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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北京市延庆区委政法委员会 综合管理职位 121745601 李超 男 111170500814 本科
北京市延庆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2
中共北京市延庆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北京市延庆区监察委员会
综合管理职位 121752501 王昕冉 女 111170500309 本科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3
中共北京市延庆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北京市延庆区监察委员会
执纪监督、审

查职位
121752502 肖旭 女 111140702818 硕士研究生 待业

4
中共北京市延庆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北京市延庆区监察委员会
执纪监督、审

查职位
121752502 张伟 男 111170501322 本科

北京市延庆区广播电视中
心

5
中共北京市延庆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北京市延庆区监察委员会
执纪监督、审

查职位
121752502 张潇 女 111052206209 本科 济宁医学院

6
中共北京市延庆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北京市延庆区监察委员会
执纪监督、审

查职位
121752503 酆兆炜 女 111150702121 本科 南开大学

7 北京市延庆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综合经济职位 221745701 吴烨睿 男 111074600410 硕士研究生 北京理工大学

8 北京市延庆区教育委员会 综合管理职位 221745801 陈旭龙 男 111170501923 本科 北京市延庆区香营学校

9 北京市延庆区教育委员会 综合管理职位 221745802 刘学超 男 111170601604 本科 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学校

10 北京市延庆区教育委员会 综合管理职位 221745803 穆璐 女 111110800812 硕士研究生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

国际邮电局

11 北京市延庆区司法局
司法助理员职

位
221745901 白莹 女 111170500809 硕士研究生 延边大学

12 北京市延庆区财政局 综合管理职位 221746001 杨柳风 女 111170500521 本科 北京建筑大学

13 北京市延庆区财政局 支付管理职位 221746002 王怡 女 111180901423 本科 北京联合大学

14 北京市延庆区财政局 支付管理职位 221746002 陈晶晶 女 111160400828 本科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15 北京市延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综合管理职位 221766401 武轾 男 111170500405 本科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

司工程总承包二部

16 北京市延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稽核职位 221766402 张强 女 111170601220 本科
北京八达岭机场管理有限

公司

17 北京市延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居民保险职位 221766403 赫瑞杰 女 111090900221 硕士研究生 重庆大学

18 北京市延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转移接续职位 221766404 郜慧双 女 111170601122 硕士研究生
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镇人

民政府

19 北京市延庆区水务局 规划设计职位 221746101 张丽璇 女 111090301205 硕士研究生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0 北京市延庆区审计局 审计职位 221746201 刘超 女 111170502830 本科 北京市延庆区第五幼儿园

21 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 综合管理职位 221746301 张帅 男 111060102821 硕士研究生 首都体育学院

22 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 综合文秘职位 221746302 邓安然 女 111062800819 硕士研究生 北京语言大学

23 北京市延庆区统计局 统计职位 221746401 刘放 女 111011200328 硕士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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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北京市延庆区统计局 统计职位 221746402 赵则远 女 111170501611 本科 北京联合大学

25 北京市延庆区统计局 统计职位 221746402 刘斌 男 111120101014 硕士研究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26 北京市延庆区统计局 综合管理职位 221746403 贾雅洁 女 111120101408 硕士研究生 中央财经大学

27 北京市延庆区统计局 统计职位 221746404 贺亚威 男 111170502718 本科
北京合力清源科技有限公

司

28 北京市延庆区统计局 统计职位 221746405 叶蒙 女 111151601319 硕士研究生 待业

29 北京市延庆区园林绿化局 综合管理职位 221746501 胡滢滢 女 111170600610 硕士研究生
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人民

政府

30 北京市延庆区民防局 综合文秘职位 221746601 赵豪 男 111170500526 本科 北京联合大学

31 北京市延庆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 监督执法职位 221746701 钟楠 女 111170601718 本科 北京印刷学院

32 北京市延庆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 会计职位 221746702 刘飞仙 女 111110801629 硕士研究生 北京物资学院

33 北京市延庆区百泉街道办事处 综合文秘职位 221746801 刘悦 男 111170502029 本科 待业

34 北京市延庆区百泉街道办事处 城管监察职位 221746802 王宇航 女 111170500412 本科 北京城市学院

35 北京市延庆区百泉街道办事处 城管监察职位 221746802 张帅 男 111170502726 本科 北方工业大学

36 北京市延庆区香水园街道办事处 城管监察职位 221746901 董亚洲 男 111170501125 本科 北京物资学院

37 北京市延庆区大榆树镇人民政府 规划建设职位 221775201 白慧颖 女 111170502507 本科 便利蜂商贸有限公司

38 北京市延庆区大榆树镇人民政府 综合管理职位 221775202 孟晶晶 女 111052200423 硕士研究生 河南大学

39 北京市延庆区大榆树镇人民政府 安全管理职位 221775203 张俊伟 男 111170600920 本科
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人民

政府

40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 城管监察职位 221747001 王景隆 男 111170502316 本科 北京城市学院

41 北京市延庆区康庄镇人民政府 城管监察职位 221747001 李思远 男 111170500423 本科 北京城市学院

42 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人民政府 综合管理职位 221766501 袁翔 女 111120402211 硕士研究生 北京农学院

43 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人民政府 综合管理职位 221766502 李炎琪 女 111170502302 本科
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人

民政府

44 北京市延庆区珍珠泉乡人民政府 综合管理职位 221766601 秦颖 女 111170500305 硕士研究生
北京市延庆区珍珠泉乡人

民政府

45 北京市延庆区档案局 信息工作职位 821747101 冯梦阳 男 111080800426 本科 河北北方学院

46 北京市工商局延庆分局 执法办案职位 212215601 郭浩 男 111170502508 本科 北京城市学院

47 北京市工商局延庆分局 执法办案职位 212215601 胡梓楠 男 111170502705 本科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48 北京市工商局延庆分局 执法办案职位 212215601 王斯琪 女 111170601615 本科 北京建筑大学

49 北京市工商局延庆分局 执法办案职位 212215601 徐雪晨 女 111170502613 本科 湖南理工学院

50 北京市工商局延庆分局 执法办案职位 212215602 张硕 男 111170600510 本科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51 北京市工商局延庆分局 执法办案职位 212215603 卫琪 女 111170601309 本科
北京市延庆区永宁镇人民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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