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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作单位陈国30903120321中级金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丰县

支行渠淑玲30203010319中级农业经济丰县师寨镇农技推广服

务中心吴峰30903120708中级金融丰县信用联社张秀

荣30203010125中级农业经济丰县师寨镇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尤

娟31503090811中级人力资源江苏省丰县中医院王秀

梅30203010715中级农业经济江苏省丰县常店镇农技推广中心

刘志30903120811中级金融丰县财政局常家银30203010311中级

农业经济丰县师寨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王圣

锋30703011207中级财政税收丰县地税刘允风30203010502中级

农业经济丰县师寨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黄海

明30203010606中级农业经济丰县农林局王明峰30203010701中

级农业经济丰县凤城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王

敬30103100807中级工商管理丰县机关事业社会保险处丁桂

红30203019217中级农业经济丰县首羡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

心王桂荣30203010516中级农业经济丰县常店镇农村经济管理

服务中心张欣华30203010201中级农业经济常店镇政府岳

超30703010805中级财政税收丰县凤城镇齐艳芳30903121806中

级金融江苏省丰县信用联社夏亚丽30903120118中级金融丰县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史言球31603011611中级邮电经济丰县电信

局汪波31503090510中级人力资源丰县劳动就业馆理处徐国

强30903121225中级金融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赵冰

云31503091915中级人力资源丰县劳动就业管理处王元



新30903122215中级金融丰县首羡信用社丁忠书31503091507中

级人力资源凤城镇农经中心李家兴31203122616中级运输公路

丰县收费站刘凯30903122109中级金融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刘素侠31503091821中级人力资源丰县社会劳动保险处董诗

