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顺义区2021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拟录用人员名单

序号 招聘单位名称 姓名 性别 综合成绩 备注

1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网络监察中心
宋雪鑫 女 71.39 

2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网络监察中心
陈留洋 男 69.70 

3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网络监察中心
倪艳东 女 74.94 

4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网络监察中心
赵永红 女 73.73

5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纪检监察宣传教育中心
孙艳洁 女 74.23 

6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纪检监察宣传教育中心
高博亚 男 70.04 

7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纪检监察宣传教育中心
刘畅 女 71.34 

8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纪检监察宣传教育中心
李伊 女 71.23 

9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纪检监察宣传教育中心
李禹辰 女 69.25 

10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委员会办公室

保密技术服务中心
李欣然 女 72.84 

11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委员会办公室

保密技术服务中心
杨航 女 76.30 

12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委员会组织部

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韩月 女 80.03 

13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委员会组织部

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谢文 女 81.06 

14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宣教服务中心
陈雪书 女 76.59 

15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委员会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机关党建服务中心
王可佳 女 77.19 

16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委员会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机关党建服务中心
钟德钰 男 75.69 

17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委员会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机关党建服务中心
王思文 女 74.59 

18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顺义区委员会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机关党建服务中心
祁谭 女 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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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北京市顺义区妇女联合会
妇女儿童社会服务中心

李玲 女 76.41 

20
北京市顺义区妇女联合会
妇女儿童社会服务中心

范思远 男 74.78 

21
北京市顺义区妇女联合会
妇女儿童社会服务中心

李帅 男 76.46

22
北京市顺义区妇女联合会
妇女儿童社会服务中心

赵玥 女 80.43

23
北京市顺义区妇女联合会
妇女儿童社会服务中心

张子祎 女 76.20

24
北京市顺义区工商业联合会

会员企业服务中心
刘帆 女 78.26 

25
北京市顺义区工商业联合会

会员企业服务中心
李祎婧 女 75.36 

26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对外联络服务中心
盛宇飞 男 77.32 

27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对外联络服务中心
高琛 男 69.58 

28
北京市顺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服务中心
高兴 男 77.18 

29
北京市顺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服务中心
王慧琨 女 69.41 

30
北京市顺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投资项目资金运行服务中心
蔡梦琪 女 76.18 

31
北京市顺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价格认证中心
闫粼 女 78.12 

32
北京市顺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孙和杨 男 74.94 

33
北京市顺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刘子昂 男 71.01 

34
北京市顺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石凯 男 76.04 

35
北京市顺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郭少伟 女 79.78 

36
北京市顺义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王建桢 女 71.59 

37
北京市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大数据中心
王小龙 男 78.95 

38
北京市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大数据中心
楚清源 女 75.47 

39
北京市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大数据中心
杨福泰 男 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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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北京市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大数据中心
张成伟 男 77.77 

41
北京市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大数据中心
宋玉言 男 73.97 

42
北京市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大数据中心
赵昕怡 女 80.62 

43
北京市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大数据中心
付豪 男 80.24 

44
北京市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大数据中心
孙艺 女 79.97 

45
北京市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栾昊宸 女 78.28 

46
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

社会福利事务管理中心
郭涛 男 73.57 

47
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

社会福利事务管理中心
刘子琪 女 74.61 

48
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

社会福利事务管理中心
张云茜 女 75.46 

49
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

社会福利事务管理中心
张雪婷 女 76.34 

50
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

社会福利事务管理中心
王思琪 男 73.52 

51
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

儿童福利院
刘宇航 女 78.13 

52
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

儿童福利院
贠望晴 女 76.01 

53
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

儿童福利院
宣晓彤 女 75.40 

54
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

儿童福利院
柴浩炎 女 74.98 

55
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

儿童福利院
赵丰园 女 79.37 

56
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

儿童福利院
张一琳 女 77.96 

57
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

救助管理站
邵文正 男 75.41 

58
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顺义区民政局

困难群众救助服务指导中心
朱子明 男 75.91 

59
北京市顺义区司法局
行政复议接待中心

孔令琪 女 78.06 

60
北京市顺义区司法局
行政复议接待中心

韩明 女 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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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北京市顺义区司法局
行政复议接待中心

