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验证编号 姓名 受聘企业

ZAX-NY20184203605 胡正兴 武汉三和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06 李刚 武汉三和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07 黄诗涛 武汉三和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08 魏钊 武汉三和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09 吴俊 武汉三和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10 李亚杰 武汉三和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11 邓旺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12 周晨昊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13 许佳瑞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14 王哲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15 陈海燕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16 张军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17 张宇航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18 陈曦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19 黄博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20 严福伟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21 李婷芳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22 周淑立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23 官娟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24 潘祎雯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25 曾亚丹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26 李森林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27 段琛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28 周维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29 李刚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30 陈海鹏 武汉菲奥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31 余昌昌 武汉美台建设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32 赵分明 武汉美台建设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33 金全坤 武汉美台建设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34 陈文明 武汉美台建设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35 曹春杏 武汉美台建设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36 徐嘉俊 武汉美台建设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37 谭海珍 武汉美台建设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38 周勇 武汉美台建设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39 周玉红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40 毛纪寅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41 余涛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42 贾勇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43 王明权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44 梅金华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45 潘红喜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46 徐伟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47 叶健雄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48 梁军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49 周世锦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50 舒锦华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51 肖代阳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52 毛远辉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53 宋伟平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54 邓欣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55 云倩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56 黄维 武汉市力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57 周刚 武汉百捷集团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58 许展 武汉百捷集团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59 伍  俊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60 丁小龙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61 汪茂春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62 莫燕峰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63 王  川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64 龚明贵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65 孙长华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66 屈家胜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67 林  涛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68 罗  烜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69 刘必胜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70 陈太桥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71 师烽伟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72 陶运涛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73 钱佳强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74 周  培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75 王中宝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76 陈  津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77 夏  勇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78 曹子明 武汉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79 郑昌杰 武汉市挚诚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80 黄伟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81 吕政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82 贾涛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83 陶贤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84 许运韩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85 刘海玲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86 王冬玲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87 卿红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88 徐海军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89 刘莉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90 吕坤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91 高黎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92 宋旭东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93 宋樱婕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94 方君攀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95 甘建武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96 韩倩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97 雷玲玲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98 余双娇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699 孙斌 湖北征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00 罗业平 孝感市凌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01 陈建林 孝感市凌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02 田平 孝感市凌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03 罗业甫 孝感市凌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04 田申 孝感市凌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05 金鑫 湖北盛世恒通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06 陈迪创 湖北盛世恒通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07 翁雄 湖北盛世恒通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08 熊杰 湖北盛世恒通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09 汪彦鑫 湖北盛世恒通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10 甘亚林 湖北盛世恒通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11 代金沐 湖北盛世恒通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12 毛爽 湖北盛世恒通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13 孙恒俊 湖北盛世恒通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14 尹志远 湖北盛世恒通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15 吴海静 武汉启诺宸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16 何繁
 武汉启诺宸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17 王祥 武汉启诺宸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18 何阿领 武汉启诺宸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19 王慧 武汉启诺宸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20 程春容 武汉启诺宸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21 陶俊 武汉启诺宸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22 姚国庆
 湖北信产科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23 朱豹 湖北信产科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24 李磊
 湖北信产科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25 魏栋 湖北信产科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26 廖志洪 湖北信产科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27 任道学 武汉振邦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28 陈邦才 武汉振邦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29 张亮 武汉振邦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30 李俊 武汉振邦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31 阳进 武汉振邦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32 吴怀民 武汉凌安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33 阳光 武汉凌安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34 刘少林 武汉凌安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35 蒋瑞 武汉凌安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36 罗宇 武汉凌安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37 何尹 武汉凌安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38 杨志鹏 武汉凌安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39 黄逸文 武汉凌安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40 王东升 武汉凌安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41 虞文浩 武汉凌安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42 杨涛 湖北鑫联信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43 杨杰 湖北鑫联信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44 刘鑫海 湖北鑫联信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45 汪平 湖北鑫联信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46 涂正涛 湖北鑫联信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47 徐承 宜昌鸿宇连邦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748 黎梦阳 宜昌鸿宇连邦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749 程誉 宜昌鸿宇连邦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750 谭鹏飞 宜昌鸿宇连邦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751 叶聪 宜昌鸿宇连邦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752 严边