春31703092306中级房地产经济丰县房产管理局渠梦

丽30203010103中级农业经济丰县顺河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

心李松30703011325中级财政税收丰县地方税务局杨福

建30703010814中级财政税收丰县地方税务局李艳

明31703092417中级房地产经济丰县房产管理局赵

震30703011216中级财政税收丰县梁寨镇审计所史先

光30703010823中级财政税收丰县地方税务局周玲30903122001

中级金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丰县支行王庆喜31603011510中级

邮电经济丰县邮政局连储信31603011520中级邮电经济丰县邮

政局徐国31603013120中级邮电经济丰县邮政局陈

丽31603013119中级邮电经济丰县邮政局陈厚涛31503091709中

级人力资源丰县赵庄镇劳动保障所赵建华30903121318中级金

融丰县建设师静30903121410中级金融丰县建设银行牛

静30203010519中级农业经济丰县畜牧水产局李道

书30903121712中级金融人民银行丰县支行李秀梅31503092122

中级人力资源中共丰县县委宣传部刘静华30703019104中级财

政税收丰县道路管理所张瑛30903121906中级金融沛县信用联

社王桂花30903122019中级金融沛县唐楼粮管所杨

景30903120202中级金融沛县信用联社朱彦30903120423中级金

融沛县信用联社陈忠义30903121210中级金融沛县信用联社唐

楼信用社宋淑真30903121613中级金融沛县信用联社韩

莉30903120305中级金融沛县农村信用联社井德连30903120808



中级金融沛县农行欧阳爱荣30703010808中级财政税收沛县敬

安镇会计中心华慧30703010811中级财政税收沛县人民医院吴

庆英30703011106中级财政税收沛县鹿楼镇财政所刘

芸30703011104中级财政税收沛县鹿楼镇财政所吴文

艺30203010218中级农业经济沛县朱寨镇审计所卫宏

伟30103101721中级工商管理沛县栖山镇政府梁波30903129308

中级金融沛县电视台张艳31503090619中级人力资源大屯煤电

公司物业公司汪辉东31103129109中级运输水路沛县港务管理

站韩磊31103129108中级运输水路沛县港恬管理缶高士

勤31103129115中级运输水路沛县港务管理站郝磊31103129114

中级运输水路沛县港务管理站张玲31503090825中级人力资源

沛县广电局卢艳侠31203122519中级运输公路沛县公路管理站

吕志强31503091224中级人力资源沛县医疗保险管理处孙荣

玉31203122423中级运输公路沛县交通局运管所孟

伟30903120319中级金融国资公司朱泳30203010501中级农业经

济河口镇农经服务中心赵恩辉31503091912中级人力资源沛县

人事局吕春梅30203010610中级农业经济沛县河口镇农经中心

张景31603013113中级邮电经济沛县邮政局许红侠31603011620

中级邮电经济沛县电信局吴明营31603011501中级邮电经济沛

县电信局李雪侠30203010312中级农业经济沛县鹿楼镇农经中

心韩秀梅30203010506中级农业经济沛县杨屯镇农经中心孟淑

华31503090424中级人力资源郑沛公路沛县收费站郝本

标30103100508中级工商管理江苏天能集团王慧30203010216中

级农业经济沛县农机校王先强30203010310中级农业经济沛县

农机校吴建侠30203010406中级农业经济沛县胡寨镇农村经济

管理服务中心张慧琳31603011404中级邮电经济沛县邮政局赵



后刚30103100913中级工商管理沛县公路管理站焦

鹏30903121602中级金融沛县农村合作基金会联合会唐式

敏30903121107中级金融沛县建行韩怀梅30203010410中级农业

经济沛县沛城镇农经中心许茜30903121617中级金融沛县工商

银行骆侠30903122222中级金融沛县农行史春侠31603011512中

级邮电经济沛县邮政局吴卫红31203122611中级运输公路沛县

交通运输管理所吴晓梅31503090817中级人力资源沛县劳动和

社会保障局梁翠景31503091825中级人力资源沛县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李艳31203122403中级运输公路沛县交通运输管理所封

敏30203010615中级农业经济沛县农机校李广赞30703011225中

级财政税收沛县国税局司新宇30903120824中级金融沛县农行

任航海30203010518中级农业经济沛县公安局葛宜

龙30903120404中级金融新沂市信用联社张士荣30903121506中

级金融新沂市信用联社蔡艳菊30903120606中级金融新沂农发

行伏艳云30703011314中级财政税收新沂市国税局刘

娟31703092321中级房地产经济新沂市房产管理局吴

越30103101307中级工商管理江苏苏化集团新沂农化有限公司

范圣远30203010422中级农业经济新沂市合沟镇农经中心朱

磊30203010412中级农业经济新沂市合沟镇农经中心马

玲31503091305中级人力资源新沂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刘

春31703092211中级房地产经济新沂市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周静30103100604中级工商管理新沂市自来水公司徐

