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报考岗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 专业

JGCJL001 工程监理 艾伟 男 1992-03-26 2014-06-30 湖北工业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002 工程监理 蔡刻京 男 1997-06-29 2019-06-13 绍兴文理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003 工程监理 柴龙辉 男 1991-05-24 2014-07-01 中原工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004 工程监理 陈超 男 1990-04-17 2012-07-01 湖北工业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005 工程监理 陈池荷 女 1995-05-10 2019-06-22 武汉大学 测绘工程

JGCJL006 工程监理 陈欢 男 1991-11-25 2014-06-30 武昌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07 工程监理 陈琳 女 1995-01-30 2016-06-12 湖南城市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008 工程监理 陈前安 男 1989-08-14 2014-07-01 湖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009 工程监理 陈帅 男 1989-06-10 2012-06-30 武汉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010 工程监理 陈伟 男 1991-11-07 2015-06-30 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11 工程监理 陈晓光 男 1984-10-02 2007-06-30 华中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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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CJL012 工程监理 陈新涛 男 1994-02-28 2019-06-30 文华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013 工程监理 陈叶青 女 1993-08-05 2018-06-01 华中农业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JGCJL014 工程监理 陈勇 男 1993-10-03 2017-06-08 武昌工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15 工程监理 陈中明 男 1990-10-18 2016-06-30 上海海事大学 水工结构工程

JGCJL016 工程监理 代晓霁 男 1995-11-15 2017-07-0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测绘工程

JGCJL017 工程监理 戴亚军 男 1990-03-12 2014-12-30 湖北工业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018 工程监理 邓璐 男 1992-06-25 2015-06-30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JGCJL019 工程监理 丁宏朝 男 1992-11-11 2018-06-30 中国地质大学 测绘工程

JGCJL020 工程监理 杜来 男 1993-09-01 2016-06-30 武汉轻工大学（全日制） 工程管理

JGCJL021 工程监理 范念念 男 1989-10-19 2013-07-01 山西中北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022 工程监理 方博 男 1992-01-05 2018-07-01 信阳师范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023 工程监理 冯宇航 男 1996-12-27 2019-06-30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测绘工程

JGCJL024 工程监理 付颂锐 男 1995-12-11 2017-12-30 湖北工业大学 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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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CJL025 工程监理 龚健 男 1991-06-05 2014-07-01 长江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026 工程监理 顾盼 男 1993-12-28 2016-06-30 武汉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027 工程监理 管汉杰 男 1994-09-18 2017-06-30 华北电力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JGCJL028 工程监理 郭枫 男 1992-08-07 2015-12-30 三峡大学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JGCJL029 工程监理 郭泽云 男 1991-03-20 2018-06-30 三峡大学 水利工程

JGCJL030 工程监理 韩琎 男 1990-11-21 2015-06-30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31 工程监理 何建树 男 1995-04-03 2017-06-30 武汉理工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032 工程监理 贺政文 男 1995-07-17 2018-06-24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33 工程监理 胡凯 男 1990-05-25 2014-07-01 长江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034 工程监理 胡向楠 男 1994-05-26 2018-06-30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

院
土木工程

JGCJL035 工程监理 黄博 男 1995-10-08 2017-06-01 兰州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036 工程监理 黄博 男 1992-06-23 2016-06-30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

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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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CJL037 工程监理 蒋军 男 1994-09-23 2019-06-30 武昌工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038 工程监理 金欣 女 1994-09-16 2016-06-30 湖北工业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039 工程监理 靳家宝 女 1992-08-19 2017-06-30 武汉大学 测绘工程

JGCJL040 工程监理 阚城森 男 1992-03-24 2015-06-30 三亚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041 工程监理 冷德超 男 1997-01-28 2019-07-01 黑龙江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JGCJL042 工程监理 李丹 女 1995-03-10 2016-06-27 东北林业大学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JGCJL043 工程监理 李康特 男 1992-02-14 2016-06-28 南昌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44 工程监理 李良浩 男 1988-01-18 2011-06-30 武汉科技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045 工程监理 李庆 男 1995-09-27 2018-06-30 文华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046 工程监理 李世伟 男 1991-05-01 2012-12-30 武汉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047 工程监理 李思豪 男 1995-09-22 2018-06-07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测绘工程

