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定分类 准考证号码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正考 220541003010874 周家敏 身份证 65270119******2529

正考 220541003010875 石青 身份证 42010219******1424

正考 220541003010876 张清柠 身份证 45072120******0020

正考 220541003010877 朱晨欢 身份证 36072319******0929

正考 220541003010878 谭焰 身份证 43252419******1625

正考 220541003010879 刘敏华 身份证 44538119******2144

正考 220541003010880 刘军艳 身份证 41022219******2046

正考 220541003010881 胡夏华 身份证 36233019******1106

正考 220541003010882 张雪梅 身份证 13052819******8403

正考 220541003010883 李晶 身份证 43250219******4345

正考 220541003010884 朱惠平 身份证 44152319******6329

正考 220541003010885 周雪琪 身份证 43042619******4366

正考 220541003010886 周婷 身份证 43042619******4863

正考 220541003010887 郑文秀 身份证 35082119******2121

正考 220541003010888 刘燕 身份证 65412519******1841

正考 220541003010889 邹叶荣 身份证 36220319******6821

正考 220541003010890 谭钰 身份证 43250319******0049

正考 220541003010891 谭金明 身份证 43313019******2141

正考 220541003010892 刘艳芳 身份证 43072319******7666

正考 220541003010893 杨薇 身份证 41010519******0421

正考 220541003010894 胡冉 身份证 43112620******0026

正考 220541003010895 刘珊珊 身份证 44162119******3027

正考 220541003010896 谭兰婷 身份证 43112719******7827

正考 220541003010897 张晶晶 身份证 42020219******0441

正考 220541003010898 赖舒婷 身份证 44080119******0620

正考 220541003010899 林萍 身份证 36073219******2646

正考 220541003010900 黄珩力 身份证 43072319******0081

正考 220541003010901 谭诗 身份证 43062320******4520

正考 220541003010902 黄维 身份证 51102319******0567

正考 220541003010903 何艳清 身份证 62042219******3026

正考 220541003010904 杨润佼 身份证 43052319******7043

正考 220541003010905 杜万梅 身份证 13252119******0028

正考 220541003010906 陈国琼 身份证 51300219******4762

正考 220541003010907 罗倩倩 身份证 41282419******6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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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考 220541003010908 刘翠珊 港澳通行证 H0403****

正考 220541003010909 张文冰 身份证 51132220******7987

正考 220541003010910 彭娟 身份证 43042619******4387

正考 220541003010911 张旭君 身份证 44522419******306X

正考 220541003010912 徐尤 身份证 51152920******7622

正考 220541003010913 张晓佩 身份证 44152219******0664

正考 220541003010914 邱春艳 身份证 42052819******2548

正考 220541003010915 黄琼新 身份证 45012619******6123

正考 220541003010916 唐俊华 身份证 44522419******3021

正考 220541003010917 杜昱燃 身份证 53252419******3620

正考 220541003010918 郭英仔 身份证 44528119******3029

正考 220541003010919 叶漫 身份证 42052319******0028

正考 220541003010920 林淇 身份证 44512119******4842

正考 220541003010921 杨颖诗 身份证 44081119******0621

正考 220541003010922 张雯茜 身份证 34032120******4365

正考 220541003010923 燕瑾寰 身份证 15020219******3628

正考 220541003010924 高芳 身份证 43112519******0026

正考 220541003010925 刘佳 身份证 50022319******448X

正考 220541003010926 刘皓源 身份证 4403071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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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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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考 220541003010272 李焕英 身份证 45098119******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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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考 220541003010927 陈璐 身份证 35042719******2025

正考 220541003010928 蔡牧吟 身份证 44030119******8023

正考 220541003010929 王肖云 身份证 62282619******1923

正考 220541003010930 宋丽琳 身份证 44142419******5866

正考 220541003010931 惠静萍 身份证 61052619******3424

正考 220541003010932 唐静丽 身份证 41032919******0064

正考 220541003010933 郭贤 身份证 42230119******6226

正考 220541003010934 余洁茵 身份证 44512219******4763

正考 220541003010935 范霏月 身份证 44030119******492X

正考 220541003010936 潘旦 身份证 42213019******0022

正考 220541003010937 黎珊婷 身份证 44538119******0029

正考 220541003010938 郑映芝 身份证 44050819******234X

正考 220541003010939 何海宁 身份证 45213119******274X

正考 220541003010940 张娜 身份证 36243219******152X



正考 220541003010941 秦路遥 身份证 42010619******0428

正考 220541003010942 陈婷婷 身份证 44148119******1383

正考 220541003010943 李东兰 身份证 44092319******4024

正考 220541003010944 叶容艺 身份证 35078319******3523

正考 220541003010945 贺小林 身份证 36032119******0522

正考 220541003010946 徐秀平 身份证 42120219******5886

正考 220541003010947 吴春姣 身份证 52262719******342X

正考 220541003010948 古金花 身份证 45212319******4329

正考 220541003010949 吕琼华 身份证 44522219******2468

正考 220541003010950 姚会娟 身份证 45022119******5425

正考 220541003010951 董冬英 身份证 52262719******5229

补考 220541003010772 林秋霞 身份证 44082519******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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