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示

现将 2019 年贵州省（市）第一期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资料员及质量员考生信息成绩公示如下：

2019 年 贵州 省（市）第__一_期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资料员考生信息成绩表

序号 准考证号 姓名 成绩 合格否 性别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类别

1 (ZH+Z)19-09-001 杨开梅 通过 合格 女 52212319851022112X 贵州经明通信工程维护有限公司 资料员

2 (ZH+Z)19-09-002 黄园园 通过 合格 女 52240119980808794X 贵州经明通信工程维护有限公司 资料员

3 (ZH+Z)19-09-003 王成济 通过 合格 男 35058119920926301X 贵州经明通信工程维护有限公司 资料员

4 (ZH+Z)19-09-004 陈强 通过 合格 男 52010219770323341X 贵阳佳讯通信有限公司 资料员

5 (ZH+Z)19-09-007 黄德果 通过 合格 男 522121198705141813 贵阳惠迅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6 (ZH+Z)19-09-008 何汶晋 通过 合格 女 500224199309023341 贵州盈信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7 (ZH+Z)19-09-009 刘明英 通过 合格 女 510228196907223363 贵州盈信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8 (ZH+Z)19-09-010 陶维春 通过 合格 男 510228198301133338 贵州盈信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9 (ZH+Z)19-09-011 谢婷 通过 合格 女 522321199411021520 贵州泰瑞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10 (ZH+Z)19-09-012 郭珊珊 通过 合格 女 421022199002071565 贵州泰瑞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11 (ZH+Z)19-09-013 杨杰 通过 合格 男 522101198106080013 贵州江南航天信息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资料员

12 (ZH+Z)19-09-014 代豪 通过 合格 男 522101199306177615 贵州江南航天信息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资料员

13 (ZH+Z)19-09-015 杨林 通过 合格 男 522129198702275016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员

14 (ZH+Z)19-09-016 熊晓龙 通过 合格 男 522425198812141212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员

15 (ZH+Z)19-09-017 陈宗劲 通过 合格 男 522725198709103011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员

16 (ZH+Z)19-09-018 夏继 通过 合格 男 522128198806262512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员

17 (ZH+Z)19-09-019 王永篁 通过 合格 女 522122197810242423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员

18 (ZH+Z)19-09-020 汤微微 通过 合格 男 522121199005027416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员

19 (ZH+Z)19-09-021 黄佳佳 通过 合格 女 520322199910080087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员

20 (ZH+Z)19-09-022 袁朝远 通过 合格 男 522132196702128517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员

21 (ZH+Z)19-09-023 曹红梅 通过 合格 女 522101197511050841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员

22 (ZH+Z)19-09-024 韩丽娟 通过 合格 女 362226197902153023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员

23 (ZH+Z)19-09-025 周义 通过 合格 男 522224199209263212 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24 (ZH+Z)19-09-026 张光华 通过 合格 男 522121197601022794 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25 (ZH+Z)19-09-027 李智荣 通过 合格 男 520103199812022414 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26 (ZH+Z)19-09-028 袁昌荣 通过 合格 男 522523197310242310 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27 (ZH+Z)19-09-029 罗丹 通过 合格 女 520102198512140821 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28 (ZH+Z)19-09-030 简小琴 通过 合格 女 522228199308112060 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29 (ZH+Z)19-09-031 粟力 通过 合格 男 500382198611131495 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30 (ZH+Z)19-09-032 刘征华 通过 合格 男 520103197211252012 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31 (ZH+Z)19-09-033
刘治念 通过