JGCJL048 工程监理 李玮曦 男 1992-01-22 2015-06-17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

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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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CJL049 工程监理 李银羡 男 1990-04-18 2012-06-30 武昌理工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050 工程监理 李园 女 1989-02-09 2010-12-30 三峡大学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JGCJL051 工程监理 廉旭闯 男 1993-09-29 2019-06-30 绍兴文理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JGCJL052 工程监理 刘灿 男 1993-12-07 2016-06-30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土木工程（道路桥梁方

向）

JGCJL053 工程监理 刘都 男 1986-12-01 2009-06-30 三峡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JGCJL054 工程监理 刘林云 男 1989-11-13 2012-06-30 湖北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55 工程监理 刘锐 男 1994-10-05 2018-06-30 安徽新华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56 工程监理 刘锐敏 男 1988-03-22 2013-06-28 三峡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JGCJL057 工程监理 刘水文 男 1984-01-16 2007-06-30 武汉工业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58 工程监理 刘伟 男 1994-02-22 2019-06-30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59 工程监理 刘秀梅 女 1988-09-20 2018-12-3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060 工程监理 柳波 男 1994-10-24 2018-06-30 三亚学院 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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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CJL061 工程监理 鲁炼 男 1992-12-01 2018-12-30 湖北工业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062 工程监理 罗梓 男 1991-12-26 2018-06-22 中国矿业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

JGCJL063 工程监理 吕勇 男 1993-06-11 2019-06-28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64 工程监理 孟亚杰 男 1994-06-05 2016-06-05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JGCJL065 工程监理 缪成 男 1995-01-15 2018-07-0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066 工程监理 牟会东 男 1994-08-14 2019-05-20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067 工程监理 潘兵 男 1988-12-27 2016-06-23 中国矿业大学 岩土工程

JGCJL068 工程监理 庞上娟 女 1996-10-03 2019-06-30 武汉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069 工程监理 齐云龙 男 1988-03-03 2009-06-30 湖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070 工程监理 邵俊 男 1996-06-02 2018-06-01 文华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71 工程监理 石远特 男 1992-08-21 2015-06-30 武汉科技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072 工程监理 舒航 男 1991-03-04 2014-06-30 湖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073 工程监理 舒进超 男 1986-12-08 2010-06-30 三峡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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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CJL074 工程监理 舒熠鹏 男 1993-01-20 2017-06-30 武汉科技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075 工程监理 宋佑磊 男 1987-08-04 2013-06-30 重庆交通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

JGCJL076 工程监理 宋宇 男 1994-01-02 2016-06-30 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77 工程监理 孙群 男 1988-12-19 2012-06-30 武汉科技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078 工程监理 谈于森 男 1992-08-13 2014-06-30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

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079 工程监理 田繁 男 1990-10-18 2013-07-01 中央财经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080 工程监理 凃维祥 男 1990-05-15 2014-06-30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土木工程

JGCJL081 工程监理 汪贤忠 男 1994-11-12 2016-06-30 武昌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82 工程监理 王健 男 1996-04-15 2018-06-30 武汉轻工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083 工程监理 王健 男 1992-04-07 2019-07-01 山东科技大学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JGCJL084 工程监理 王进 男 1985-08-26 2014-12-30 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85 工程监理 王敬仲 男 1993-08-25 2016-06-30 湖北工业大学 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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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CJL086 工程监理 王琨 男 1992-07-22 2014-06-30 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 测绘工程

JGCJL087 工程监理 王青妹 女 1992-12-09 2019-01-08 长春工程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工程

测绘）

JGCJL088 工程监理 王天怡 男 1995-12-05 2019-06-30 武昌工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089 工程监理 王一立 男 1989-03-18 2016-06-30 三峡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

JGCJL090 工程监理 王云衢 男 1992-04-06 2014-06-30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91 工程监理 吴蕾 女 1991-12-17 2016-12-3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工程管理

