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单位 姓名 性别 成绩 合格证号

1 江苏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张国华 男 合格 2018--009697
2 江苏微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顾金金 女 合格 2018--009639
3 江苏微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时君 女 合格 2018--009640
4 江苏智恒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陈佳敏 女 合格 2018--009646
5 连云港安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尹丽 女 合格 2018--009633
6 连云港安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张妮 女 合格 2018--009634
7 连云港安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郭慧慧 女 合格 2018--009635
8 南京车喇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阮存亮 男 合格 2018--009636
9 南京车喇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熊纪涛 男 合格 2018--009637
10 南京车喇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华洲 男 合格 2018--009638
11 南通环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黄俊 男 合格 2018--009630
12 南通环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鄂忠元 男 合格 2018--009631
13 南通环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叶卫明 男 合格 2018--009632
14 苏宁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洪鑫梅 女 合格 2018--009644
15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佳慧 女 合格 2018--009643
16 苏州众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姜倩芸 女 合格 2018--009641
17 苏州众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梦醒 女 合格 2018--009642
18 炫彩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张婷婷 女 合格 2018--009627
19 炫彩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戚亚萍 女 合格 2018--009628
20 炫彩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李劼 男 合格 2018--009629
2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眭浩 男 合格 2018--009651
2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赵国忠 男 合格 2018--009652

2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洪泽区分公
司

沈悦 男 合格 2018--009662

2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淮阴区分公
司

陈欣 女 合格 2018--009661

2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朱超 男 合格 2018--009647
2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邹照旭 女 合格 2018--009648
27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闫雨禾 女 合格 2018--009658
2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杜宏亮 男 合格 2018--009698

29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区分公
司

胡惠菊 女 合格 2018--009660

3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浦口区分公
司

任朝阳 男 合格 2018--009659

3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何丹丹 女 合格 2018--009664
3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沭阳分公司 汪剑波 男 合格 2018--009665
3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徐倩 女 合格 2018--009649
3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陈前 男 合格 2018--009650
3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孙荧 男 合格 2018--009653
3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张辉 女 合格 2018--009654
37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物联网分公司 尹娜 女 合格 2018--009668
3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 许彬彬 女 合格 2018--009666
39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 邱军 男 合格 2018--009667
4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盱眙分公司 马俊宇 女 合格 2018--009655
41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盱眙分公司 刘永军 男 合格 2018--009656

第五十四期江苏省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培训班结业人员名单



42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盱眙分公司 潘铮 男 合格 2018--009657
4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分公司 吴玉堂 男 合格 2018--009663

4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无锡市分公
司

陈烨 女 合格 2018--009671

45 中国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 叶斌 男 合格 2018--009669

4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分
公司

朱园园 女 合格 2018--009682

4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分
公司

徐鑫 男 合格 2018--009684

4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分
公司

石琦 男 合格 2018--009685

4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分
公司

柳辰阳 男 合格 2018--009672

5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分
公司

蔡雯欣 女 合格 2018--009674

5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
公司

王袁杰 男 合格 2018--009679

5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
公司

葛浩宇 男 合格 2018--009691

5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
公司

丛林尤 男 合格 2018--009692

5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
公司

王皛 女 合格 2018--009686

5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
公司

马佳艳 女 合格 2018--009687

5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
公司

宋婷 女 合格 2018--009688

5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
公司

刘素娟 女 合格 2018--009690

58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
公司

尹嘉为 男 合格 2018--009675

5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
公司

赵善庆 男 合格 2018--009676

6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
公司

蒲雁翔 女 合格 2018--009678

6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宿迁分
公司

苏旺 男 合格 2018--009681

6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宿迁分
公司

王梦然 男 合格 2018--009695

6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盐城分
公司

尤静 女 合格 2018--009693

6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盐城分
公司

刘荣庭 男 合格 2018--009694

6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镇江分
公司

孙振力 男 合格 2018--009680

66 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分
公司

徐亮 男 合格 2018--009683

67 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宿迁分
公司

吴斯 男 合格 2018--009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