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岗位 考号 姓名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A002 周洁雯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A007 李佳琪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A008 宋琪妍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A010 曹骏杰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A013 陈春艳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A016 金一凡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A017 鲁盈杉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A018 刘晓敏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A019 彭文语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A025 吴天祥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A026 吴欣宇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A033 汪菁华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A034 刘映阳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A038 唐怡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050 徐辰烨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051 夏沁雅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053 赵美颖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056 彭珂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061 乔一蝶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068 苏卓航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077 何甜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081 夏靓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092 胡源愿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095 蔡冷玥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097 江晨曦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098 吴悠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101 杨冉冉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108 黄雨薇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116 王清霖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117 梁唯颖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118 张憬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119 肖露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121 黄欣媛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128 郑玲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134 栾嘉雯
湖北日报新媒体编辑 A136 幸蓉蓉
湖北日报视频拍摄 B003 王杰
湖北日报视频拍摄 B004 王龙弟
湖北日报视频拍摄 B005 成子栋
湖北日报视频拍摄 B006 赖文晞
湖北日报视频拍摄 B012 石岩
湖北日报视频拍摄 B016 杨千帆
湖北日报视频拍摄 B017 王林鑫
湖北日报视频拍摄 B018 熊磊
湖北日报视频拍摄 B019 陈文瑞
湖北日报视频拍摄 B020 李楚彦
湖北日报视频拍摄 B022 詹重山
湖北日报视频拍摄 B024 黄格

湖北日报视频后期制作/剪辑师 B025 陈瑞昌
湖北日报视频后期制作/剪辑师 B026 王娅茹
湖北日报视频后期制作/剪辑师 B029 喻煜
湖北日报视频后期制作/剪辑师 B031 鲁翩翩

集团办公室行政人员 J017 邵文静



集团办公室行政人员 J018 刘敏尧
集团办公室行政人员 J021 张悦阳
集团办公室行政人员 J023 殷柯
人事部人事专员 J032 李美华
人事部人事专员 J036 罗欢
人事部人事专员 J040 庞子玥
人事部人事专员 J041 张媛媛
人事部人事专员 J045 朱向荣

监察部纪检工作人员 J050 冯鑫垚
监察部纪检工作人员 J054 谢亮亮
监察部纪检工作人员 J058 陈磊
监察部纪检工作人员 J060 宋子文

法务人员 E002 黄巧
法务人员 E006 唐紫微
法务人员 E009 万子萌
法务人员 E014 张唐明慧

技术部前端开发人员 K002 卢叶
技术部前端开发人员 K004 汪秋宇
技术部前端开发人员 K011 陈思园
技术部前端开发人员 K017 李筱
技术部后端开发人员 K021 李师杰
技术部后端开发人员 K024 吕凌宇
技术部后端开发人员 K031 徐筝
技术部后端开发人员 K032 童宽
技术部网络工程师 K039 戴林栩
技术部网络工程师 K044 黄煜东
技术部网络工程师 K045 胡亚飞
技术部网络工程师 K048 范聂霏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11 张小雪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12 杨柳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26 程双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29 冯敏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30 吴威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37 王玉容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39 陈果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44 肖晶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50 梁诗佳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53 徐静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60 闻子沁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64 张萌（1997年）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75 杨红梅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85 李琦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92 杨书琳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94 施雪丽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095 黄敏骢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101 梁欣妮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105 程凤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110 王金科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111 代琦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112 刘苏欣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116 严钰萍
计划财务部财务人员 M119 伍学恒

极目新闻全媒体记者、评论员 A142 刘雨桐
极目新闻全媒体记者、评论员 A148 方佩



极目新闻全媒体记者、评论员 A153 郑姗姗
极目新闻全媒体记者、评论员 A157 江梦晴
极目新闻全媒体记者、评论员 A160 王璐
极目新闻全媒体记者、评论员 A163 刘清清
极目新闻全媒体记者、评论员 A166 周惠明
极目新闻全媒体记者、评论员 A175 王佳文
极目新闻全媒体记者、评论员 A161 胡迪凯
极目新闻全媒体记者、评论员 A165 李玲雅
极目新闻全媒体记者、评论员 A150 王嘉宁
极目新闻全媒体记者、评论员 A155 杨月