JGCJL092 工程监理 吴天雄 男 1994-11-06 2017-06-30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93 工程监理 吴永光 男 1994-01-17 2017-06-30 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094 工程监理 伍娟 女 1993-02-04 2019-07-01 中国农业大学 水利工程

JGCJL095 工程监理 夏志远 男 1994-06-05 2016-12-30 湖北工业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096 工程监理 肖博文 男 1992-05-26 2016-06-30 湖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097 工程监理 肖博文 男 1987-02-12 2010-06-30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 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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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CJL098 工程监理 肖元 男 1993-07-29 2016-06-30 武汉工程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099 工程监理 谢世杰 男 1995-04-29 2017-06-30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水利水电工程

JGCJL100 工程监理 熊奇伟 男 1993-01-23 2016-06-30 湖北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101 工程监理 徐德峰 男 1988-12-05 2017-06-30 广西大学 结构工程

JGCJL102 工程监理 徐朗 男 1994-06-22 2019-06-30 三峡大学 水利工程

JGCJL103 工程监理 徐猛 男 1994-11-23 2019-07-01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

JGCJL104 工程监理 徐昕 男 1987-08-08 2009-06-17 湖北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105 工程监理 徐新文 男 1997-01-14 2019-06-28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106 工程监理 许成源 男 1994-07-03 2017-06-01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JGCJL107 工程监理 许志磊 男 1991-01-02 2012-06-30 三峡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JGCJL108 工程监理 薛烁 男 1994-02-01 2016-06-30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JGCJL109 工程监理 杨德飞 男 1987-12-01 2011-07-01 黄淮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110 工程监理 杨节超 男 1994-08-28 2016-06-30 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 测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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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CJL111 工程监理 杨金成 男 1988-10-11 2011-12-30 华中师范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112 工程监理 杨舟 男 1987-04-27 2008-06-30 西南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113 工程监理 叶旋 男 1989-08-04 2012-06-20 中国矿业大学 测绘工程

JGCJL114 工程监理 于祺 男 1996-07-22 2017-07-01 三峡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JGCJL115 工程监理 余博 男 1989-10-19 2013-06-30 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116 工程监理 余永航 男 1992-01-07 2017-06-18 武汉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117 工程监理 余永衔 男 1993-03-18 2017-06-30 武汉理工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118 工程监理 喻蕾绽 男 1990-07-15 2014-06-20 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 测绘工程

JGCJL119 工程监理 袁静 女 1991-01-22 2013-06-30 湖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120 工程监理 袁修猛 男 1985-11-25 2010-06-30 三峡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JGCJL121 工程监理 张榉丹 女 1993-11-18 2017-07-01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122 工程监理 张坤 女 1989-11-15 2012-06-29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123 工程监理 张磊 男 1992-06-13 2015-06-30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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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CJL124 工程监理 张盼 男 1996-12-25 2017-12-30 湖北工业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125 工程监理 张瑞杰 男 1991-02-23 2019-06-20 天津农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JGCJL126 工程监理 张天方 男 1992-06-10 2017-06-30 武汉理工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127 工程监理 张勇 男 1989-03-16 2014-12-30 武汉科技大学 工程管理

JGCJL128 工程监理 赵城 男 1989-11-28 2013-06-30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129 工程监理 赵容 男 1988-02-18 2010-06-30 武汉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JGCJL130 工程监理 郑言林 男 1992-09-04 2019-06-20 中原工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JGCJL131 工程监理 周超 男 1989-03-18 2016-06-22 安徽理工大学 测绘工程

JGCJL132 工程监理 周胜 男 1994-06-28 2016-07-01 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 工程管理

JGCJL133 工程监理 朱恒 男 1991-12-02 2017-07-01 武汉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

JGCJL134 工程监理 朱思 男 1986-06-08 2013-06-21 兰州理工大学 结构工程

JGCJL135 工程监理 朱永威 男 1989-10-29 2019-07-01 安阳师范学院 土木工程

JGCJL136 工程监理 祝自增 男 1991-10-08 2016-06-23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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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CJL137 工程监理 左孝廉 男 1994-02-25 2016-06-30 湖北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