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黄委水文局事业单位公开招考高校毕业生拟聘人员名单

序号
岗位

代码
岗位名称 姓名 性别 学历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准考证号

1 1501 上游局黑河勘测局水情报汛 薛盼盼 女 本科 西安石油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501010318

2 1502 上游局贵德站水文勘测 李斌 男 本科 兰州交通大学 测绘工程 1502010914

3 1503 上游局唐克站职工教育 雷芸艺 女 本科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503056911

4 1504 上游局军功站财务会计 王博 男 本科 西安培华学院 会计学 1504052412

5 1505 上游局玛多分队水文勘测 石磊 男 本科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土木工程 1505055826

6 1506 上游局黑河勘测局信息宣传 刘思扬 女 本科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

外事学院
商务英语 1506054101

7 1507 上游局大水站水文勘测 刘星 男 本科 广西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07051010

8 1508 上游局唐乃亥站工程运行 罗宝杰 男 本科 安阳工学院 环境设计 1508052008

9 1509 上游局循化站综合管理 马鑫 男 本科 南昌理工学院 工商管理 1509056329

10 1510 上游局玛曲站设施设备管护 裴珂 男 本科 河南科技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

化
1510053122

11 1511 上游局门堂站水文测量 白晨曦 男 大专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1511054602

12 1513 上游局贵德站财务会计 刘家炜 男 大专 商丘工学院 会计 1513050105

13 1514
宁蒙局下河沿站财务与资产管

理
白彬 女 本科 内蒙古师范大学 财务管理 1514052114

14 1516 宁蒙局头道拐站水文勘测 牛浩 男 本科 内蒙古农业大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516055505

15 1517
宁蒙局黑山峡水位站设施设备

管护
林泉 男 大专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517021203

16 1518 中游局白家川站水文勘测 刘恒恒 男 本科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

院
测绘工程 1518053320

17 1519 中游局河曲站设施设备管护 苗国栋 男 本科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

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1519056728

18 1520 中游局温家川站设施设备研发 王涛 男 本科 陕西科技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520010728

19 1521 中游局高家川站水文数据传输 王传延 男 本科 山东中医药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21021726

20 1522 中游局吴堡站财务管理 李政霖 男 本科 西京学院 会计学 1522056106

21 1523 中游局温家川站水文普法 刘文磊 女 本科 吕梁学院 汉语言文学 1523055313

22 1524 中游局子长站财务与资产管理 许晓玲 女 本科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

理学院
财务管理 1524050202

23 1525 中游局府谷站水质监测 郭星阁 男 本科 西安科技大学 矿物加工工程 1525056925

24 1526 中游局延川站水文勘测 王慧 女 大专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

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526050305

25 1527 中游局新庙站水文勘测 张媛 女 大专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

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527054517

26 1529 三门局河津站水文勘测 王璐瑶 女 本科 河南理工大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529056301

27 1530 三门局潼关站水情报汛 刘泉清 男 本科 河南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530058117



序号
岗位

代码
岗位名称 姓名 性别 学历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准考证号

28 1531
三门局天水勘测局科技人才管

理
董润阳 男 本科 西北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1531057510

29 1533 三门局毛家河站水文勘测 张晓丹 女 本科
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

院
测绘工程 1533052626

30 1534 三门局雨落坪站综合管理 沈俊 男 本科 黄淮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1534052115

31 1535 三门局杨家坪站基础设施设计 李林倩 女 本科 长沙理工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535053102

32 1536 三门局社棠站水文勘测 李兰兰 女 本科 甘肃农业大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536010629

33 1537 三门局武山站财务审计 张新慧 女 本科 安阳师范学院 会计学 1537051430

34 1538 三门局龙门站水文勘测 廖光曦 男 大专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

院
工程测量技术 1538054328

35 1539 三门局洪德站水文勘测 丁倪萍 女 大专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

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539057013

36 1540 三门局秦安站水文勘测 蔡辉 男 大专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机电一体化 1540010325

37 1541 河南局夹河滩站水文勘测 魏秀 女 研究生 西安理工大学
水利工程

（水文方向）
1541010203

38 1542 河南局夹河滩站劳动保障 王莹 女 研究生 长春工业大学 社会保障 1542057612

39 1543 河南局五龙口站水文勘测 马广廷 男 本科 上海大学 环境工程 1543055424

40 1544 河南局桥头站财务管理 吉雅琼 女 研究生 伦敦大学学院 比较经济学 1544052302

41 1545 河南局石门峪站财务管理 付媛 女 本科 白城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1545057608

42 1546 河南局韩城站水文基本建设 杨润卿 男 本科
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

技学院
土木工程 1546053414

43 1547 河南局东湾站报汛设施管护 张健 男 本科 郑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通信方向）
1547055705

44 1548 河南局长水站宣传管理 宋伟 女 本科 洛阳理工学院 新闻学 1548050902

45 1549 河南局下河村站水文勘测 马佳琦 女 大专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

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549050408

46 1550 河南局皋落站水文勘测 刘亚哲 男 大专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

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550050214

47 1551
山东局高村站船舶驾驶与管理

维护
吕金闯 男 本科 山东交通学院 轮机工程 1551034518

48 1552 山东局高村站水文地形测绘 杜家辉 男 本科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1552045926

49 1553 山东局孙口站财务会计 赵芳誉 男 研究生 阜阳师范学院 会计 1553044821

50 1554 山东局艾山站经济管理 段瑶 女 研究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数量经济学 1554033107

51 1555 山东局艾山站水生态监测 李振 男 本科 山东农业大学 生态学 1555044805

52 1556 山东局利津站财务管理 刘晓飞 女 本科 青岛科技大学 财务管理 1556050603

53 1557 山东局黄河口勘测局职工管理 王意诚 男 本科 爱荷华大学 心理学 1557045609

54 1558 山东局高村站水文勘测 陈晨 女 大专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

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1558020222

55 1559 山东局孙口站水文勘测 刘慧欣 女 大专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水利工程 1559044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