勇30103109106中级工商管理新沂市建筑设计院吴志

国31503091121中级人力资源新沂市城市污水处理厂马玉

玲32103094022中级建筑经济新沂市自来水公司朱秀

娟32103092710中级建筑经济新沂市城市污水处理厂仲崇



建30203010614中级农业经济新沂市棋盘镇农经中心冷方

良30903120716中级金融新沂市信用联社晁雷雨31203122603中

级运输公路徐运集团新沂分公司沙娜30203010109中级农业经

济新沂瓦窑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王娟31703094110中级房

地产经济新沂市房产管理局周红31703092303中级房地产经济

新沂市房产管理局郁光虎30103101511中级工商管理江苏恒盛

化肥有限公司马大干30203010609中级农业经济王庄镇农经中

心王辉31503092008中级人力资源新沂市铁路医院冯

辉30103100924中级工商管理江苏恒盛化肥有限公司晁会

平31503091010中级人力资源新沂市职工学校张东

萍31503091119中级人力资源江苏恒盛化肥有限公司张启

雷31503090507中级人力资源江苏恒盛化肥有限公司许雪

战31203122408中级运输公路江苏省新沂市交通局黄继

刚30303101906中级商业经济江苏恒盛化肥集团有限公司许之

虎30303101910中级商业经济江苏恒盛化肥集团有限公司赵海

峰30103100406中级工商管理中央储备粮新沂直属库沈士

伟30203010113中级农业经济新沂市草桥镇农经中心蔺绍

愚31703092216中级房地产经济新沂市房产管理局吴雪

艳31703092207中级房地产经济邳州房管局刘旺梅31703092409

中级房地产经济邳州房管局乔峰30103100301中级工商管理邳

州水务局许峰30203010224中级农业经济邳州市陈楼镇政府刘

体喜30903122310中级金融邳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薛以

洲31503091309中级人力资源邳州市炮车镇农经中心曹广

才30203010119中级农业经济炮车镇经管中心袁大

将30903120121中级金融邳州市农村信用联社曹传

浩31603011415中级邮电经济邳州邮政局王福铭31103129107中



级运输水路邳州市港务管理处高修利30203010207中级农业经

济邳州市宿羊山镇农经中心李道新31703092408中级房地产经

济邳州物价局郭丰30203010322中级农业经济邳州市陈楼镇政

府侯静30903121219中级金融邳州农村信用社李志

荣30303102019中级商业经济邳州直属库龚芳30303101924中级

商业经济邳州直属库秦巧玲30303101808中级商业经济邳州直

属粮库杜宗亚30903121717中级金融邳州信用社邵建

秋31503091204中级人力资源邳州戴圩镇付海燕31503091614中

级人力资源邳州市医疗保险管理处庄重30203010621中级农业

经济邳州市赵墩镇农技中新夏永30903129309中级金融邳州农

村信用联社孔令广30103101214中级工商管理江苏徐塘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刘敬31603011509中级邮电经济邳州市电信局王红