合格
女 522121199311286221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安顺分

公司
资料员

32 (ZH+Z)19-09-034
巫雄远 通过

合格
男 522701199403131910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黔南分

公司
资料员

33 (ZH+Z)19-09-035
汤琳 通过

合格
女 522701199301011926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黔南分

公司
资料员

34 (ZH+Z)19-09-036
耿和香 通过

合格
男 522427199612032836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黔南分

公司
资料员

35 (ZH+Z)19-09-037
贺鹏 通过

合格
男 522423198809292316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黔南分

公司
资料员

36 (ZH+Z)19-09-038
王悠 通过

合格
女 522601199704010842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黔东南

分公司
资料员

37 (ZH+Z)19-09-039
刘航 通过

合格
男 520113199603240418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黔东南

分公司
资料员

38 (ZH+Z)19-09-040 胡琴 通过 合格 女 522425199206292728 贵州宁通通信有限公司 资料员

39 (ZH+Z)19-09-041 赵晓娟 通过 合格 女 522126197403181526 贵州若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资料员

40 (ZH+Z)19-09-042 王薛稀 通过 合格 女 522101199109080427 贵州若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资料员

41 (ZH+Z)19-09-043 莫文义 通过 合格 女 522701198206211000 贵州若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资料员



42 (ZH+Z)19-09-044 杨崧 通过 合格 男 522701197802220719 贵州若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资料员

43 (ZH+Z)19-09-045 韦桂林 通过 合格 男 522701199107040715 贵州若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资料员

44 (ZH+Z)19-09-046 胡园 通过 合格 男 522132200008210915 贵州若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资料员

45 (ZH+Z)19-09-047 谌艳洁 通过 合格 女 520102200206077422 贵州融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资料员

46 (ZH+Z)19-09-048 娄娇娇 通过 合格 女 522501199507082446 贵州融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资料员

47 (ZH+Z)19-09-049 李玉蓉 通过 合格 女 522422199010130664 贵州瑞捷科技有限公司 资料员

48 (ZH+Z)19-09-050 李继红 通过 合格 女 520102197410212068 贵州瑞捷科技有限公司 资料员

49 (ZH+Z)19-09-051 杜小娟 通过 合格 女 522128198809141521 贵州瑞捷科技有限公司 资料员

50 (ZH+Z)19-09-054 赖威 通过 合格 男 452701198605210315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资料员

51 (ZH+Z)19-09-055 褚鸿鸣 通过 合格 男 520201198104281659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资料员

52 (ZH+Z)19-09-056 甘强华 通过 合格 男 52212419871127091X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资料员

53 (ZH+Z)19-09-057 魏君艳 通过 合格 男 522128198809180045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资料员

54 (ZH+Z)19-09-058 汪沁 通过 合格 女 522221198303201647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资料员

55 (ZH+Z)19-09-059 李云川 通过 合格 男 520114197705170411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资料员

56 (ZH+Z)19-09-060 陈松 通过 合格 男 522129198607245011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资料员

57 (ZH+Z)19-09-061 姜剑 通过 合格 男 520202199008048655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资料员

58 (ZH+Z)19-09-062 张军 通过 合格 男 522222198110210818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资料员



59 (ZH+Z)19-09-063
秦猛 通过

合格
男 522228199612033113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铜仁分

公司
资料员

60 (ZH+Z)19-09-064 胡家莉 通过 合格 女 522425199205125127 贵州烨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资料员

61 (ZH+Z)19-09-065 阎莉 通过 合格 女 522731198910251283 贵州烨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资料员

62 (ZH+Z)19-09-066
康秀钦 通过

合格
女 522121199503201827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遵义分

公司
资料员

63 (ZH+Z)19-09-067
李金昊 通过

合格
男 522121198512230414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遵义分

公司
资料员

64 (ZH+Z)19-09-068
龚光辉 通过

合格
男 522124199301161299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遵义分

公司
资料员

65 (ZH+Z)19-09-069 罗正刚 通过 合格 男 522121198210222435 贵州祥和智能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66 (ZH+Z)19-09-070 徐亚男 通过 合格 女 520202199801020025 贵州祥和智能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67 (ZH+Z)19-09-071 魏子舜 通过 合格 男 520111199303300017 贵阳诚维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资料员

68 (ZH+Z)19-09-072 李硕 通过 合格 男 520121199306250011 贵阳诚维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资料员

69 (ZH+Z)19-09-073 王小菊 通过 合格 女 522123199412213526 贵州正和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70 (ZH+Z)19-09-074 陈梦月 通过 合格 女 522422198607020228 中通友源建设有限公司 资料员

