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定分类 准考证号码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正考 220541003010813 林雪华 身份证 44158119******2404

正考 220541003010814 王梦梦 身份证 41142420******202X

正考 220541003010815 文华英 身份证 51382219******4864

正考 220541003010816 钟雪琴 身份证 44528119******6360

正考 220541003010817 石雅 身份证 43052219******8104

正考 220541003010818 陈春梅 身份证 44092419******3421

正考 220541003010819 杨新鹤 身份证 13062319******2426

正考 220541003010820 劳小华 身份证 44078319******0921

正考 220541003010821 蔡凤婷 身份证 44522420******422X

正考 220541003010822 黄倩倩 身份证 65272219******0725

正考 220541003010823 江凯银 身份证 44150219******4029

正考 220541003010824 温晓群 身份证 44152219******2725

正考 220541003010825 焦荣枝 身份证 41282319******2504

正考 220541003010826 韩楠楠 身份证 41070219******2020

正考 220541003010827 吴卓婷 身份证 53030220******1229

正考 220541003010828 管莲莲 身份证 36252619******4720

正考 220541003010829 欧阳倩青 身份证 36242920******4340

正考 220541003010830 黄银 身份证 51172420******524X

正考 220541003010831 韦萍 身份证 45212319******0440

正考 220541003010832 张娜娜 身份证 23108319******5422

正考 220541003010833 张欢欢 身份证 41030619******0526

正考 220541003010834 叶海雁 身份证 44152319******7026

正考 220541003010835 张碧容 身份证 13022919******0023

正考 220541003010836 孙金冰 身份证 43072319******6222

正考 220541003010837 张燕 身份证 23100519******0025

正考 220541003010838 黄娇娇 身份证 36102520******1222

正考 220541003010839 罗雅思 身份证 44152119******8525

正考 220541003010840 阳玲 身份证 43048219******6929

正考 220541003010841 姜爱兰 身份证 43250219******3828

正考 220541003010842 李春平 身份证 52272619******0342

正考 220541003010843 曹碧云 身份证 44088119******4486

正考 220541003010844 叶冰妮 身份证 44058319******3824

正考 220541003010845 张嘉欣 身份证 35062420******3529

正考 220541003010846 叶丽红 身份证 43112819******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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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考 220541003010847 詹丹丹 身份证 44522420******3643

正考 220541003010848 聂鸣妤 身份证 22021119******1526

正考 220541003010849 王艳 身份证 52020319******0246

正考 220541003010850 太红莲 身份证 22240519******1821

正考 220541003010851 唐可馨 身份证 52240119******9040

正考 220541003010852 万全花 身份证 43042120******5249

正考 220541003010853 艾林怡 身份证 43098120******1628

正考 220541003010854 陈建伟 身份证 44152219******0050

正考 220541003010855 潘婷 身份证 44030119******6026

正考 220541003010856 何燕红 身份证 45080420******2328

正考 220541003010857 钟花琴 身份证 43022419******7460

正考 220541003010858 李丹萍 身份证 44522419******0927

正考 220541003010859 郭美清 身份证 44158119******2484

正考 220541003010860 杨密 身份证 52242619******084X

正考 220541003010861 林华 身份证 44522219******2925

正考 220541003010862 李妍霖 身份证 43048220******8621

正考 220541003010863 李鑫 身份证 21040319******0329

正考 220541003010864 刘仙凤 身份证 45252819******3026

正考 220541003010865 杨舒涵 身份证 43122819******2680

正考 220541003010866 何婵 身份证 44098119******6163

正考 220541003010867 朱泳锦 身份证 44098320******0426

正考 220541003010868 李雪 身份证 51132219******7825

正考 220541003010869 谢爱平 身份证 44098219******5888

补考 220541003010749 聂钊敏 身份证 44122619******0361

正考 220541003010870 董晶晶 身份证 42028119******0102

正考 220541003010871 余梅梅 身份证 51132219******8588

正考 220541003010872 周田 身份证 42108119******4306

正考 220541003010873 陈婷 身份证 36220119******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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