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门］06年经济师考试合格证书4月5日-16日办理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6/2021_2022__EF_BC_BB_

E8_8D_86_E9_97_A8_EF_c49_206515.htm 2006年经济师办证工

作已经开始。请成绩合格人员于2007年4月5日16日（双休日

除外）带近期免冠一寸照片和二寸照片各一张、准考证、符

合条件的毕业证书原件、职称证书原件及免试条件证明等，

到市人事考试中心一楼服务大厅办理资格证书手续，过期不

予办理。 县市区考生按照县市人事考试中心要求，在当地办

理。成绩查询及相关问题咨询电话：2333495 荆门市人事考试

中心 附件：合格人员名单 姓 名 工作单位 报名序号 时志浩 金

石炼建公司 1004 陈纯 建行荆门分行 1006 胡名良 公路二局一

处 1008 柳中艳 农行向阳支行 1009 陈达 第六零五所 1010 赵丽

娟 荆门石化运输 1012 王磊 荆门市金贸资 1013 闫雁 荆门建行

石化 1014 张军 荆门建行石化 1016 蒋代珍 荆门建行直属 1018 

陈丽 荆门石油化工 1019 陈卫超 省第三建筑公 1020 孟庆来 中

国石化荆门 1023 李先敏 荆门市皮肤病 1024 刘旭华 国电荆门

热电 1025 王虹 金石炼化建设 1035 黄冬香 金石炼化建设 1037 

杨运杰 荆门石油化工 1038 陈斌 荆门石油化工 1039 杨军祥 荆

门石化总厂 1040 段兵波 中石化荆门分 1045 黄洁 金石炼化建

设 1047 丁官权 荆门国有资产 1048 洪银芳 荆门市金财资 1049 

刘晓珍 荆门石化总厂 1051 吴治国 荆门市城区河 1052 李静 荆

门市工商银 1060 李刚 荆门石化总厂 1064 王德祥 荆门石化总

厂 1065 黄中国 荆门建行 1069 丁蓉 荆门建行 1071 王成 荆门建

行 1072 余娟 荆门建行 1074 姚芳 荆门建行 1076 罗军 荆门建行

1078 肖大虎 荆门建行 1079 何礼宏 荆门建行 1080 熊国栋 荆门



职业技术 1081 刘谊东 中国农业银行 1082 张瑾 荆门市城区河

1085 杨艳丽 金石炼化建设 1087 谭兵 荆门建行城中 1088 关宇

成 荆门建行城中 1089 程俊红 荆门建行城中 1090 鄢翰筠 荆门

建行城中 1091 李辉 荆门市人事局 1094 魏红英 荆门石化总厂

1095 李芳 荆门石化总厂 1098 伍泽蓉 荆门石化总厂 1100 谢小

林 荆门石化总厂 1104 李新 荆门石化总厂 1105 卢君 荆门石化

总厂 1106 刘慧敏 葛洲坝水泥厂 1110 何德平 农发行荆门市

1112 张君 葛洲坝水泥厂 1113 李天兵 荆门建行直属 1115 付艳

芹 荆门建行直属 1116 贾芳芳 荆门建行直属 1119 肖继红 荆门

石化总厂 1120 龚瑞 荆门石化总厂 1121 朱疆 荆门市公路桥

1123 魏月英 荆门石化后勤 1126 赖燕丽 省荆门市清运 1127 贺

东诚 洁北省荆门市 1128 汪芬 中石化荆门分 1135 段毅 中国农

业银行 1136 宋华杰 中国农业银行 1137 刘小莉 中国农业银行

1138 郑爱军 中国农业银行 1140 王芳 中国农业银行 1141 王娟 

中国农业银行 1143 张雪峰 中国农业银行 1144 汪鹏 中国农业

银行 1145 郭俊峰 中国农业银行 1146 巴常锋 中国农业银行

1148 梅春明 中国农业银行 1149 彭鑫 荆门市东宝区 1153 宋洪

亮 中石化荆门分 1156 向辉 中石化荆门分 1157 赵江 中石化荆

门分 1158 郑登峰 中石化荆门分 1159 朱秀文 中石化荆门分

1161 张杰 工商银行石化 1162 李蓉 荆门石化新维 1168 刘伏光 

葛洲坝水泥厂 1169 蒲叶 葛洲坝水泥厂 1170 贾贵兵 荆门市建

设银 1171 丁旭东 荆门市国库集 1172 李刚 中石化荆门分 1174 

盛卫国 荆门宏图特种 1175 张冲 荆门石化总厂 1180 刘艳 中石