71 (ZH+Z)19-09-075 肖敏 通过 合格 女 522129199308040029 中通友源建设有限公司 资料员

72 (ZH+Z)19-09-076 刘亚鹏 通过 合格 男 412702199901036933 贵州兴盛通信有限公司 资料员

73 (ZH+Z)19-09-077 廖曾权 通过 合格 男 522321199512081215 贵州兴盛通信有限公司 资料员



74 (ZH+Z)19-09-078 唐兴明 通过 合格 男 520111199203163318 贵州中通信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资料员

75 (ZH+Z)19-09-079 朱颖 通过 合格 女 520181199005134822 贵州中通信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资料员

76 (ZH+Z)19-09-080 宋凯 通过 合格 男 522426199403056237 六盘水新惠通服务有限公司 资料员

77 (ZH+Z)19-09-081 赵亮亮 通过 合格 男 142222198406170615 六盘水瑞信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资料员

78 (ZH+Z)19-09-082 常青 通过 合格 男 140581198410034514 六盘水盈旺长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79 (ZH+Z)19-09-083 汪福悦 通过 合格 女 520221199510015006 六盘水双平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资料员

80 (ZH+Z)19-09-084 吕乾秀 通过 合格 女 520202196711143220 贵州飞红达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资料员

81 (ZH+Z)19-09-085 欧建峰 通过 合格 男 520103197411143232 贵阳祥顺通信有限公司 资料员

82 (ZH+Z)19-09-086 袁成松 通过 合格 男 522325199007062019 兴义市诚圆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83 (ZH+Z)19-09-087 张小君 通过 合格 男 500224198410153891 贵州远发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84 (ZH+Z)19-09-088 邓瑞芳
通过

合格 女 522324199505055288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黔西南

分公司
资料员

85 (ZH+Z)19-09-089 韦祖英
通过

合格 女 522326199106010042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黔西南

分公司 资料员

86 (ZH+Z)19-09-090 刘玉玲 通过 合格 女 522401199708017928 贵州江顺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资料员

87 (ZH+Z)19-09-091 陈乔平 未通过 不合格 男 520221198403122397 六盘水双平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资料员



2019 年 贵州 省（市）第__一_期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质量员考生信息报名表

序号 准考证号 姓名 成绩 合格否 性别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类别

1 (ZH+Z)19-09-092 徐航 通过 合格 男 500224199509083891 贵阳佳讯通信有限公司 质量员

2 (ZH+Z)19-09-093 卢汛 通过 合格 男 522129199212183519 贵阳惠迅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3 (ZH+Z)19-09-094 李君 通过 合格 男 520103198208191655 贵阳惠迅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4 (ZH+Z)19-09-095 蒙顺 通过 合格 女 522425198612273026 贵州盈信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5 (ZH+Z)19-09-096 胡伟 通过 合格 男 500224199606163893 贵州盈信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6 (ZH+Z)19-09-097 陆德亮 未通过 不合格 男 510228197309083350 贵州盈信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7 (ZH+Z)19-09-098 朱治国 通过 合格 男 430721196710132217 贵州泰瑞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8 (ZH+Z)19-09-099 李刑警 通过 合格 男 430721197811014310 贵州泰瑞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9 (ZH+Z)19-09-100 许琳生 通过 合格 男 522121198610090857 贵州江南航天信息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质量员

10 (ZH+Z)19-09-101 杨阳 通过 合格 男 522121199301281830 贵州江南航天信息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质量员

11 (ZH+Z)19-09-102 施雪枫 通过 合格 男 450721199807185339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质量员

12 (ZH+Z)19-09-103 方强 通过 合格 男 522123198311291512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质量员

13 (ZH+Z)19-09-104 方成均 通过 合格 男 522123198508251557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质量员

14 (ZH+Z)19-09-105 杨登峰 通过 合格 男 522122199301170811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质量员



15 (ZH+Z)19-09-106 黄志强 通过 合格 男 522122197404060878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质量员

