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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8 国有企业公开招聘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 

进入面试范围人员笔试成绩公布 

招考单位 招考岗位 考号 姓名 
笔试成

绩 

公交公司 专业技术人员（动漫设计） 1805114 李萌 49 

公交公司 专业技术人员（动漫设计） 1805175 于文韬 38 

公交公司 专业技术人员（动漫设计） 1805113 张容菲 35 

公交公司 专业技术人员（机械设计） 1805177 姜兴博 52 

热力公司 暖通技术人员 1805285 赵甡 65 

热力公司 暖通技术人员 1805052 邹玉耐 52 

热力公司 暖通技术人员 1805102 秦福鹏 46 

热力公司 暖通技术人员 1805021 纪皓伟 42 

热力公司 暖通技术人员 1805022 顾吉前 40 

热力公司 暖通技术人员 1805108 于嘉兴 38 

银翔物流 财务 1805178 温韶丹 51 

银翔物流 财务 1805232 刘怡辰 46 

银翔物流 关务 1805116 李靖靖 49 

银翔物流 关务 1805115 王雅飞 48 

银翔物流 关务 1805206 于胜文 48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电力） 1805079 李彦廷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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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电力） 1805080 燕永建 73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电力） 1805144 王兆科 62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给排水） 1805239 李忠武 55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给排水） 1805008 邢伟彬 54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给排水） 1805207 宋桂栋 44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环境工程） 1805058 张耀文 69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环境工程） 1805002 姜佳慧 60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环境工程） 1805094 姜祎 57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环境工程） 1805034 刘彦秀 55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环境工程） 1805120 王富强 55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环境工程） 1805266 刘武 55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环境艺术设计） 1805060 姜卓妍 62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环境艺术设计） 1805061 徐学峰 59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环境艺术设计） 1805009 牟思琦 57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环境艺术设计） 1805012 孙菻 55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环境艺术设计） 1805249 鲁佳乐 54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环境艺术设计） 1805279 刘青珂 54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 1805035 谭荣明 73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 1805132 苏海岩 68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 1805074 邢鹏 66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 1805142 于峻野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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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 1805183 初海波 63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 1805072 孙晓光 61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 1805075 孙迪 59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 1805215 王建鑫 56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 1805269 赵鹏 56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 1805069 宋世勇 55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 1805137 赵晓成 55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 1805245 王毅超 55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 1805139 柳栋镨 54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 1805244 曲晓鹏 53 

自来水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 1805268 刘思远 53 

自来水 管理人员（中文类） 1805130 刘薇 74 

自来水 管理人员（中文类） 1805219 赵鹏 73 

自来水 管理人员（中文类） 1805067 赵丹 73 

自来水 管理人员（中文类） 1805187 赵琦 72.5 

自来水 管理人员（中文类） 1805124 王芳 68.5 

自来水 管理人员（中文类） 1805068 杨绍芳 68.5 

自来水 管理人员（中文类） 1805162 李松玲 68 

自来水 管理人员（中文类） 1805064 宁欣 66 

自来水 管理人员（中文类） 1805123 曲晓娜 64 

自来水 管理人员（中文类） 1805263 张骞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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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 管理人员（中文类） 1805096 张丽 63 

自来水 管理人员（中文类） 1805048 姜淑玮 62.5 

自来水 管理人员（中文类） 1805121 孙艺宁 62.5 

自来水 管理人员（中文类） 1805217 杜鹃 61.5 

自来水 管理人员（中文类） 1805218 刘英彤 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