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招聘2022年应届高校毕业生资格复审、考察对象名单

序号 投递单位 投递岗位专业 姓名

1 公司机关 烟草科学与工程类 贺欣妍

2 公司机关 化学工程类 华睿

3 公司机关 化学化工类（食品香料合成方向） 张艳辉

4 公司机关 会计审计类 张蓉

5 公司机关 会计审计类 高祎霖

6 公司机关 人力资源管理 汪语瞳

7 公司机关 市场营销类 张家海

8 宝鸡卷烟厂 机械类 刘凯

9 宝鸡卷烟厂 电气和电子信息类 蔡欣展

10 宝鸡卷烟厂 计算机类 高红娟

11 宝鸡卷烟厂 化学化工类 程思佳

12 宝鸡卷烟厂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姚若昕

13 宝鸡卷烟厂 马克思主义及社会学类 李昊泽

14 宝鸡卷烟厂 人力资源管理 李江

15 延安卷烟厂 机械类 黄一航

16 延安卷烟厂 机械类 李燚

17 延安卷烟厂 机械类 李博文

18 延安卷烟厂 机械类 李泽阳

19 延安卷烟厂 电气和电子信息类 姬文雅

20 延安卷烟厂 电气和电子信息类 禹政阳

21 延安卷烟厂 计算机类 党一欣

22 延安卷烟厂 计算机类 赵震

23 延安卷烟厂 化学化工类 薛倩

24 延安卷烟厂 化学化工类 侯雅雯

25 延安卷烟厂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童鑫

26 延安卷烟厂 马克思主义及社会学类 陈思羽

27 延安卷烟厂 马克思主义及社会学类 齐书慧

28 延安卷烟厂 人力资源管理 李鑫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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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递单位 投递岗位专业 姓名

29 延安卷烟厂 会计审计类 张雨

30 汉中卷烟厂 机械类 刘佳伟

31 汉中卷烟厂 机械类 胡晨曦

32 汉中卷烟厂 机械类 朱荣星

33 汉中卷烟厂 机械类 胥中正

34 汉中卷烟厂 电气和电子信息类 郝佳胤

35 汉中卷烟厂 电气和电子信息类 雷亦萌

36 汉中卷烟厂 电气和电子信息类 王佳欢

37 汉中卷烟厂 计算机类 张军

38 汉中卷烟厂 计算机类 邓志伟

39 汉中卷烟厂 化学化工类 郑嘉琛

40 汉中卷烟厂 化学化工类 牛辰

41 汉中卷烟厂 马克思主义及社会学类 张莉

42 汉中卷烟厂 马克思主义及社会学类 刘芮华

43 汉中卷烟厂 人力资源管理 曹鑫

44 汉中卷烟厂 会计审计类 谯芸芸

45 旬阳卷烟厂 机械类 刘荣强

46 旬阳卷烟厂 机械类 王腾飞

47 旬阳卷烟厂 机械类 付一方

48 旬阳卷烟厂 机械类 王雯

49 旬阳卷烟厂 电气和电子信息类 赵继峰

50 旬阳卷烟厂 电气和电子信息类 向汉辰

51 旬阳卷烟厂 电气和电子信息类 刘曼

52 旬阳卷烟厂 计算机类 贺保成

53 旬阳卷烟厂 计算机类 陈旬鹏

54 旬阳卷烟厂 化学化工类 鲁璞

55 旬阳卷烟厂 化学化工类 陈兴雨

56 旬阳卷烟厂 马克思主义及社会学类 刘普娇

57 旬阳卷烟厂 马克思主义及社会学类 程正阳

58 旬阳卷烟厂 人力资源管理 赵昌龙

59 旬阳卷烟厂 会计审计类 陈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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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递单位 投递岗位专业 姓名

60 澄城卷烟厂 机械类 杨科

61 澄城卷烟厂 机械类 王俊强

62 澄城卷烟厂 机械类 杨雪芳

63 澄城卷烟厂 机械类 魏溪汝

64 澄城卷烟厂 电气和电子信息类 范泽鹏

65 澄城卷烟厂 电气和电子信息类 景晨颖

66 澄城卷烟厂 计算机类 陈博

67 澄城卷烟厂 计算机类 王鑫

68 澄城卷烟厂 化学化工类 田梦姣

69 澄城卷烟厂 化学化工类 南蓉

70 澄城卷烟厂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王田田

71 澄城卷烟厂 马克思主义及社会学类 任天禹

72 澄城卷烟厂 马克思主义及社会学类 陶哲

73 澄城卷烟厂 人力资源管理 庞丹

74 澄城卷烟厂 会计审计类 杨培源

75 澄城卷烟厂 会计审计类 罗肖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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