16 (ZH+Z)19-09-107 罗世平 通过 合格 男 522121198806241215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质量员

17 (ZH+Z)19-09-108 黄凤文 通过 合格 男 522122198801080818 贵州江南凯通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质量员

18 (ZH+Z)19-09-109 周兵 违规 违规 男 520113197711032019 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19 (ZH+Z)19-09-110 刘晔 通过 合格 男 520113198010101231 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20 (ZH+Z)19-09-111 吕演 通过 合格 男 520103197610230451 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21 (ZH+Z)19-09-112 李知洋 未通过 不合格 男 520102198703171217 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22 (ZH+Z)19-09-113 陶春宇 通过 合格 男 500224199001233895 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23 (ZH+Z)19-09-114 许刚 通过 合格 男 52010219750428701X 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24 (ZH+Z)19-09-115 宋登勇 通过 合格 男 522425197501053915 贵州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25 (ZH+Z)19-09-116 张禄彪 通过 合格 男 522701198902041915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黔南分

公司
质量员

26 (ZH+Z)19-09-117 吴会忠 通过 合格 男 522724198403030212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黔南分

公司
质量员

27 (ZH+Z)19-09-118 陈应扬 通过 合格 男 522731199409226134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黔南分

公司
质量员

28 (ZH+Z)19-09-119 欧阳开东 通过 合格 男 522732199101259913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黔南分

公司
质量员

29 (ZH+Z)19-09-120 魏嘉兵 通过 合格 男 522701198708100731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黔南分

公司
质量员



30 (ZH+Z)19-09-121 杨胜琪 通过 合格 男 522631198510023112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黔东南

分公司
质量员

31 (ZH+Z)19-09-122 张明 通过 合格 男 522228197607280858 贵州宁通通信有限公司 质量员

32 (ZH+Z)19-09-123 喻 畅 通过 合格 女 520102198502120827 贵州正和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33 (ZH+Z)19-09-124 杨本进 通过 合格 男 522701198107251913 贵州若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员

34 (ZH+Z)19-09-125 杨杰 通过 合格 男 522725199010266110 贵州若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员

35 (ZH+Z)19-09-126 赵以富 通过 合格 男 522121199312160014 贵州若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员

36 (ZH+Z)19-09-127 伍小华 通过 合格 男 522123199410081515 贵州若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员

37 (ZH+Z)19-09-128 杨云兴 通过 合格 男 522121199109017431 贵州若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员

38 (ZH+Z)19-09-129 王方华 通过 合格 男 522121199405213816 贵州若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员

39 (ZH+Z)19-09-130 袁金汉 通过 合格 男 230103197811261335 贵州若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员

40 (ZH+Z)19-09-131 余松 通过 合格 男 522129198212215010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遵义分

公司
质量员

41 (ZH+Z)19-09-132 袁廷刚 通过 合格 男 522121199304242415 贵州祥和智能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42 (ZH+Z)19-09-133 陈明 通过 合格 男 522122199804257214 贵州祥和智能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43 (ZH+Z)19-09-134 王 耀 通过 合格 男 522125199609010012 贵州融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员

44 (ZH+Z)19-09-135 钟 辉 通过 合格 男 520103199312012412 贵州融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员

45 (ZH+Z)19-09-136 刘 华 通过 合格 男 522423199602109638 贵州融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员



46 (ZH+Z)19-09-137 方志星 通过 合格 男 522526198905050055 贵州融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员

47 (ZH+Z)19-09-138 刘焘 通过 合格 男 522423199812263318 贵州瑞捷科技有限公司 质量员

48 (ZH+Z)19-09-139 潘兴顺 通过 合格 男 522628199504075211 贵州瑞捷科技有限公司 质量员

49 (ZH+Z)19-09-140 黄强 缺考 缺考 男 520111199406021811 贵州瑞捷科技有限公司 质量员

50 (ZH+Z)19-09-141 王平招 通过 合格 男 522727198107073911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质量员