极目新闻网络编辑 A194 魏志滢
极目新闻网络编辑 A195 王佳华
极目新闻网络编辑 A197 王俐燃
极目新闻网络编辑 A198 张宏群
极目新闻视频拍摄 B038 李彦邦
极目新闻视频拍摄 B039 徐桂龙
极目新闻视频拍摄 B040 江车
极目新闻视频拍摄 B044 刘博

极目新闻视频后期制作/剪辑师 B046 张珲
极目新闻视频后期制作/剪辑师 B050 张龙
极目新闻视频后期制作/剪辑师 B055 柳之萌
极目新闻视频后期制作/剪辑师 B057 刘慧
极目新闻视频后期制作/剪辑师 B058 张津津
极目新闻视频后期制作/剪辑师 B061 王心怡
极目新闻视频后期制作/剪辑师 B064 周欣
极目新闻视频后期制作/剪辑师 B067 张智杰
极目新闻视频后期制作/剪辑师 B072 贾淑瑞
极目新闻视频后期制作/剪辑师 B073 苏琪

极目新闻文案策划 F010 梁鑫皓
极目新闻文案策划 F011 何虹玫
极目新闻文案策划 F013 陈雅婷
极目新闻文案策划 F017 边晓璇
极目新闻文案策划 F022 程媛媛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199 闵晓瑞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00 张薇娜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03 周倩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05 庹文佳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07 王梦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12 陈峥嵘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13 柯一凡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14 杨升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17 孙巧岩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18 汪旭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24 陈弟弟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26 肖欣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29 胡俊涛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32 刘璐瑶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33 章琼丹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35 涂文櫆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39 曾钰渌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41 马丽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42 万可庆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43 李晓
农村新报全媒体采编人员 A244 陈尉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02 李若林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09 谭静怡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15 朱妍臻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17 叶恒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23 谢良钢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26 秦子惠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32 祝融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37 毛易媛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38 朱臻翊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40 唐天琪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42 李立君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56 王辰琛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62 杜捷宜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63 陈熠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66 戴雪敏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67 黄腾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75 汪凌霄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90 胡怡雯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94 王静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98 张玺凝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099 王双双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108 韩霜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112 周凡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119 王凤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128 祁超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139 李蕴灵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150 黄捷
荆楚网全媒体运营 H157 谯婧洁
荆楚网舆情分析师 C003 李婳婳
荆楚网舆情分析师 C008 熊婷
荆楚网舆情分析师 C010 宋司琦
荆楚网舆情分析师 C011 周杏林
荆楚网舆情分析师 C012 刘梦娜
荆楚网舆情分析师 C014 冷园园
荆楚网舆情分析师 C032 吴钱顺
荆楚网舆情分析师 C040 何威

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技术人员 K052 陈婷婷
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技术人员 K053 王越
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技术人员 K059 柳梦琦
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技术人员 K062 李楚涵
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技术人员 K064 段应龙

特别关注采编人员、《楚天法治》编辑 A332 惠春阳
特别关注采编人员、《楚天法治》编辑 A334 黄蕤
特别关注采编人员、《楚天法治》编辑 A331 王文
特别关注采编人员、《楚天法治》编辑 A329 胡亮
特别关注采编人员、《楚天法治》编辑 A337 张紫璇
特别关注采编人员、《楚天法治》编辑 A339 王锐

特别关注公司英文编辑 G003 苏慧子
特别关注公司英文编辑 G005 郭逸纯
特别关注公司英文编辑 G017 赵煦
特别关注公司英文编辑 G020 张百慧
特别关注公司营销人员 H240 孟珊
特别关注公司营销人员 H242 田瑶
特别关注公司营销人员 H245 刘珺琴



特别关注公司营销人员 H249 熊毅
特别关注公司营销人员 H250 王河山
特别关注公司营销人员 H253 洪俊
特别关注公司营销人员 H254 孙一博
特别关注公司营销人员 H257 莘凤阁
特别关注公司营销人员 H258 谭维
湖北日报广告业务人员 H162 应正东
湖北日报广告业务人员 H163 陶雪莹
湖北日报广告业务人员 H165 李孟亚
湖北日报广告业务人员 H166 徐艺玲
湖北日报广告业务人员 H178 杨彬彬
湖北日报广告业务人员 H180 董爽
湖北日报广告业务人员 H191 洪卓尔
湖北日报广告业务人员 H192 彭铄
湖北日报广告业务人员 H193 余紫晶
湖北日报广告业务人员 H194 李蕾
湖北日报广告业务人员 H197 刘淇
湖北日报广告业务人员 H201 沈格
湖北日报广告业务人员 H205 柳响

