黄斌 342623********7913 经济专业

李仙丽 350881********0367 经济专业

任婧婧 340111********4527 翻译专业

谢志浩 340322********4211 翻译专业

乔萍萍 341225********7946 翻译专业

储庆庆 342601********2746 翻译专业

马澜晋 510703********4222 翻译专业

汪滢 340826********4847 翻译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