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第一批社会招聘拟录人员公示名单

序号 拟录部门 拟录职位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历 备注

1 调度部 行车调度 钟阳 男 43022119*******937 本科

2 调度部 行车调度 严中学 男 43112919*******050 本科

3 调度部 行车调度 丁奎 男 43022119*******818 本科

4 财务部 费用会计 黄婷 女 43010319*******528 本科

5 财务部 费用会计 周毅 男 43042619*******097 本科

6 票务部 软件工程师 黎帅师 男 43062419*******055 本科

7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王浩东 男 43250119*******015 大专

8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李进 男 43062119*******010 大专

9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刘旺 男 43038119*******315 本科

10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吴浩 男 43072419*******012 大专

11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杨雄 男 36031119*******531 本科

12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李政 男 43020319*******217 大专

13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孟硕 男 43072119*******717 大专

14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焦阳 男 61012119*******01X 大专

15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尹世豪 男 43032119*******515 本科

16 物资部 仓库管理员 杨建春 女 43052519*******428 大专

17 综合机电部 变电检修工 牛凯 男 41282819*******371 本科

18 综合机电部 变电检修工 任卓 男 43062319*******711 本科

19 综合机电部 变电检修工 谌书龙 男 43092219*******81X 大专

20 综合机电部 变电检修工 唐可可 男 43042219*******034 大专

21 综合机电部 变电检修工 文奏凯 男 43092219*******612 大专

22 综合机电部 变电检修工 李佳酿 男 43250219*******413 本科

23 综合机电部 变电检修工 彭亮 男 43062319*******436 大专

24 综合机电部 变电检修工 冯添乐 男 43032119*******755 大专

25 综合机电部 变电检修工 王闹 男 43011119*******634 本科

26 综合机电部 变电检修工 李熙 男 43012219*******716 大专



27 综合机电部 变电检修工 肖毅 男 43250119*******054 大专

28 综合机电部 变电检修工 罗锋 男 43032119*******419 本科

29 综合机电部 变电检修工 张友洲 男 43072119*******073 本科

30 综合机电部 变电检修工 张京 男 43092219*******513 大专

31 综合机电部 接触网检修工 陈泓睿 男 43040519*******53X 大专

32 综合机电部 接触网检修工 刘喆 男 23012819*******039 本科

33 综合机电部 接触网检修工 朱林枫 男 43052119*******438 大专

34 综合机电部 接触网检修工 唐浚淇 男 43010319*******016 大专

35 综合机电部 接触网检修工 夏铮 男 43042119*******87X 大专

36 车务部 站务员（男） 曾坤 男 43072219*******253 本科

37 车务部 站务员（男） 谭翾 男 43052419*******012 大专

38 车务部 站务员（男） 尹文武 男 43030419*******77X 本科

39 车务部 站务员（男） 冯添铖 男 43030219*******819 大专

40 车务部 站务员（男） 刘雄 男 43252419*******710 本科

41 车务部 站务员（男） 向璐嶷 男 43011119*******736 本科

42 车务部 站务员（男） 童紫龙 男 43032119*******254 大专

43 车务部 站务员（男） 谭自超 男 43048119*******059 本科

44 车务部 站务员（男） 赵宗意 男 43018119*******651 本科

45 车务部 站务员（男） 龚颖 男 43010219*******511 本科

46 车务部 站务员（男） 罗志辉 男 43072519*******979 本科

47 车务部 站务员（男） 熊浩 男 43040819*******517 大专

48 车务部 站务员（男） 卢力武 男 43090319*******011 大专

49 车务部 站务员（男） 雷鸣 男 43092319*******031 大专

50 车务部 站务员（男） 郭继隆 男 41030219*******017 本科

51 车务部 站务员（男） 汤彦杰 男 43108119*******499 大专

52 车务部 站务员（男） 舒正坤 男 43070219*******23X 大专

