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报考岗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 专业

JZABW01 治安保卫 白洋子 男 1991-06-17 2013-06-30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英语

JZABW02 治安保卫 毕啸风 男 1992-01-07 2019-06-05 武汉科技大学 交通运输

JZABW03 治安保卫 蔡超 男 1988-10-13 2013-06-3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自

学考试）
工商企业管理

JZABW04 治安保卫 陈奥林 男 1994-08-18 2017-07-01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JZABW05 治安保卫 陈景润 女 1997-03-07 2019-06-07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JZABW06 治安保卫 陈康 男 1994-04-30 2019-06-20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测绘工程

JZABW07 治安保卫 陈林洁 男 1993-04-21 2016-06-30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JZABW08 治安保卫 陈实喜 男 1990-03-15 2015-06-30 江汉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JZABW09 治安保卫 陈哲 男 1991-11-15 2014-12-30 武汉大学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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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ABW10 治安保卫 程扬鹏 男 1994-09-26 2018-12-3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国际金融

JZABW11 治安保卫 邓学良 男 1989-07-29 2016-12-3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国际贸易

JZABW12 治安保卫 邓越 男 1992-09-08 2015-06-30 湖北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JZABW13 治安保卫 丁继源 男 1986-03-13 2013-07-01 贵州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JZABW14 治安保卫 丁婷婷 女 1987-04-08 2009-06-30 军事经济学院 会计

JZABW15 治安保卫 丰能 男 1991-10-15 2016-06-30 湖北民族学院 城乡规划

JZABW16 治安保卫 丰钊 男 1995-03-02 2017-06-30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JZABW17 治安保卫 高宇 男 1996-07-19 2018-06-3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侦查学

JZABW18 治安保卫 高园园 男 1989-06-05 2012-07-01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JZABW19 治安保卫 耿国平 男 1994-09-22 2017-06-30 汉口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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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ABW20 治安保卫 郭光群 男 1987-06-27 2008-06-30 长沙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

JZABW21 治安保卫 韩驰 男 1995-06-18 2018-06-15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物流管理

JZABW22 治安保卫 何金辉 男 1994-07-16 2018-06-30 湖北文理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

动化

JZABW23 治安保卫 胡江亚 男 1990-09-11 2015-07-01 长江大学石油学院 石油工程

JZABW24 治安保卫 胡年龙 男 1993-07-25 2016-07-01 河南理工大学 安全工程

JZABW25 治安保卫 黄益鸣 男 1997-12-12 2019-06-30 湖北警官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JZABW26 治安保卫 康佳 男 1992-09-14 2014-12-30 武汉大学 法律

JZABW27 治安保卫 乐洋 男 1991-01-15 2014-07-01 江汉大学 艺术设计

JZABW28 治安保卫 雷琛 男 1989-09-15 2012-06-30 汉口学院 工商管理

JZABW29 治安保卫 雷仁武 男 1990-05-16 2014-06-20 黄冈师范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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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ABW30 治安保卫 李锦 男 1992-11-01 2014-06-30 湖北中医药大学 药物制剂

JZABW31 治安保卫 李舟 男 1991-04-28 2015-07-01 宝鸡文理学院 学前教育

JZABW32 治安保卫 刘函 女 1991-05-31 2014-06-30 湖北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JZABW33 治安保卫 刘林 男 1987-10-11 2015-07-0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会计学

JZABW34 治安保卫 刘世奇 男 1994-10-06 2017-06-15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

JZABW35 治安保卫 刘艺波 男 1987-08-14 2009-07-01 江汉大学 运动训练

JZABW36 治安保卫 路建 男 1991-06-06 2015-07-01 武汉理工大学 通信工程

JZABW37 治安保卫 吕浩然 男 1993-10-10 2016-06-30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汉语言文学

JZABW38 治安保卫 孟祥龙 男 1986-03-13 2015-01-3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行政管理

JZABW39 治安保卫 潘博 男 1993-10-02 2016-06-18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

学院
体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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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ABW40 治安保卫 潘定新 男 1996-12-06 2019-06-30 湖北大学
教育技术学（辅修

法学）

JZABW41 治安保卫 彭新 男 1991-04-08 2014-06-30 黄冈师范学院 工商管理

JZABW42 治安保卫 任俞 男 1990-05-12 2014-07-01 南昌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JZABW43 治安保卫 帅杰 男 1996-04-09 2018-06-20 湖北警官学院 刑事侦察

JZABW44 治安保卫 万振 男 1994-06-17 2019-07-07 武汉体育学院 篮球专业

JZABW45 治安保卫 王骞 男 1990-12-30 2015-06-03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JZABW46 治安保卫 王世鹏 男 1992-06-02 2017-06-20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生物科学

JZABW47 治安保卫 王籽竣 男 1986-11-22 2013-06-30 武汉大学（自考） 行政管理学

JZABW48 治安保卫 魏鹏 男 1988-07-11 2012-07-01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航海技术

JZABW49 治安保卫 吴乐平 男 1987-08-16 2010-07-01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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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ABW50 治安保卫 吴远翔 男 1997-10-17 2019-06-20 湖北警官学院
治安学（交通管理

方向）

JZABW51 治安保卫 熊勇 男 1993-10-15 2016-06-30 武汉大学 法律

JZABW52 治安保卫 熊振宇 男 1991-02-09 2013-06-20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

术

JZABW53 治安保卫 严佳琦 男 1996-05-21 2018-06-07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JZABW54 治安保卫 杨建涛 男 1994-05-17 2018-06-30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

学院
体育教育

JZABW55 治安保卫 杨学良 男 1991-03-06 2015-07-01 淮南师范学院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JZABW56 治安保卫 姚磊 男 1991-07-25 2015-06-01 长江大学 建筑

JZABW57 治安保卫 殷中扬 男 1993-05-19 2015-06-30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

JZABW58 治安保卫 张浩文 男 1994-02-23 2017-06-30 西昌学院 体育教育

JZABW59 治安保卫 张华伟 男 1993-09-26 2019-07-01 武汉科技大学 车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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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ABW60 治安保卫 张晖 男 1986-03-11 2008-07-15 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 车辆工程

JZABW61 治安保卫 张京武 男 1991-10-01 2014-06-10 三峡大学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JZABW62 治安保卫 张希 男 1991-07-18 2017-06-30 江汉大学 英语

JZABW63 治安保卫 赵凯 男 1989-02-15 2012-06-3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企业管理

JZABW64 治安保卫 赵英 男 1988-10-01 2011-07-15 武汉理工大学 航海技术

JZABW65 治安保卫 郑明昊 男 1995-08-15 2018-07-13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

JZABW66 治安保卫 郑锡巧 男 1992-08-01 2019-06-30 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

JZABW67 治安保卫 郑兴 男 1997-02-09 2019-06-30 武汉商学院 体育经济与管理

JZABW68 治安保卫 朱华杰 男 1993-08-28 2019-06-30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

JZABW69 治安保卫 邹典龙 男 1988-10-22 2010-01-31 武汉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