焦爱迪 女 71.82 

62
北京市顺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高级技工学校
卢立明 男 78.72 

63
北京市顺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高级技工学校
马佳丽 女 75.48 

64
北京市顺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住房保障事务中心
刘野 男 74.41 

65
北京市顺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招标投标管理事务中心
张严 女 75.39 

66
北京市顺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招标投标管理事务中心
王佳雯 女 74.04 

67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市政市容建设服务中心
薛鹏 男 78.38 

68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市政市容建设服务中心
李铭基 男 76.32 

69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市政市容建设服务中心
赵黎明 男 78.29 

70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市政市容建设服务中心
刘航 女 74.30 

71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市政市容建设服务中心
刘思宇 女 75.71 

72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市政市容建设服务中心
吴晓晴 女 75.50 

73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市政市容建设服务中心
张满鑫 男 75.88 

74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市政市容建设服务中心
杨玺鸣 男 75.60 

75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城乡环境建设管理事务中心

柏永利 女 75.78 

76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城市道路与交通管理事务中心

卢帅先 男 79.99 

77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城市道路与交通管理事务中心

韩煦 男 77.43 

78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城市道路与交通管理事务中心

梁天歌 女 74.33 

79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城市道路与交通管理事务中心

单昕 女 76.07 

80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城市道路与交通管理事务中心

马尚 男 80.13 

81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城市道路与交通管理事务中心

马梓榕 女 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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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城市道路与交通管理事务中心

王新宇 男 71.63 

83
北京市顺义区水务局

潮白河管理段
张宇 女 77.25

84
北京市顺义区水务局

潮白河管理段
申筱 女 76.28

85
北京市顺义区水务局

水务工程建设服务中心
曹毅 男 78.78

86
北京市顺义区水务局

水务工程建设服务中心
刘希然 男 73.70

87
北京市顺义区农业农村局

新农村建设服务中心
李思偲 女 76.74 

88
北京市顺义区农业农村局

新农村建设服务中心
田炎 女 75.59 

89
北京市顺义区农业农村局

新农村建设服务中心
张雨奥 男 76.49 

90
北京市顺义区农业农村局

新农村建设服务中心
王兆宇 男 73.16 

91
北京市顺义区农业农村局

新农村建设服务中心
高杭 女 72.01 

92
北京市顺义区农业农村局

新农村建设服务中心
晁悦 女 70.91 

93
北京市顺义区农业农村局

农村党建服务中心
马翼 男 75.96 

94
北京市顺义区农业农村局

农村党建服务中心
张灵思 女 69.17 

95
北京市顺义区农业农村局

农村党建服务中心
杨素君 女 68.66 

96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外事服务中心
尹培艺 女 77.88 

97
北京市顺义区商务局

会展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李杉杉 女 76.39 

98
北京市顺义区商务局

会展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丁梓烨 女 74.08 

99
北京市顺义区商务局

会展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张姗 女 71.72 

100
北京市顺义区商务局

会展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何爱华 女 82.31 

101
北京市顺义区商务局

会展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邓立平 女 79.71 

102
北京市顺义区商务局

会展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郝胜 男 7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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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北京市顺义区商务局

会展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王成莉 女 77.13 

104
北京市顺义区商务局
粮食和物资保障中心

王春雨 男 77.00

105
北京市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

博物馆
张怡鸣 女 75.95 

106
北京市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

博物馆
宋柏桦 男 74.80 

107
北京市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

博物馆
潘长焜 男 75.21 

108
北京市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

博物馆
张博文 男 73.00 

109
北京市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

博物馆
高翔 男 71.40 

110
北京市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
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

田琨 男 74.48 

111
北京市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
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

赵旭 男 72.16 

112
北京市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
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

邢启航 男 73.23 

113
北京市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
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