霞31503090117中级人力资源邳州市财政局陈宜品30203010710

中级农业经济邳州联戴圩镇农经中心张允虎30903122207中级

金融港上信用社彭卫民30903120706中级金融港上信用社王

猛30203010221中级农业经济邳州市赵墩镇农经中心吕

毅30903121513中级金融邳州农行曹蕴30203010607中级农业经

济邳州市邳城镇农经中心缪荣华30903122120中级金融江苏徐

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李冬梅31503091908中级人力资源邳州市

中医院饶大勇30703010809中级财政税收邳州市地方税务局赵

永30703011022中级财政税收邳州市地方税务局衡

博31503091510中级人力资源邳州人事局沈海泳31503091307中

级人力资源邶州人事局张静30703011312中级财政税收邳州市

赵墩财政所张惠荣30703011018中级财政税收邳州市赵墩财政

所陈金芳30903121414中级金融睢宁建行董红梅30703010916中

级财政税收睢宁县公路站吕东升30903121622中级金融睢宁建



行金永德30203010323中级农业经济睢宁县桃园镇农经中心张

永30203010213中级农业经济睢宁县桃园镇农经中心魏

鹏30103101012中级工商管理睢宁县魏集镇经管中心彭

震30203019211中级农业经济睢宁县官山镇农经中心彭

敏30203010303中级农业经济睢宁县王集镇经管中心王

梅30903120410中级金融睢宁农行营业部鲁玉玉30903121005中

级金融睢宁农行营业部李庆怀30103101522中级工商管理睢宁

县官山镇经管中心柔春蕾30203010209中级农业经济睢宁县高

作镇农经中心王慧30903121104中级金融睢宁农行淮西分理处

邱磊30703011209中级财政税收睢宁县财政局王志

勇30203010214中级农业经济睢宁县官山镇农经中心陈艳

梅30903121913中级金融睢宁县农村信用联社彭芳30903121004

中级金融睢宁县朱楼信用社杨成君30903121405中级金融铜山

联社马坡信用社赵兴军30903121325中级金融铜山信用联社蔡

敦莲30903120701中级金融铜山县茅村信用社范秀

丽30903121205中级金融铜山信用联社张集信用社李孝

峰30903121413中级金融铜山县农村信用联社王颖31503090724

中级人力资源铜山县公路站机械队周显峰30203010321中级农

业经济铜山县茅村镇农经服务中心邵国庆30203010713中级农

业经济铜山县茅村镇农经服务中心刘桂玲30203010712中级农

业经济单集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李金凤30203010112中级

农业经济铜山县伊庄镇农中心李海侠30203010522中级农业经

济铜山县伊庄镇农经中心王小丽31503090102中级人力资源徐

州市路兴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孙静31503090918中级人力资源徐

州市路兴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王治安31503090723中级人力资源

徐州市路兴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曹30303102014中级商业经济铜



山县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办公室李建华31503091612中级人力资

源铜山县公路管理站邓花30203010405中级农业经济铜山县农

业资源开局种建30103101216中级工商管理铜山县发改与经贸

委李娟30203010421中级农业经济铜山县三堡镇农经中心王秀

芹30903121705中级金融铜山农行汪雪英30903121304中级金融

铜山农行陈会30903120420中级金融贾汪信用联社姚宏

升30903122025中级金融贾汪农发行吴世彦30203010111中级农

业经济徐州市贾汪区农业资源开发局张颖30203010122中级农

业经济徐州市贾汪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彭永春30203010325中

级农业经济贾汪区汴塘农经中心段世海30203010302中级农业

经济贾汪区塔山镇农经中心王德平31503090218中级人力资源

徐州市贾汪区公路管理站魏杰30903122018中级金融徐州市贾

汪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李德军30203010704中级农业经济青山

泉镇农经服务中心胡向伟30203010616中级农业经济徐州市贾

汪区水利局陈素梅30203010424中级农业经济徐州市贾汪区水

利局贾永政30903120814中级金融贾汪农行陈萌30903121817中

级金融贾汪农行郭琼30903121412中级金融徐州市农行贾汪支

行张桂忠30903121214中级金融贾汪农行董广全30203010612中

级农业经济贾汪区大吴镇农经中心陈浩30103101402中级工商

管理大屯煤电公司机关黄贺31703092320中级房地产经济大屯

煤电公司机关韩磊光30103100710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

机关陈辉30103100318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机关张婀

娜30103100601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机关李志

伟30103101524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机关张

峰30103101422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机关赵同

全30103100719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机关黄海



梅30703010909中级财政税收大屯煤电公司一四七队高东

华31503091306中级人力资源大屯煤电公司房产公司袁

莉32103092514中级建筑经济大屯煤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伊

胜谦30103101414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电厂宫庆

华30103101502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发电厂韩丽

华30103101210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电厂丁朱

娥31503091007中级人力资源大屯煤电公司选煤厂刘惠

杰31503090503中级人力资源大屯煤电公司选煤厂段艳

艳30103100919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孔庄矿石亚

南30103100715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孔庄矿曹体

伦30103101409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姚桥矿杨位

来31503090808中级人力资源大屯煤电公司姚桥矿李永

刚30103101305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姚桥矿王莉

娜30103100516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姚桥矿张本

栋30103100607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姚桥矿万本

善30103100208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拓特厂周海

艳30103101612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拓特厂刘守

冬30103100524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拓特厂张兆

斌30103101116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拓特厂郭传

彬30103109115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铝厂张韶

华30103100409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铁路处王辛

颜30103101519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铁路处史志

勇31503091805中级人力资源大屯煤电公司铁路处刘传

颂30103100418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铝厂钱德

兴30103101022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铝厂徐

晓30103101404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铝厂郝翠



玲32103094001中级建筑经济大屯煤电公司物业公司张

晖31503090904中级人力资源大屯煤电公司物业公司李继

光30103101213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龙东矿于

斌30303101807中级商业经济大屯煤电公司龙东矿赵

伟30103100207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龙东矿梁家

芬30103101424中级工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拓特厂李文

玲30103100809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团旗山矿衡建30103100417

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团旗山矿薛冬梅31503091814中级人力资

源徐州矿务集团旗山煤矿何彦桂30103100210中级工商管理徐

州矿务集团旗山煤矿秦德玲30103109103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

团旗山矿姜芳30103101222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团庞庄煤矿杨

艳30103101510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团庞庄煤矿连德

云31503090407中级人力资源徐矿集团庞庄煤矿王广

全30103101410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团庞庄煤矿余清

华30103101014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团庞庄煤矿杨

峰30103101520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团庞庄煤矿周

峰30303101916中级商业经济徐州矿务集团夹河煤矿王海

云30103101112中级工商管理江苏省徐州矿务集团义安煤矿赵

永刚30303109212中级商业经济徐矿集团三河尖矿燕

萍30103100612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团三河尖矿裴善

良30103100720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团三河尖矿张跃

勤30303102003中级商业经济徐州矿务集团张双楼煤矿蔡

静31503090401中级人力资源江苏华美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钱宏虎32103092604中级建筑经济江苏华美工程建设集有限公

