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岗位名称 姓名 身份证号码（后六位）

1 采编1 郑远 ************153617

2 采编1 王松 ************310517

3 采编1 朱巧云 ************060529

4 采编1 程中玉 ************280058

5 采编1 王宣 ************182519

6 采编1 程晨 ************071022

7 采编1 马卉卉 ************211423

8 采编1 吴琼 ************270026

9 采编1 张慧 ************295454

10 采编1 潘晔 ************051541

11 采编1 阮拥新 ************188427

12 采编1 李戬 ************170215

13 采编1 余霏 ************232513

14 采编1 付君兰 ************264829

15 采编1 梅韬 ************202011

16 采编1 顾娅 ************221021

17 采编1 苏慧 ************22152X

18 采编1 赵云涛 ************301319

19 采编1 陈小芳 ************293841

20 采编1 林文峰 ************100058

21 采编1 贺琰 ************120028

22 采编1 王君 ************140649

23 采编1 陈超 ************254457

24 采编1 朱亚春 ************183333

25 采编1 张栋 ************16003X

26 采编1 俞冰清 ************016854

27 采编1 桑惠 ************130043

28 采编1 舒凯 ************2420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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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采编1 余琼 ************122824

30 采编1 丁佳佳 ************112219

31 采编1 曹银霞 ************161367

32 采编1 芮娟 ************034426

33 采编 1 汪源 ************190513

34 采编1 杭韵秋 ************290326

35 采编1 黄自翔 ************120178

36 采编1 李贾 ************032541

37 采编1 查毅 ************110014

38 采编1 黄皇 ************081529

39 采编1 吴宣鹏 ************181419

40 采编1 赵飞 ************092676

41 采编1 姚凯 ************120510

42 采编1 张梦婕 ************102826

43 采编1 张燕 ************061660

44 采编1 汤荣汛 ************030049

45 采编1 康丽 ************288042

46 采编1 高涛涛 ************26052X

47 采编1 丁瑶 ************015642

48 采编1 李青 ************13064X

49 采编1 季鲲 ************070038

50 采编1 陈剑 ************140531

51 采编1 万亚娜 ************292620

52 采编1 吴云 ************011569

53 采编1 祝洁 ************040126

54 采编1 恽鹏飞 ************311838

55 采编1 郭颖菲 ************193244

56 采编2 程华正 ************10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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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采编2 周文瀚 ************061412

58 采编2 陈旻 ************270344

59 采编2 邢嘉 ************060522

60 采编2 汪洁 ************092026

61 采编2 邬杨 ************302318

62 采编2 戴卿 ************174114

63 采编2 王俊 ************190536

64 采编2 程俊 ************141020

65 采编2 唐玉霞 ************050022

66 采编2 司琼 ************260525

67 采编2 时峰 ************125657

68 采编2 袁珂 ************210026

69 采编2 章新宇 ************200014

70 采编2 陈晨 ************170086

71 采编2 江帆 ************210014

72 采编2 张砚钦 ************270617

73 采编2 王宇 ************011010

74 采编2 王洋 ************040010

75 采编2 林晨 ************123214

76 采编2 杨友艺 ************282024

77 采编2 周璨 ************134558

78 采编2 孙云 ************247517

79 采编2 褚楚 ************012014

80 采编2 吴丹丹 ************195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