湖北日报广告经营中心新媒体制作人员 B107 陈嘉珞
湖北日报广告经营中心新媒体制作人员 B109 王蒙
湖北日报广告经营中心新媒体制作人员 B116 方正
湖北日报广告经营中心新媒体制作人员 B119 陈瑶
湖北日报广告经营中心新媒体制作人员 B121 樊荣
湖北日报广告经营中心新媒体制作人员 B134 田炜琳
湖北日报广告经营中心新媒体制作人员 B138 马天宇
湖北日报广告经营中心新媒体制作人员 B140 涂友成
湖北日报广告经营中心新媒体制作人员 B144 张文逸
湖北日报广告经营中心新媒体制作人员 B146 狄格羽
湖北日报广告经营中心新媒体制作人员 B147 肖阳
湖北日报广告经营中心新媒体制作人员 B150 高子菁
湖北日报广告经营中心新媒体制作人员 B168 凃梦妍
湖北日报广告经营中心新媒体制作人员 B170 张珺婷
湖北日报广告经营中心新媒体制作人员 B173 戴祥瑞

楚天房地产公司设计总监 D001 李雯
楚天房地产公司设计总监 D004 易莹
楚天房地产公司设计总监 D006 谢臣君
楚天房地产公司设计总监 D008 王冲

七一公司培训专员、广告专员 H212 王帆
七一公司培训专员、广告专员 H217 母丹
七一公司培训专员、广告专员 H219 李玉雪
七一公司培训专员、广告专员 H225 邓韦
七一公司培训专员、广告专员 H226 汪宇松
七一公司培训专员、广告专员 H228 汪恩昊
七一公司培训专员、广告专员 H231 周欣
七一公司培训专员、广告专员 H235 杨念

楚天书局文字编辑 A341 张娜
楚天书局文字编辑 A342 宋青夏
楚天书局文字编辑 A343 冯煜
楚天书局文字编辑 A344 黄博
楚天书局文创设计师 L025 李华双
楚天书局文创设计师 L026 付文瑄
楚天书局文创设计师 L027 潘博灿
楚天书局文创设计师 L038 王雅琪



三峡分社全媒体记者 A250 张义
三峡分社全媒体记者 A251 向慧
三峡分社全媒体记者 A252 官文文
三峡分社全媒体记者 A253 刘琪
三峡分社全媒体记者 A255 黄璐
三峡分社全媒体记者 A256 朱君
三峡分社全媒体记者 A259 石芳联
三峡分社全媒体记者 A260 刘子璇
三峡分社全媒体记者 A261 何悦
三峡分社全媒体记者 A262 陈小小
三峡分社全媒体记者 A263 曹丹
三峡分社全媒体记者 A264 王爽
三峡分社全媒体记者 A265 程蓉
三峡分社全媒体记者 A266 姚倩倩
三峡分社全媒体记者 A267 彭琳
三峡分社全媒体记者 A269 朱名木

三峡分社主播 A270 万佳琦
三峡分社主播 A272 邬雯歆
三峡分社主播 A273 申胜辉
三峡分社主播 A274 周晨智
三峡分社主播 A275 刘丹
三峡分社主播 A277 廖梦琰
三峡分社主播 A278 李良娇
三峡分社主播 A279 李静

三峡分社视频拍摄 B077 张珺鹏
三峡分社视频拍摄 B078 李理
三峡分社视频拍摄 B079 王国宇
三峡分社视频拍摄 B080 史杰慧
三峡分社视频拍摄 B081 吴优
三峡分社视频拍摄 B082 朱君仪
三峡分社视频拍摄 B083 闻豪
三峡分社视频拍摄 B084 刘铮
三峡分社视频拍摄 B086 刘念
三峡分社视频拍摄 B087 澹台冬现
三峡分社视频拍摄 B088 陈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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