 武汉霓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53 代远望 湖北泰跃卫星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54 陈阳 湖北泰跃卫星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55 定雄 武汉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56 彭戎卿 武汉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57 陈冕 武汉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58 许文杰 武汉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59 徐智鹏 武汉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60 刘程程 武汉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61 熊宇航 武汉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62 徐阳 武汉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63 韩闽琪 武汉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64 李根 武汉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65 刘凡凡 武汉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66 郑杰
 湖北重道智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67 王利亮 湖北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68 曾艳 湖北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69 杨盛 湖北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70 王冲 湖北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71 金秋 湖北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72 胡鹏程 湖北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73 魏冰 湖北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74 吴青 湖北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75 陆哲文 湖北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76 苏云龙 湖北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77 邱耀红 武汉爱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78 唐逢爽 武汉爱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79 刘崇杰 武汉爱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80 李涛 武汉爱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81 吴海坤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82 蒋川南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83 陈盛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84 江承强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85 彭雄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86 魏魁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87 彭艳玲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88 郑辉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89 刘彪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90 汪京辉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91 王伍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92 陈龙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93 毛勇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94 韩红军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95 梅藜耀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96 夏鑫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97 占金桥 武汉三泰金服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98 徐开赟 宜昌市宜电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799 张泽平 宜昌市宜电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00 汪洋 宜昌市宜电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01 黄瑞 宜昌市宜电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02 彭昌元 宜昌市宜电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03 黄建平 宜昌市宜电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04 姚磊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05 周昊波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06 王辉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07 任惠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08 王绪久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09 李玉凤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10 方洪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11 姜朝超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12 何荗丽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13 于艺慧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14 沈军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15 陶玉松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16 冯伟锋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17 朱磊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18 叶晓飞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19 孙全乐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20 张亚雄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21 董艳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22 陈卫军 武汉辰光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23 汪洋 武汉朋鼎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24 张晓杰 武汉朋鼎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25 杨海峰 武汉朋鼎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26 李智 武汉朋鼎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27 刘欢 武汉朋鼎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28 李俊超 湖北中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29 孙争 湖北中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30 陈浪 武汉博易安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31 潘昇 武汉博易安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32 彭聪 武汉朋鼎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33 彭平波 武汉盛恒安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34 马  为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35 田  华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36 邬伟根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37 谌明华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38 刘匡儒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39 石  夫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40 李稳志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41 冯献军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42 郑作鑫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43 王  亮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44 徐继斌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45 刘方亮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46 张 波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47 樊金兵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48 张利平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49 向志诚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50 李双娥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51 梁晶晶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52 熊弋葭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53 张  煜 武汉钢铁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54 江涛 襄阳叁伍光电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55 吴朝峰 襄阳叁伍光电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56 张晓康 襄阳叁伍光电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57 王贵行 襄阳叁伍光电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58 贾兴兴 襄阳叁伍光电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59 曾令军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60 付宏伟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61 索骞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62 岑荣江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63 罗新华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64 徐逸霏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65 王蘋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66 张鹏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67 魏利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68 杨菲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69 王琼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70 郭红艳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71 张彤燕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72 张欣九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73 袁强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74 吕伯群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75 徐竟辉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76 孙之伟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77 陈锐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78 杨杰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79 李雄兵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80 张红文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81 易少兵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82 孙克宁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83 魏伟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84 涂幼娣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85 严文静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86 褚情可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87 杨朝伟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88 乐清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89 刘培林 武汉中原之星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AX-NY20184203890 陶洪武 武汉宇视锋行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98 胡静 武汉宇视锋行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92 黄超民 武汉宇视锋行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91 李后发 武汉华南鼎鑫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94 许东 武汉华南鼎鑫科技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95 郑波
 湖北重道智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96 杨杰
 湖北重道智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ZAX-NY20184203897 陈雷
 湖北重道智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