司齐敦迁30103101019中级工商管理徐州矿务集团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施巧云31503090304中级人力资源徐矿集团诧电公司赵



玉明31503090203中级人力资源徐矿集团诧电公司汪远

建31503092003中级人力资源诧电公司陈强31503090212中级人

力资源徐矿集团诧电公司魏晓林31503090210中级人力资源徐

州矿务集团总医院朱虹雨30103101013中级工商管理徐州矿务

集团总医院王俊峰30103101725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团庞庄物

业胡廷成31503091205中级人力资源徐矿集团贾汪退管处吴朝

辉30103100922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团纪委崔宏伟30103101624

中级工商管理徐州矿务集团办公室钟燕30103101411中级工商

管理徐州矿务集团办公室王鸿伟30303109201中级商业经济徐

矿集团物供公司孙秀敏30303101811中级商业经济徐矿集团物

供公司刘耿30303101903中级商业经济徐矿集团物供公司陈志

新30103100405中级工商管理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运销公司

侯湘迎30103100109中级工商管理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运销

公司顾宗亚30103101320中级工商管理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

运销公司丁玉30103101125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团运销公司王

美华30103100219中级工商管理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运销公

司徐宏梅31503090214中级人力资源徐矿集团张集煤矿邵长

仲30103100611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团张集煤矿周金

旭30103100914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团张集煤矿魏垂

峰30103101224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团张集煤矿孙晋

领30103100825中级工商管理徐矿集团张集煤矿高新

海31503090423中级人力资源中煤第五建设公司现代钢结构厂

雍晓红32103092504中级建筑经济中煤五公司五处蔡玉

兰32103094023中级建筑经济中煤五公司五处陈玲30703010911

中级财政税收中煤五公司五处刘永杰30103101523中级工商管

理中煤第五建设公司第四工程处赵侠31503091910中级人力资



源中煤五公司第三工程处王同兵32103092709中级建筑经济中

煤第五建设公司第三工程处姚希龙32103092521中级建筑经济

中煤五公司二处赵世安31503091703中级人力资源中煤五公司

石林31503091320中级人力资源中煤第五建设公司第一工程处

王劲松32103092621中级建筑经济中煤五公司一处衡冰

华31503091616中级人力资源中煤第五建设公司第一工程处常

桂芳32103092712中级建筑经济中煤第五建设公司一处徐

娟30103100403中级工商管理中煤五公司一处吴勤

干30103101311中级工商管理中煤五公司一处赵红

岩30103100211中级工商管理中煤五公司一处赵为

民30903122325中级金融徐州市农行单萍30903120601中级金融

徐州市农行朱莉莉30903120402中级金融徐州市农行王

宏30903120622中级金融徐州市农行张彦30903121109中级金融

徐州市农行张保俊30903121517中级金融徐州市农行张

力30903129304中级金融徐州市农行王韧30903121207中级金融

徐州市农行丁林芳30903122006中级金融徐州市农行余晓

伟30903121202中级金融徐州市农行刘春30903120820中级金融

徐州市农行张静30903121716中级金融徐州市郊信用联社魏晨

洁30903120206中级金融徐州市郊联社孙桂玉30903121815中级

金融徐州市市郊联社陈颖30903122309中级金融徐州市郊联社

路新30903122010中级金融徐州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林

浩30903121702中级金融徐州市郊联社孙红永30903120603中级

金融徐州市郊联社张良香30903120623中级金融徐州市郊联社

陈松30903121620中级金融中国工商银行徐州云龙支行袁

超30903120724中级金融中国工商银行徐州市分行吴

敏30903120513中级金融徐州工行刘梅30903121623中级金融徐



州工行沙绍忠30903121820中级金融徐州工行泉山支行白淑

琴30903120822中级金融江苏省徐州市工商银行淮东支行梁

成30903120309中级金融工行徐州市分行淮西支行卓

威30903122116中级金融徐州市农业发展银行王灿30903122205

中级金融徐州市农业发展银行沈慧娟30903121509中级金融徐

州市农业发展银行李艳31703092311中级房地产经济房地产综

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李登岩30303101809中级商业经济江苏徐

州管道二公司劳动人事部石志华30303101901中级商业经济江

苏徐州管道二公司刘丽31503091301中级人力资源江苏徐州管

