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营公司2020年第一批招聘拟录人员公示名单

序号 拟录部门 拟录职位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学历

1 车务部 站务员（男）（应届毕业生） 刘欣宇 430223********1811 本科

2 车务部 站务员（男）（应届毕业生） 孙泽马 430922********2058 本科

3 车务部 站务员（男）（应届毕业生） 何韬 430281********921X 本科

4 车务部 站务员（男）（应届毕业生） 邓旭日 430481********3718 本科

5 车务部 站务员（男）（应届毕业生） 李彦谋 430202********201X 本科

6 车务部 站务员（男）（应届毕业生） 丁刘晨 430722********0019 本科

7 车务部 站务员（男）（应届毕业生） 杨楚一 430203********6013 本科

8 车务部 站务员（男）（应届毕业生） 朱扬帆 430321********7473 本科

9 车务部 站务员（男）（应届毕业生） 张翼宇 430111********031X 本科

10 车务部 站务员（男）（应届毕业生） 李明治 430421********4435 本科

11 车务部 站务员（男）（应届毕业生） 黄坤 430102********3018 硕士研究生

12 车务部 站务员（男）（应届毕业生） 粟佳 431222********5670 本科

13 车务部 站务员（男）（应届毕业生） 周立阳 430111********1339 本科

14 车务部 站务员（男）（应届毕业生） 苟光伟 522131********3414 本科

15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任禹希 430723********5240 本科

16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覃朋婧 452227********028X 本科

17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贺文静 430502********1026 本科

18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刘易 410203********2027 本科

19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向紫微 433124********0027 本科

20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蔡立娟 430524********2760 本科

21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龙蒙 430681********0049 本科

22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邓涔 430523********0048 本科

23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张思琪 430703********9560 本科

24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佘敏毓 430103********1526 本科

25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黄颖 430202********2020 本科

26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张箴言 620202********0228 本科

27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文莞 430221********8128 本科

28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向琴 433101********4586 本科

29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刘瑜煜 430121********7048 本科

30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易雯 430408********2024 本科

31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陶芳婷 430304********3804 本科

32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何玉 430122********6725 本科

33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段雷泓霏 430525********0027 本科



序号 拟录部门 拟录职位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学历

34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宁元 430202********4024 本科

35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杨佳琪 430381********0049 本科

36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曹璐 430102********0521 本科

37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黄佳棋 430521********2384 本科

38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梁瑢 431382********0227 本科

39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甘文宣 430121********7324 本科

40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夏艳 421081********4043 本科

41 车务部 站务员（女）（应届毕业生） 黄子芹 430703********8909 本科

42 线网管控中心 电力调度 程谦 430321********2710 大专

43 线网管控中心 电力调度 李豪志 430523********7652 大专

44 线网管控中心 环控调度 唐云武 431124********8133 大专

45 线网管控中心 环控调度 曾令永 430225********2017 大专

46 车辆部 电客车司机（应届毕业生） 戴佳明 430302********3058 本科

47 车辆部 电客车司机（应届毕业生） 师俊楷 430102********5559 本科

48 车辆部 电客车司机（应届毕业生） 姚羿 430521********001X 本科

49 车辆部 电客车司机（应届毕业生） 金治宇 421003********0530 本科

50 车辆部 电客车司机（应届毕业生） 张帅 432503********5671 本科

51 车辆部 电客车司机（应届毕业生） 苏靖雄 430121********7916 本科

52 车辆部 电客车司机（应届毕业生） 彭柠 431081********135X 本科

53 车辆部 电客车司机（应届毕业生） 傅强 430124********5193 本科

54 车辆部 电客车司机（应届毕业生） 吴若卓 431202********081X 本科

55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钟英正 430181********5516 本科

56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陈裕强 430181********2659 本科

57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吴爱家 430923********1732 本科

58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白晋宇 431202********0834 本科

59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刘敏 430382********2557 本科

60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陈曙 430922********7636 本科

61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黎一帆 430121********5211 本科

62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杨婧钰 430102********0523 本科

63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 张赢 430181********374X 大专

64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 罗昌 430424********2332 大专

65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 陈悦 430122********1122 大专

66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 谭嘉 430721********5218 大专

67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 朱志强 430422********7357 大专

68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 陶浪 430181********7814 大专



序号 拟录部门 拟录职位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学历

69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 胡胜辉 430922********1716 本科

70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 陈梓文 430781********0018 大专