化润滑油 1185 朱仙林 国电长源荆门 1186 黄红玲 国电长源荆

门 1188 王道华 荆能电力责任 1194 肖虎 荆能电力责任 1195 徐

刘兵 荆门市审计局 1198 秦晓梅 荆门市审计局 1199 吴章华 荆



门建行 1206 张晓勤 荆门市城区路 1211 全志文 荆门市城区路

1212 刘娟 荆门市城区路 1213 漆鸿 石化荆门分公 1214 李克钺 

荆门东宝供电 1216 冯军 荆门东宝供电 1218 耿艳红 荆门宏图

特种 1219 文观虎 荆门二医 1221 张盛 信息工程学校 1227 张小

刚 漳河管理局 1245 刘千凡 漳河管理局 1251 朱睿 荆门石化力

源 1252 韩霜红 荆门工商银行 1263 覃玲娣 中国农业银行 1265 

刘静 中国农业银行 1267 倪志荣 荆门石化总厂 1271 刘凯 荆门

石陵石化 1273 朱艳芳 荆门市东宝区 1278 陈凤梅 金石炼化建

设 1281 马明 荆门电信 1288 刘云飞 荆门电信 1291 杨晓峰 荆门

电信 1292 王黎莉 荆门市邮政局 1300 邓月娥 国电长源荆门

1302 李斌 荆门石化总厂 1310 高丽霞 荆门石油化工 1313 杨红

昱 荆门市人民银 1319 张涛 荆门市人民银 1320 刘庆时 屈家岭

管理区 1322 朱丹丹 钟祥邮政局 2001 章红 钟祥邮政局 2002 史

可祥 钟祥市地税局 2012 曹宁 钟祥市地税局 2013 向风琴 钟祥

市地税局 2014 宋涛 钟祥市地税局 2015 韦中梅 钟祥市食品药

2017 江红梅 钟祥磷矿财政 2024 罗锋 钟祥市财政局 2030 谢宝

金 钟祥市财政局 2031 陈蓉 钟祥市财政局 2034 虞彬 钟祥市地

方税 2038 陈光伦 钟祥市地方税 2039 胡红梅 钟祥市地税局

2040 管红涛 钟祥农发行 2041 高道进 钟祥市工商银 2045 袁俊

荣 农发行钟祥支 2055 罗修华 中国人民银行 2057 邵爱民 钟祥

市人民银 2059 马清华 中国人民银行 2060 杨朝晖 中国工商银

行 2062 邓红艳 工行钟祥支行 2063 路武 钟祥市工商银 2064 代

长寿 钟祥市石牌镇 2066 邹国华 钟祥市石牌镇 2067 项云春 钟

祥市石牌镇 2068 杨贤琴 钟祥市水产技 2069 周军 钟祥市渔政

监 2070 杨龙 钟祥市人才交 2071 肖燕 钟祥市供电公 2073 季家

新 钟祥市供电公 2076 余全兵 钟祥市供电公 2085 张小英 省钟



祥市供电 2086 李俊涛 钟祥市堤防管 2095 邵东平 温峡水库管

理 2096 陈华 省钟祥市中医 2097 李玉红 钟祥市丰乐镇 2098 胡

金梅 钟祥市市政设 2120 武刚 钟祥市城建环 2122 周玲 钟祥市

土地整 2126 杨菊 钟祥市婚姻登 2135 王修武 钟祥市交通局

2160 康维祥 钟祥市道路运 2173 罗山荣 京山电业公司 3001 戈

洋林 京山供电公司 3003 刘红 京山太子山林 3014 王才燕 京山

建设局 3015 郭小毛 国家电网公司 3022 曾勇 京山电信公司

3027 聂晶 京山电信公司 3028 向纯勇 京山电信公司 3029 关艳

薇 京山电信公司 3030 吴柳林 京山工行 3033 郭朝艳 京山工行

3034 郑小平 沙洋县邮政局 4001 万静 沙洋县邮政局 4002 万鹏 

沙洋县邮政局 4003 张海军 沙洋县邮政局 4004 彭代昌 沙洋县

邮政局 4005 程明 沙洋县邮政局 4006 王亚林 沙洋县电信局

4007 张驰 沙洋县电信局 4008 付明东 沙洋县电信局 4010 罗金

平 沙洋县电信局 4012 张梅 沙洋县人行 4021 王开雁 沙洋县供

电公 4025 刘艳蓉 沙洋县供电公 4026 张鸿雁 沙洋县供电公

4028 刘斌 沙洋县供电公 4029 陈鲲 沙洋县供电公 4030 朱鹏 沈

集镇卫生院 4034 刘黎 沙洋县交通局 4046 雷旎 沙洋工行 4050 

张德龙 沙洋工行 4051 邹霞 沙洋工行 4052 刘波 沙洋工行 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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