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岗位编码 招聘单位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

杨作栋 20101 小型水库管理中心 青海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本科

昝书林 20101 小型水库管理中心 绥化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本科

李怡然 20102 小型水库管理中心 吉林农业大学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本科

王鑫月 20103 小型水库管理中心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会计学 本科

李月圆 20201 中药材研究中心 郑州工商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郭兴利 20203 猕猴桃研究所(林科所) 福建师范大学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研究生

徐龙平 20301 中药生产办公室 湖北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 本科

张淑怡 20302 中药生产办公室 商丘学院应用科技学院 会计学 本科

杨思鑫 20402 公证处 河南科技大学 法学 本科

李宛萤 20501 供销社（自支) 郑州轻工业大学 会计学 本科

杨帆 20601 接待办公室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会计学 本科

侯珂 20701 审计局下属事业单位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审计学 本科

史进 20701 审计局下属事业单位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本科

邓光伟 20701 审计局下属事业单位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本科

张震 20802 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自支)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学院 土木工程 本科

王燕 20803 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自支) 信阳农林学院 审计学 本科

赵娟 20804 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自支)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张钊菘 20805 地方海事航务中心 黄河交通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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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淅南 20806 地方海事航务中心 南阳理工学院 软件工程 本科

李小慧 20807 地方海事航务中心 河南城建学院 法学 本科

史林 20901 招商局 湖南科技大学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本科

陈静 20901 招商局 郑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科

陈洋 20902 商务服务中心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物流管理 本科

王姿懿 20903 商务服务中心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秘书学 本科

胡友云 21001 扶贫开发服务中心 郑州轻工业学院 网络工程（信息安全） 本科

张思凝 21103 经济作物工作站 沈阳农业大学 农学 本科

刘晟铭 21104 农业农村经营管理局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金融学（保险方向） 本科

杨莹 21105 农业农村局下属事业单位 河南科技大学 动植物检疫 本科

周俊源 21105 农业农村局下属事业单位 河南农业大学 动物科学 本科

杨涵 21105 农业农村局下属事业单位 河南科技大学 动物科学 本科

王普 21201 林业技术推广站 信阳农林学院 林学 本科

谢立朋 21202 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 信阳农林学院 林学 本科

李昊霖 21301 光亮工程管理办公室 合肥工业大学 智能电网信息工程 本科

刘德阳 21302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站 商丘学院 土木工程 本科

李阳 21303 白羽城遗址公园管理所 河南科技学院 风景园林 本科

王江雪 21304 房产管理中心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测绘工程 本科



姓名 岗位编码 招聘单位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

饶晓阁 21305 房产管理中心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本科

李双双 21401 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平顶山学院 物联网工程 本科

葛定权 21402 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安阳师范学院 软件工程 本科

秦佳 21403 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河南理工大学 遥感科学与技术 本科

王阳 21403 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河南理工大学 测绘工程 本科

董俊锋 21404 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安阳工学院 城市规划 本科

刘鹏 21405 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南阳师范学院 土木工程 本科

刘源 21405 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土木工程 本科

刘洋 21502 图书馆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档案学 本科

申博 21601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南阳师范学院 软件工程 本科

靳帅 21701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中心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 本科

姬金果 21702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中心 本科信阳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西北政法大学本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法律（法学）专业 研究生

李安琪 21703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中心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金融学 本科

王莹 21704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中心 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闫曙光 21705 乡镇财政所 郑州大学 会计学 本科

王希 21706 乡镇财政所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 本科

王爽 21801 科技创新中心 大连民族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王乐 21802 科技创新中心 郑州轻工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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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甄妮 21901 来访接待服务中心 安康学院 秘书学 本科

彭子仪 22101 金融服务中心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金融学 本科

王英地 22201 县委党校 西南财经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生

李靓玥 22201 县委党校 重庆大学 行政管理 本科

闫海涵 22301 实施希望工程办公室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 风景园林 本科

贾菡 22401 科技馆 安阳师范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本科

周笑涵 22501 工人俱乐部（自支） 吉林建筑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科

黄薇 22501 工人俱乐部（自支）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艺术设计 本科

赵静 20401 法律援助中心 甘肃政法学院 法律硕士 研究生

徐毓 21501 文广旅局下属事业单位 京畿大学 休闲旅游开发 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