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报考岗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 专业

JGJJGL01 公积金管理 曹译 男 1990-02-01 2015-06-30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 行政管理

JGJJGL02 公积金管理 陈立 男 1994-02-16 2016-06-30 三峡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03 公积金管理 陈丽 女 1995-05-03 2017-06-30 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JGJJGL04 公积金管理 陈铭昌 男 1990-06-06 2018-06-08 广西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05 公积金管理 陈妍光 男 1996-09-22 2019-06-30 江西财经大学
行政管理；注册

会计师

JGJJGL06 公积金管理 程黎沐 男 1994-12-10 2017-07-01 文华学院 财务管理

JGJJGL07 公积金管理 邓蓉 女 1992-11-01 2018-06-30 四川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08 公积金管理 董强 男 1991-08-15 2013-07-01 河南农业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09 公积金管理 冯梦君 女 1988-07-18 2010-09-08
武汉理工大学网络继续

教育学院
财务管理

JGJJGL10 公积金管理 郭子仪 男 1991-12-31 2013-07-01 山东工商学院 行政管理/会计

JGJJGL11 公积金管理 郝陈娟 女 1992-05-03 2019-06-30 湖北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12 公积金管理 侯虎勇 男 1986-07-14 2010-07-01 安阳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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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报考岗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 专业

JGJJGL13 公积金管理 胡光远 男 1995-08-07 2018-06-30 山东财经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14 公积金管理 胡浩鹏 男 1991-08-12 2018-06-30 武汉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15 公积金管理 李慈云 女 1988-09-17 2011-06-22 武汉工程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16 公积金管理 李爽 男 1993-10-03 2015-10-03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财务管理

JGJJGL17 公积金管理 李硕 男 1993-08-10 2019-06-26 南宁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18 公积金管理 李亚平 女 1992-02-05 2015-07-01 商丘师范学院 行政管理

JGJJGL19 公积金管理 刘畅 女 1990-03-15 2016-06-30 广西民族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20 公积金管理 刘恒 男 1991-11-24 2015-07-01 大庆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JGJJGL21 公积金管理 刘璐 女 1994-06-07 2017-06-28 山东交通学院 行政管理

JGJJGL22 公积金管理 刘攀攀 女 1986-12-03 2013-07-01 武汉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23 公积金管理 刘晓露 女 1984-02-26 2006-12-30 湖北大学
行政管理、汉语

言文学
JGJJGL24 公积金管理 刘燕升 男 1991-06-17 2014-07-01 武汉大学珞珈学院 财务管理

JGJJGL25 公积金管理 聂灵灵 女 1992-06-24 2017-06-20 华中科技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26 公积金管理 彭植 男 1988-12-25 2012-06-30 国家开放大学 行政管理



序号 报考岗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 专业

JGJJGL27 公积金管理 孙名强 男 1988-07-07 2015-01-3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28 公积金管理 汪星河 男 1987-06-04 2018-12-28 江汉大学文理学院 行政管理

JGJJGL29 公积金管理 王蒙 男 1991-05-14 2017-12-30 湖北工业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30 公积金管理 王娜 女 1994-08-28 2016-06-25 湖北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JGJJGL31 公积金管理 王品一 女 1995-11-07 2018-06-30 海南大学 财务管理

JGJJGL32 公积金管理 王树翠 女 1988-11-14 2015-06-30 贵州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33 公积金管理 王星童 女 1993-03-05 2016-06-30 河北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34 公积金管理 王志军 男 1992-06-16 2019-03-31 国家开发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35 公积金管理 吴威 男 1988-10-10 2012-07-03 长江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JGJJGL36 公积金管理 吴小宇 女 1994-10-25 2017-06-2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37 公积金管理 夏菲 女 1989-02-14 2014-07-3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38 公积金管理 肖力 女 1996-01-21 2019-06-30 湖北商贸学院 行政管理

JGJJGL39 公积金管理 谢盛毅 女 1987-06-14 2009-06-30 中山大学 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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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JGL40 公积金管理 许可 女 1985-12-22 2011-06-30 武汉工业学院
企业管理（研究
方向：财务管

理）

JGJJGL41 公积金管理 杨柳 女 1990-02-05 2014-07-01 武汉轻工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42 公积金管理 张婷 女 1991-06-02 2019-06-30 中央民族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43 公积金管理 张小欢 男 1988-06-23 2012-12-30 武汉大学 行政管理学

JGJJGL44 公积金管理 张益民 男 1994-10-17 2017-06-30 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财务管理

JGJJGL45 公积金管理 朱璐 女 1991-10-08 2014-06-10 中南民族大学 行政管理

JGJJGL46 公积金管理 朱天宇 男 1993-02-28 2016-06-28 江汉大学 C财务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