51 (ZH+Z)19-09-142 吴泽金 通过 合格 男 62232319851015083X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质量员

52 (ZH+Z)19-09-143 唐贤 通过 合格 男 511223198802013093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质量员

53 (ZH+Z)19-09-144 周建忠 通过 合格 男 512921198510257615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质量员

54 (ZH+Z)19-09-145 李家全 通过 合格 男 522627198606082630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质量员

55 (ZH+Z)19-09-146 李涌杰 通过 合格 男 522629198910170013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质量员

56 (ZH+Z)19-09-147 梁汝慧 通过 合格 男 430223198610177631 贵州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质量员

57 (ZH+Z)19-09-148 张松 通过 合格 男 522225199703100415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铜仁分

公司
质量员

58 (ZH+Z)19-09-149 颜丁 通过 合格 女 321088199506243405 贵州汇成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59 (ZH+Z)19-09-150 王勇 通过 合格 男 522527198712111137 贵州烨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质量员

60 (ZH+Z)19-09-151 沈新梅 通过 合格 女 520113196411080428 贵州烨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质量员

61 (ZH+Z)19-09-152 田昊 通过 合格 男 522127198603170056 贵阳诚维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质量员



62 (ZH+Z)19-09-153 严丽 通过 合格 女 52232619971012162X 贵州源诚利华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员

63 (ZH+Z)19-09-154 陈静 通过 合格 女 522228199008050822 贵州源诚利华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员

64 (ZH+Z)19-09-155 何园清 通过 合格 女 362502198212191444 贵州源诚利华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员

65 (ZH+Z)19-09-156 吴孟 通过 合格 男 522121197803236993 中通友源建设有限公司 质量员

66 (ZH+Z)19-09-157 黄昊 通过 合格 男 522526198602122613 中通友源建设有限公司 质量员

67 (ZH+Z)19-09-158 李双德 通过 合格 男 52222219860521161X 中通友源建设有限公司 质量员

68 (ZH+Z)19-09-159 陈邹 通过 合格 男 522321199310031658 贵州兴盛通信有限公司 质量员

69 (ZH+Z)19-09-160 李永青 未通过 不合格 男 522321199304077633 贵州兴盛通信有限公司 质量员

70 (ZH+Z)19-09-161 何开伟 通过 合格 男 520122198811081214 贵州中通信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质量员

71 (ZH+Z)19-09-162 李德宏 通过 合格 男 520111198610020010 贵州中通信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质量员

72 (ZH+Z)19-09-163 张斌 通过 合格 男 522126198611031519 贵州经明通信工程维护有限公司 质量员

73 (ZH+Z)19-09-164 敖银丹 通过 合格 男 522328198509190410 贵州经明通信工程维护有限公司 质量员

74 (ZH+Z)19-09-165 卢飞 通过 合格 男 522121198106096010 贵州经明通信工程维护有限公司 质量员

75 (ZH+Z)19-09-166 杨威 通过 合格 男 610523198604062010 贵州经明通信工程维护有限公司 质量员

76 (ZH+Z)19-09-167 文荣 通过 合格 男 513224198004203296 贵州经明通信工程维护有限公司 质量员

77 (ZH+Z)19-09-168 陆军 未通过 不合格 男 52020319721001021X 六盘水新惠通服务有限公司 质量员

78 (ZH+Z)19-09-169 黄荣义 通过 合格 男 52242719950318403X 六盘水瑞信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质量员



79 (ZH+Z)19-09-170 李祥 通过 合格 男 520221198412114217 六盘水盈旺长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质量员

80 (ZH+Z)19-09-171 吴玉芹 通过 合格 女 520221197510080167 六盘水恒领网络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质量员

81 (ZH+Z)19-09-172 陈克军 未通过 不合格 男 5205521988092582378 六盘水双平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质量员

82 (ZH+Z)19-09-173 李本霖 通过 合格 男 520202197508140037 贵州飞红达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质量员

83 (ZH+Z)19-09-174 王家奇 通过 合格 男 522701198501160331 贵阳祥顺通信有限公司 质量员


	公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