道二公司赫荣30103101122中级工商管理江苏徐州管道二公司

丁庚晖32103092510中级建筑经济江苏徐州管道二公司经营发

展部张海玲31503090623中级人力资源江苏徐州管道二公丝陈

飞宇31703094117中级房地产经济江苏徐州管道二公司曹伟

秋31503090325中级人力资源江苏徐州管道二公司电气仪表处

杨泽岗30303101821中级商业经济江苏徐州管道二公司于进

超32103092511中级建筑经济江苏徐州管道二公司李桂

芹31503090415中级人力资源江苏徐州管道二公司丁淑

琴30103109112中级工商管理管道储运公司赵强30103101407中

级工商管理中石化管道储运公司李小东30703010803中级财政

税收管道储运公司张艳彩32103092523中级建筑经济管道储运

公司曹红萍32103092707中级建筑经济管道储运公司李春

芳30703011223中级财政税收管道储运公司陈梅31603011506中

级邮电经济徐州邮政局王文双31603011525中级邮电经济徐州

邮政局叶菁30903120614中级金融徐州邮政局李晓

静30203010603中级农业经济大庙镇政府张颖31503091325中级

人力资源徐州市金山桥医院李春媛30903121022中级金融徐州



卷烟厂蒋扬30703011001中级财政税收徐州卷烟厂高念

永30103100802中级工商管理江苏天能集团公司新庄煤矿韩世

成30103100201中级工商管理天能集团大刘煤矿王

伟30103101619中级工商管理天能集团大刘煤矿沈习

军30703010903中级财政税收江苏天能集团公司萧挽永固煤矿

杨荷玲30103100716中级工商管理江苏天能集团供销公司夏厚

勋30103100202中级工商管理中联巨龙淮海水泥有限公司陈春

丽31503091409中级人力资源中联巨龙淮海水泥有限公司李

虎31603013106中级邮电经济徐州电信分公司监察审计室师

倩31603013108中级邮电经济徐州电信分公司裴伟31603011616

中级邮电经济徐州电信分公司郭绍伟30103100321中级工商管

理徐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处程李静31503090824中级人

力资源徐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朱方鹏31503091322中级

人力资源徐州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李欣洁31503090923中

级人力资源徐州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马鹏30703011208中

级财政税收徐州市国家税务局朱向忠30703019122中级财政税

收徐州市国家税务局黄建30703011112中级财政税收徐州市国

家税务局王明洁30903121824中级金融徐州交行孙茂

猛30903122301中级金融徐州交行陈邦英30903120221中级金融

徐州交行张军30903121425中级金融徐州交行张传

梅30903121121中级金融徐州交行戚大为30903121520中级金融

徐州交行许秀30903120818中级金融徐州交行吴继

猛30103101205中级工商管理江苏徐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罗天

悦31103129110中级运输水路徐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周

磊30103100705中级工商管理徐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李

强30103100206中级工商管理徐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杨



颖31503091911中级人力资源徐州机务段曾凡昌30303101904中

级商业经济徐州铁路嘉利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李晓

艳31303129314中级运输铁路济南铁路局徐州站邢祥

杰31303122708中级运输铁路济南铁路局徐州供电段孙

满30103101621中级工商管理公路处朱冬30103101208中级工商

管理三环站燕兵婷31503091603中级人力资源徐州市公路工程

总公司滕海燕31503091314中级人力资源徐州市公路工程总公

司胡徐辉31203122401中级运输公路徐州市苏徐客运站务有舞

责任公司阚伟志31203122505中级运输公路徐州市交通运输管

理处陈志光31203122622中级运输公路徐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处

刘辉31203122402中级运输公路徐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处王

睿31203122617中级运输公路徐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处蒋家

胜31303122717中级运输铁路徐州华润电力有限公司刘继

奎30103100116中级工商管理徐州华润电力有限公司许

震31003129213中级保险中国人保财险徐州市分公司张

敬30903120925中级金融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中心支行王雪

飞30903122322中级金融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中心支行邢

颖30703011016中级财政税收徐州广播电视台赵伟

善31503090223中级人力资源徐州煤矿机械厂赵超30703019117

中级财政税收徐州市兽医卫生监督所吴静30703011013中级财

政税收徐州市林业技术指导站沈小林30103100917中级工商管