71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 何睿 430202********0019 大专

72 车辆部 车辆检修工 李媛 430626********5124 本科

73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谭清港 432503********2799 本科

74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皮浩男 430723********0078 本科

75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黄俊荣 430802********1218 本科

76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陈博文 430521********0741 本科

77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罗晟 431103********0013 本科

78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贺小尧 430521********3798 本科

79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谌运政 431281********0433 本科

80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明航宇 431202********0818 本科

81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王玉骄 432522********0703 本科

82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杨茜 430122********2123 本科

83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肖伟 431021********7530 大专

84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周理 430104********252X 大专

85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龙威 430407********1516 大专

86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罗志文 431023********3311 本科

87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林昌旺 430224********5215 大专

88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杨琪 430525********7432 本科

89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邓涛 430581********8297 本科

90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孙璇 432501********1522 大专

91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肖雨薇 430424********7242 大专

92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黄明珂 430802********0323 大专

93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彭汝健 430724********4632 本科

94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熊师情 430722********162X 本科

95 通号部 信号检修工 刘俊良 431121********0012 本科

96 通号部 通信/自动化检修工 彭盼 431321********0077 大专

97 通号部 通信/自动化检修工 彭竞蕊 430304********0284 本科

98 通号部 通信/自动化检修工 王昌伟 432501********0515 本科

99 通号部 通信/自动化检修工 周浩东 430104********4053 本科

100 通号部 通信/自动化检修工 韩麒 430624********8753 大专

101 通号部 通信/自动化检修工 刘超琦 430681********4010 本科

102 通号部 通信/自动化检修工 段蛟海 430523********0094 大专

103 通号部 通信/自动化检修工 聂文杰 432501********4019 大专



序号 拟录部门 拟录职位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学历

104 通号部 通信/自动化检修工 杨清远 430105********1517 本科

105 通号部 通信/自动化检修工 陆兰 430482********0022 大专

106 通号部 通信/自动化检修工 黄亚明 430124********4614 本科

107 通号部 通信/自动化检修工 王天琦 430122********7811 大专

108 通号部 通信/自动化检修工 刘圣前 430124********2942 本科

109 通号部 通信/自动化检修工 李恩 430802********032X 本科

110 通号部 通信/自动化检修工 杨子江 431228********0015 大专

111 综合机电部 接触网/变电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聂福强 432503********5937 本科

112 综合机电部 接触网/变电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赖琳 533523********2228 本科

113 综合机电部 建筑/线路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何博成 430321********8310 本科

114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向添乐 430121********6319 本科

115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姜孝栋 430821********5430 本科

116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冯诗茜 430203********0246 本科

117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黄骥 430181********8914 本科

118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王慧苹 432501********0521 本科

119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罗佳凌妮 430203********3021 本科

120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胡昊程 430626********2410 本科

121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刘家桢 430981********1814 本科

122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杨泰立 530428********0013 本科

123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应届毕业生） 唐勰 430122********6776 本科

124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李顺 430124********3275 大专

125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关元武 430105********0010 大专

126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邱晓君 430626********2419 大专

127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黄泽源 430105********1513 大专

128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邓超 430724********1112 大专

129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向瑶 433127********7828 本科

130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王文洋 430528********3337 本科

131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袁伟辉 432524********1218 本科

132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罗卿 430124********3734 本科

133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张幸 431223********4415 本科

134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刘洋 511602********4093 大专

135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余亚琳 420117********6781 本科

136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杨广 430624********4011 大专

137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胡志 430105********5614 大专

138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彭孝明 430602********4514 大专



序号 拟录部门 拟录职位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学历

139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彭智清 430121********1015 本科

140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杨博 430122********0012 大专

141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钱先登 430581********0518 本科

142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黄凯 430522********0016 大专

143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范宇翔 430304********2558 本科

144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蔡晶伟 430481********0051 大专

145 综合机电部 机电检修工 赵超 430421********003X 大专

146 综合机电部 接触网工程师 陈立群 430407********1517 本科

147 综合机电部 接触网工程师 彭思童 430723********0013 本科

148 综合机电部 探伤工 李俊衡 430408********0011 大专

149 综合机电部 探伤工 方佳琪 430405********3052 本科

150 企业管理部 信息管理工程师 张力文 320322********3863 硕士研究生

151 企业管理部 信息管理工程师 杨春梅 350825********4569 硕士研究生

152 安全监察部 消防监察 郭浩 430482********9337 本科

153 安全监察部 设备监察 曾博 430281********6615 本科

154 技术部 计量检定技术员 杨紫怡 430304********4022 本科

155 财务部 费用会计（应届毕业生） 吕思冉 430111********0771 硕士研究生

156 财务部 收入会计 游玲玲 421125********4029 本科

157 监察审计部 纪检宣传（应届毕业生） 盛欣 430121********152X 硕士研究生

158 人力资源部 培训管理 张延 430723********0438 本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