53 车务部 站务员（男） 唐靖源 男 43052119*******05x 大专

54 车务部 站务员（男） 周韦韬 男 43060219*******918 大专



55 车务部 站务员（男） 李振宇 男 43012219*******012 本科

56 车务部 站务员（男） 戴劲 男 43010319*******516 大专

57 车务部 站务员（男） 谢曙光 男 43010519*******538 大专

58 车务部 站务员（男） 翦宙星 男 65313019*******099 本科

59 车务部 站务员（男） 齐心 男 43080219*******015 大专

60 车务部 站务员（男） 张文迅 男 43020419*******116 大专

61 车务部 站务员（男） 王戈辉 男 43040619*******516 本科

62 车务部 站务员（男） 肖业伟 男 43052119*******016 大专

63 车务部 站务员（男） 陈刚 男 43030419*******274 大专

64 车务部 站务员（男） 文小铭 男 43030419*******050 本科

65 车务部 站务员（男） 易煌 男 43010519*******316 大专

66 车务部 站务员（男） 李昀峰 男 41061119*******536 本科

67 车务部 站务员（男） 杨普威 男 43010319*******518 大专

68 车务部 站务员（男） 陈龙吉 男 43250319*******093 大专

69 车务部 站务员（男） 李锦诚 男 43108119*******819 本科

70 车务部 站务员（男） 屈冠岚 男 43042619*******21X 大专

71 车务部 站务员（男） 贺国华 男 36032119*******011 大专

72 车务部 站务员（男） 周连贵 男 36031219*******031 本科

73 车务部 站务员（男） 陈昊宇 男 43062419*******035 本科

74 车务部 站务员（男） 李卓 男 43030419*******276 本科

75 车务部 站务员（男） 潘宇杰 男 43010519*******437 本科

76 车务部 站务员（男） 孙骥 男 43052219*******033 本科

77 车务部 站务员（男） 曾世杰 男 43090219*******518 大专

78 车务部 站务员（男） 唐林韬 男 43102519*******012 本科

79 车务部 站务员（男） 黄屏森 男 43072219*******030 本科

80 车务部 站务员（男） 段骏 男 43112119*******018 大专

81 车务部 站务员（男） 张添智 男 43062319*******311 大专

82 车务部 站务员（男） 陈村雨 男 43250119*******013 本科



83 车务部 站务员（男） 罗坤 男 43110319*******911 本科

84 车务部 站务员（男） 蒋哲禹 男 43020319*******53X 本科

85 车务部 站务员（男） 陶冶 男 43090219*******51X 本科

86 车务部 站务员（男） 李杨 男 43010519*******510 本科

87 车务部 站务员（男） 宁航 男 43052119*******750 大专

88 车务部 站务员（男） 陈润鹏 男 43010519*******010 大专

89 车务部 站务员（男） 陈骁 男 43232119*******911 大专

90 车务部 站务员（男） 肖名杰 男 43010219*******518 本科

91 车务部 站务员（男） 刘军 男 43011119*******616 大专

92 车务部 站务员（男） 李达 男 43068219*******536 大专

93 车务部 站务员（男） 周运杰 男 43078119*******015 大专

94 车务部 站务员（女） 邱城红 女 43250319*******582 大专

95 车务部 站务员（女） 彭静 女 43021119*******841 大专

96 车务部 站务员（女） 陈黎 女 43250219*******045 大专

97 车务部 站务员（女） 贺丽 女 43010419*******661 本科

98 车务部 站务员（女） 肖鑫 女 43012419*******969 大专

99 车务部 站务员（女） 朱冰瑜 女 43070219*******023 本科

100 车务部 站务员（女） 付琪 女 43112419*******325 本科

101 车务部 站务员（女） 胡姿姿 女 43038119*******520 大专

102 车务部 站务员（女） 唐旖 女 43250119*******562 本科

103 车务部 站务员（女） 邹玕雨 女 43011119*******22X 大专

104 车务部 站务员（女） 黄契 女 43052419*******684 本科

105 车务部 站务员（女） 戴满丽 女 43252419*******423 大专

106 车务部 站务员（女） 孙婷婷 女 43050319*******04X 本科

107 车务部 站务员（女） 彭冰瑶 女 43032119*******724 大专

108 车务部 站务员（女） 黄璐 女 43048219*******664 大专

109 车务部 站务员（女） 任敏 女 43072319*******422 大专

110 车务部 站务员（女） 周思天 女 43011119*******167 本科



111 车务部 站务员（女） 谢佳景 女 43062319*******041 本科

112 车务部 站务员（女） 伍运芝 女 43100219*******021 本科

113 车务部 站务员（女） 颜茜雅 女 43042419*******84X 大专

114 车务部 站务员（女） 卢亚喆 女 42098319*******026 本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