理徐州市园林局李惠侠30903122324中级金融徐州市园林风景

管理局邓楠31903129217中级旅游经济江苏省徐州市狮子山楚

王陵管理处乔丽31503099106中级人力资源徐州市淮海食品城

管理处蒋莼30903121805中级金融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孔慧31703092315中级房地产经济徐州中天房地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陈雷32103092615中级建筑经济徐州中兴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牛慧民31203122620中级运输公路徐州市城市客运管理处

曹文多31203122514中级运输公路贾汪区鹿庄收费站苗

旺31003129211中级保险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王

驰31503091524中级人力资源徐州中房房地产公司孙爱

东31503091412中级人力资源徐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单树

垒30303101920中级商业经济徐州市中山堂朱桂珍32103092723

中级建筑经济徐州科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张作雷32103094004

中级建筑经济徐州基桩工程公司洪源31503090322中级人力资

源徐州市招投标交易市场管理中心张华国30103100619中级工

商管理大屯煤电公司姚桥煤矿张登高32103092506中级建筑经

济徐州涨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刘文丽31503092010中级人

力资源紫庄镇工会孙淑梅31503092005中级人力资源徐矿集团

庞庄田业阮娟霞30703011212中级财政税收徐州市渔工贸总公

司陈薇30703011017中级财政税收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徐州

分所姚贵舜30103100803中级工商管理徐州市德力特种钢结构

有限公司赵保军30703011101中级财政税收徐州市鼓楼区财政

局付祥斌31503091611中级人力资源徐工科技权春

燕31503090316中级人力资源徐州市庞庄垃圾卫生处理场管理

处卢丙军31503092109中级人力资源徐州市烟草专卖局马

庆31703094113中级房地产经济徐州市工程咨询中心胡红

雨31603011624中级邮电经济中国网通徐州市分公司张晓

黎30103101714中级工商管理徐州亚伟物资有限公司张玉

倩31503090418中级人力资源徐州徐工金属结构有限公司马雪

敏31503090903中级人力资源徐州市投资总公司高

月31503090408中级人力资源中国矿大岩土公司马继



刚30103101207中级工商管理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寇颍琳30303109215中级商业经济徐州市外商投诉服务中心

肖侠30903120101中级金融徐州建行淮西支行曲芸

萍31503091419中级人力资源徐州铁矿集团劳动人事处王冬

来31503092001中级人力资源徐州供电公司刘继伟30103101201

中级工商管理徐州润发房地产有限公司梁子婧30103100916中

级工商管理徐州友谊商场孟桂云32103094020中级建筑经济徐

州方圆建设监理公司丁庆阳30103100621中级工商管理徐州百

大超市有限公司李志强31503090714中级人力资源徐州市云龙

区市容管理局孙天松32103092517中级建筑经济建设工程监理

公司卢静宇31703092319中级房地产经济徐州市新城区建设指

挥部侯晓巍30703011322中级财政税收徐州市新城区建设指挥

部史永刚30703019120中级财政税收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

所白杨扬31703092420中级房地产经济徐州新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胡艳31703092323中级房地产经济徐州新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刘为祥30203010117中级农业经济新沂市唐店农经管

理服务中心陆永海31203122406中级运输公路徐州公路运输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单雪荻31203122518中级运输公路徐州公路运

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赵志展31203122425中级运输公路徐州公

路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李爱田30303109205中级商业经济国

网新源徐州发电厂朱玉琴31503091702中级人力资源国网新源

徐州发电厂刘培成31503092110中级人力资源国网新源徐州发

电厂孟宪国30903122223中级金融徐州工行吴建玲30903120812

中级金融徐州工行张岳嵩30903120415中级金融徐州工行铜山

新区支行邵荣30903121424中级金融徐州工行戴磊30903121607

中级金融徐州市工行营业部马雪侠30203010617中级农业经济



丰县赵庄农业推广中心邵鹏30903120501中级金融丰县信用联

社李莉30703019106中级财政税收丰县赵庄卫生院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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