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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俞金胜 男34262319681204627X342623********627X 铜陵浩强铝业有限公司 97 铜商20190118

2 周元忠 男340711196807300075340711********0075 铜陵智慧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94 铜商20190121

3 王丹琦 男340711199106200059340711********0059 铜陵亿顺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商20190123

4 孙修圣 男342623196211104817342623********4817 铜陵浩强铝业有限公司 88 铜商20190124

5 盛书林 男34070319750502003X340703********003X 铜陵市协能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91 铜商20190125

6 李惊涛 男341202196904131717341202********1717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8 铜商20190127

7 许根养 男34290119671215583X342901********583X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81 铜商20190128

8 陈桂祥 男340702196903090059340702********0059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2 铜商20190129

9 俞茂武 男340111197901021031340111********1031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4 铜商20190130

10 郜世忠 男340111197310051052340111********1052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87 铜商20190131

11 胡毅 男420106196903024978420106********4978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82 铜商20190132

12 袁源 男342601197106200651342601********0651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9 铜商20190134

13 方存保 男340702196409240031340702********0031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7 铜商20190135

14 褚晓红 男340204196807081510340204********1510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84 铜商20190136

15 张翼翔 男340702197709280056340702********0056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1 铜商20190137

16 汪礼建 男340702196810130031340702********0031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6 铜商20190138

17 岳雷 男340702197810265010340702********5010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3 铜商2019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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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张士兵 男340111197308201090340111********1090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89 铜商20190140

19 朱德亮 男340825198209293218340825********3218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8 铜商20190141

20 查冬生 男340702196601065034340702********5034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4 铜商20190142

21 王宝林 女421123198310122026421123********2026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6 铜商20190143

22 范文 男340111198108301534340111********1534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6 铜商20190144

23 唐贵华 男340702197601260010340702********0010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2 铜商20190145

24 方世明 男340702197111280019340702********0019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4 铜商20190146

25 徐广源 男342923198102111212342923********1212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7 铜商20190147

26 汪年斌 男340702196903272039340702********2039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6 铜商20190148

27 倪修峰 男342623198604088511342623********8511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4 铜商20190149

28 罗玉平 男34070219680220001X340702********001X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1 铜商20190150

29 王音音 女320922198409144420320922********4420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6 铜商20190151

30 吕新军 男340702196311250071340702********0071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89 铜商20190152

31 王劲松 男340702197003280038340702********0038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3 铜商20190153

32 李宁 男340702197205300017340702********0017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4 铜商20190154

33 冯杨 男340702198801290016340702********0016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5 铜商20190155

34 胡劲松 男340822197702126233340822********6233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1 铜商2019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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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文新国 男420984198508231434420984********1434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86 铜商20190158

36 郝杰 男340702198001211017340702********1017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5 铜商20190159

37 宫志坚 男34070219660520007X340702********007X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5 铜商20190160

38 王蕊 女340111197605021045340111********1045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7 铜商20190161

39 韩光 男340711197909102015340711********2015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9 铜商20190162

40 周国强 男340825197706225019340825********5019 国网铜陵供电公司 90 铜商20190163

41 朱茂林 男340702196407140010340702********0010 铜陵铜能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2 铜商20190164

42 孙淑义 女340702197203187540340702********7540 铜陵铜能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4 铜商20190165

43 邓力 男340702199004050030340702********0030 铜陵铜能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7 铜商20190166

44 伍首银 男340702196502062030340702********2030 铜陵铜能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1 铜商20190167

45 朱友富 男340702196301281018340702********1018 铜陵铜能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6 铜商20190168

46 史继远 男340702196410251037340702********1037 铜陵阳光电力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90 铜商20190169

47 汪建 男340702197505130013340702********0013 铜陵阳光电力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94 铜商20190170

48 张启斌 男340702196206182011340702********2011 铜陵阳光电力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87 铜商20190171

49 蒋俊凤 男341224198310160972341224********0972 铜陵有色建安钢构有限责任公司 87 铜商20190172

50 吴文政 男340702197610151078340702********1078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8 铜商20190173

51 李友明 男340822197502231119340822********1119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9 铜商2019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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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江维 男340824198404034610340824********4610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7 铜商20190175

53 祖向阳 男342823196512160012342823********0012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7 铜商20190176

54 陈朝晖 男340823197507210014340823********0014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4 铜商20190177

55 吴萍 女340823199304293146340823********3146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4 铜商20190178

56 章义恩 男342823196510250030342823********0030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6 铜商20190179

57 倪超 男340821199109285252340821********5252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6 铜商20190180

58 张邦泽 男340823199210252554340823********2554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4 铜商20190181

59 吴健 男340823197411200057340823********0057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2 铜商20190182

60 许光 男342823197202270018342823********0018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7 铜商20190183

61 郭伟 男340823197102110031340823********0031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4 铜商20190184

62 吴中志 男340823197211150075340823********0075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88 铜商20190185

63 王毅 男342823196803110015342823********0015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7 铜商20190187

64 方兆根 男342823197110212718342823********2718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4 铜商20190188

65 钱新 男34082319801205005X340823********005X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89 铜商20190189

66 周建安 男340823199306297052340823********7052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2 铜商20190190

67 陶明杰 男340104198112021515340104********1515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8 铜商20190191

68 王远飞 男340823197112250011340823********0011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87 铜商2019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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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李元武 男420902199106256217420902********6217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9 铜商20190193

70 钱华龙 男340823197211030057340823********0057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94 铜商20190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