张智博 男 72.91 

114
北京市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

电影放映服务中心
刘亦婧 女 79.11 

115
北京市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

电影放映服务中心
田雨 男 73.59 

116
北京市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

电影放映服务中心
毛子剑 男 73.90 

117
北京市顺义区应急管理局

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灭火事务中心
付童乐 女 77.83 

118
北京市顺义区应急管理局

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灭火事务中心
胡晓 女 76.00 

119
北京市顺义区应急管理局

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灭火事务中心
李博睿 男 79.10 

120
北京市顺义区应急管理局

应急管理事务中心
史岷宝 男 71.14 

121
北京市顺义区应急管理局

应急管理事务中心
刘鹏冲 男 75.24 

122
北京市顺义区应急管理局

应急管理事务中心
付添一 男 69.61 

123
北京市顺义区应急管理局

应急管理事务中心
葛琳 女 7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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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北京市顺义区应急管理局

防汛抗旱事务中心
史天毅 男 75.15 

125
北京市顺义区应急管理局

防汛抗旱事务中心
解妍峰 男 74.50 

126
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检测所
龚子豪 男 84.03 

127
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检测所
徐恪然 男 82.23 

128
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检测所
彭博 男 81.20 

129
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检测所
陈贺 男 82.76 

130
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检测所
李勇 男 81.09 

131
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计量和食品药品检测中心
薛尚卿 男 80.55 

132
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计量和食品药品检测中心
王博 女 74.33 

133
北京市顺义区体育局

体育运动学校
茹志强 男 76.89 

134
北京市顺义区体育局

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张金宇 女 70.09 

135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

义务植树和平原造林管理服务中心
徐楠 女 78.84 

136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

义务植树和平原造林管理服务中心
郭芳荟 女 74.95 

137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

义务植树和平原造林管理服务中心
刘文浩 男 73.78 

138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

义务植树和平原造林管理服务中心
姬佳宁 女 77.48 

139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

义务植树和平原造林管理服务中心
周恒志 女 76.45

140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

义务植树和平原造林管理服务中心
赵铁强 男 80.63

141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

义务植树和平原造林管理服务中心
高冲 男 77.70

142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

义务植树和平原造林管理服务中心
高鹏 女 76.56

143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

义务植树和平原造林管理服务中心
赵煜 女 75.34

144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

义务植树和平原造林管理服务中心
穆莹 女 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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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

义务植树和平原造林管理服务中心
王月 女 73.85

146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局

义务植树和平原造林管理服务中心
刘雨霖 女 73.46

147
北京市顺义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金融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杨玉婷 女 78.31 

148
北京市顺义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张云擎 女 81.03 

149
北京市顺义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王莹 女 79.60 

150
北京市顺义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谷港 女 77.14 

151
北京市顺义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冯梓涵 男 73.64 

152
北京市顺义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陈泽莹 女 73.29 

153
北京市顺义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徐诺 女 71.30 

154
北京市顺义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张妙瑜 女 77.40 

155
北京市顺义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杨云瑶 女 74.94 

156
北京市顺义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郭泽楷 男 74.48 

157
北京市顺义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杨博栋 男 77.94 

158
北京市顺义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张义 男 77.05 

159
北京市顺义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陈璐婷 女 75.29 

160
北京市顺义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高新怡 女 69.82 

161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人防管理事务中心
李金明 男 78.04 

162
北京市顺义区医疗保障局

综合服务中心
杨芳铭 女 71.29 

163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综合服务中心
刘帅 女 76.03 

164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综合服务中心
谢冉 女 70.31 

165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综合服务中心
关昊 男 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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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综合服务中心
张夕冉 女 76.96 

167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综合服务中心
郑璐 男 78.97 

168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综合服务中心
李菲 女 79.29 

169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综合服务中心
孙萌 女 71.11 

170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综合服务中心
任嘉浩 男 80.45 

171 北京市顺义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司惠君 女 75.95 

172 北京市顺义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侯金泉 男 75.28 

173 北京市顺义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贾晨阳 男 71.56 

174 北京市顺义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刘莹 女 74.56 

175 北京市顺义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彭垚 男 74.54 

176 北京市顺义区总部企业和临空经济高端人才服务中心 张欣然 女 68.91 

177 北京市顺义区总部企业和临空经济高端人才服务中心 王家元 男 73.94 

178 北京空港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张利维 女 77.15 

179 北京空港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许俊元 男 75.87 

180 北京市顺义区融媒体中心 李力 女 77.28 

181 北京市顺义区融媒体中心 马跃轩 男 78.10 

182 北京市顺义区融媒体中心 王琪 女 77.43 

183 北京市顺义区融媒体中心 侯凯 男 74.96 

184 北京市顺义区融媒体中心 朱超然 女 70.64 

185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刘惠 女 74.39

186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王栋 男 7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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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王苹 女 78.00

