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团公司2021年度经济系列副高级职称评审
通过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1 董雯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总部

2 郭嘉睿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总部

3 李莉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总部

4 王珺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总部

5 柴梦诗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6 管雯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7 蒋忱忱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8 刘永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9 沈娜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10 孙晓飞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11 王倚天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12 魏英能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13 吴章育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14 詹润平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15 张大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16 张泓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17 张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18 周肖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19 杨华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20 沈水玲 中邮信息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1 齐立云 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有限公司

22 朱琳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

23 魏元晶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4 王翠巧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北省分行

25 许秀芬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承德市分行

26 门燕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内蒙古分行

27 景俊清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巴彦淖尔市分行

28 于显振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9 张力勇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30 付娜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辽宁省分行

31 穆立志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辽宁省分行

32 石佳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辽宁省分行

33 王春艳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辽宁省分行

34 史默涵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锦州市分行

35 朱玲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铁岭市分行

36 王敬党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37 刘驰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38 梁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吉林省分行

39 刘丹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吉林省分行

40 袁博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吉林省分行

41 胡玉荣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分公司

42 耿大红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黑龙江省分行

43 王琳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黑龙江省分行

44 李大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绥化市分行

45 金柘苗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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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王京津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47 柳志光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寄递事业部

48 尚仕梅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淮安市寄递事业部

49 潘本楷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泰州市分行

50 夏红青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宿迁市分行

51 方筱萍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52 华慧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培训中心

53 何芬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市分公司

54 胡元华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嘉兴市分公司

55 徐静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衢州市分公司

56 尹含英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嵊州市分公司

57 胡海军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浙江省分行

58 李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浙江省分行

59 许化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嘉兴市分行

60 危雪文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分公司

61 杜静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池州市分公司

62 陶庆余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淮南市分公司

63 汪超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安徽省分行

64 漆颖智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南昌市分公司

65 杨宁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南昌市分公司

66 曹文婵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

67 陈盼诚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

68 刘小宝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

69 钟晓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

70 周兆芳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

71 叶金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吉安市分行

72 宫伟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73 李保军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74 李涛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75 张玉换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76 张梅玲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东省分行

77 赵丛丛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东营市分行

78 许清丽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79 杨建居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晋江市分公司

80 薛素梅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莆田市寄递事业部

81 官伟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福建省分行

82 王昕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福州市分行

83 孙悦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

84 尤圣光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阳市分行

85 赵忠刚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随州市寄递事业部

86 刘登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武汉市分行

87 李明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益阳市分行

88 林瑶璇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89 陶莉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90 吴探芳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河源市分公司

91 莫思淇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肇庆市分公司

92 许艾霖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深圳市寄递事业部

93 郑雪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东省分行

94 齐彩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惠州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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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陈永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阳江市分行

96 陈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97 陈登涛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省分行

98 丁健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99 刘克敏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100 罗启发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101 曾照三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分行

102 陈涛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德阳市机要通信分局

103 陈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省分行

104 肖利雪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贵州省分行

105 邓圣鹏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云南省分行

106 李乔伊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

107 梁小龙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省宝鸡市分公司

108 康宁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甘肃省分行

109 李晶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宁夏区分行

110 李沛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银川市分行

111 王海林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石嘴山市分行

备注：单位以申报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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