188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高艳丽 女 75.40

189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赵思晨 女 73.20

190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石意 女 72.09

191 北京市顺义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任思堃 女 70.51

192 北京市顺义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段美娇 女 80.10 

193 北京市顺义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汤超楠 女 76.02 

194 北京市顺义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曹棠焱 女 77.76 

195 北京市顺义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杜出 女 76.83 

196 北京市顺义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吴与同 男 77.11 

197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马婷婷 女 85.41 

198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崔鸿宇 男 81.53 

199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王铭萱 女 75.26 

200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赵冰竹 女 71.78 

201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李宝 男 74.91 

202 北京市顺义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李勐 男 72.11 

203
北京市顺义区胜利街道办事处

市民活动中心
李宣 女 71.99 

204
北京市顺义区石园街道办事处

市民服务中心
焦新 男 78.19 

205
北京市顺义区双丰街道办事处

市民服务中心
朱文悦 女 78.18 

206
北京市顺义区双丰街道办事处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金珊珊 女 76.85 

207
北京市顺义区双丰街道办事处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董佳桂 女 6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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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北京市顺义区旺泉街道办事处

市民服务中心
时一忱 女 75.66 

209
北京市顺义区光明街道办事处

市民服务中心
陈齐 男 75.15 

210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街道办事处

市民活动中心
杜红雷 女 72.32 

211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人民政府

市民服务中心
秦怡寒 女 75.38 

212
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人民政府

农村经济服务中心
张开妍 女 78.81 

213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人民政府

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史舒豪 男 73.79 

214
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人民政府

市民服务中心
皮李赛尔 男 70.38 

215
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人民政府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肖兴雨 女 76.61 

216
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王静静 女 76.52 

217
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人民政府

农村经济服务中心
肖铭 男 73.47 

218
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人民政府

市民活动中心
张新宇 男 78.52 

219
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人民政府 

生态服务中心
郭雨涵 女 84.32 

220
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荆秀慧 女 72.19 

221
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人民政府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武京平 女 73.23 

222
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人民政府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姜飞泓 男 74.45 

223
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人民政府

农村经济服务中心
柳云开 男 70.42 

224
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人民政府

农村经济服务中心
郝慧春 女 76.06 

225
北京市顺义区张镇人民政府

农村经济服务中心
李思桐 男 79.20 

226
北京市顺义区北务镇人民政府

市民服务中心
董延伟 男 71.07 

227
北京市顺义区北务镇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李爽 女 74.51 

228
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

市民服务中心
王妍 女 7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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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

市民活动中心
王玉 男 72.14 

230
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张依 女 74.15 

231
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

市民服务中心
杜俊璋 男 74.02 

232
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

市民服务中心
赵新月 女 71.28 

233
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

市民服务中心
王雨清  女 67.30 

234
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

市民服务中心
吴霜 男 76.10 

235
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

市民服务中心
张硕 男 69.70 

236
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张照叶 女 72.33 

237
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人民政府

社区服务中心
刘浩楠 男 74.19 

238
 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镇人民政府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曹羿 男 75.47 

239
 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镇人民政府

市民活动中心
唐刘佳 女 70.26 

240
 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镇人民政府

市民活动中心
张淼 女 78.92 

241
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人民政府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王昊 男 77.97 

242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人民政府

市民活动中心
田金玉 女 76.24 

243
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人民政府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李萌 女 72.64 

244
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人民政府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于涵 男 70.06 

245
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人民政府

市民活动中心
李泽沂 男 73.80 

246
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人民政府

市民活动中心
曹雪静 女 79.84 

247
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田晓哲 男 78.04 

248
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钟玉生 男 75.88 

249
北京市顺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北小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苏悦明 男 7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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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北京市顺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北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晨 女 75.42 

251
北京市顺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胡天祎 女 7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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