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和信息化部2017年拟录用公务员名单
职位名称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学历 毕业院校 工作经历 备注

办公厅综合处主任科员及以
下0401001001

余澜明 男 108136022904
研究生

（硕士）
复旦大学

2008.12-2010.11 中国人民解放军63801部队士兵

2016.06至今     江西省电力设计院电气工程师

办公厅部长办公室主任科员
及以下0401001002

刘宁 男 108111241513
研究生

（硕士）
哈尔滨工业

大学
2010.07-2011.09 山西省浮山县第二中学教师（志愿者）

2013.07至今     中国科学院北京综合研究中心职员

办公厅文秘档案处主任科员
及以下0401001003

肖广鹏 男 108144023823
研究生

（硕士）
暨南大学

2011.07-2013.09 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综合部秘书
2013.10至今     广州市城市道路路政管理所综合部干
部

办公厅机要督办处主任科员
及以下0401101001

孟乐 女 108170071229
研究生

（硕士）
首都师范大

学

2010.07-2013.09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助理 2016年国考职位，孟乐
当时怀孕无法完成体
检，暂缓录用并随2017
年的考生一同体检考察

2016.07至今    新疆新时良种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运营中
心员工

办公厅综合调研室主任科员
及以下0401001004

梁博 男 108111820712
研究生

（硕士）
北京大学

2012.07-2013.07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系统总体部职员

2013.07至今    中铁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职员
政策法规司法规处主任科员

及以下0401002001
杨子江 男 108143262905

研究生
（硕士）

中央财经大
学

2013.07至今     华融湘江银行管理培训生

规划司投资处主任科员及以
下0401003001

赵若虚 男 108111460829
研究生

（硕士）
北京师范大

学
2014.07-2017.02 北京市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院干部

规划司工程建设处主任科员
及以下0401003002

季楠 女 108144023702
研究生

（硕士）
武汉大学

2012.07-2014.09 广州市时代宏泰投资有限公司市场部专
员2015.05至今     戴德梁行房地产顾问（广州）有限公司
产业地产部助理经理

规划司综合处主任科员及以
下0401003003

花云涛 男 108133132227
研究生

（硕士）
武汉大学

2010.08-2011.08 贵州开阳县南龙乡政府党政办公室（西
部志愿者）
2013.07-2014.09 浙江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党群工作部党
建宣传主管
2014.09-2015.04 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试
用期干部
2015.10至今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党建及
宣传专员

财务司财务会计处主任科员
及以下0401004001

胡冰菲 女 108111290218
研究生

（硕士）
中央财经大

学
2013.07至今    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双塔村大学生村官

产业政策司产业协调处主任
科员及以下0401005001

赵薛忆 女 108111441609
研究生

（硕士）
中央财经大

学
2013.07-2015.08 中央财经大学助教

产业政策司产业布局处主任
科员及以下0401005002

陈丰 男 108151021614
研究生

（博士）
西南财经大

学

2008.08-2009.06 上海市瑞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2015.07-2016.06 中国人民银行攀枝花市中心支行见习行
员2016.07至今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金融稳定处主任
科员



职位名称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学历 毕业院校 工作经历 备注
科技司技术基础处主任科员

及以下0401006001
高鹏飞 男 108111861206

研究生
（硕士）

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

2013.03至今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信息技术与控制技
术部员工

运行监测协调局应急协调处
主任科员及以下0401007001

郑杰 男 108111191019
研究生

（硕士）
广东工业大

学
2012.07至今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职员

中小企业局综合处主任科员
及以下0401008001

朱立强 男 108139020522
研究生

（硕士）
山东大学

2009.09-2010.10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八大湖劳动保障中
心干部
2010.10-2012.11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政策法规科科员
2012.11-2016.09 山东省石油化学工业协会办公室职员

2016.09至今     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职员
安全生产司综合处主任科员

及以下0401010001
朱鹏程 男 108111902004

研究生
（硕士）

中国农业大
学

2014.07至今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桂家坟村大学生村官

原材料工业司有色金属处主
任科员及以下0401011001

江川 男 108143262119
研究生

（硕士）
中南大学

2014.07-2016.04 中国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材料组设计师
2016.04至今     株洲时代金属制造有限公司项目控制部
副部长

原材料工业司稀土处主任科
员及以下0401011002

胡丹丹 女 108111240623
研究生

（硕士）
北京理工大

学

2011.04-2011.10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材料科技发展中心员
工2011.10至今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北矿新材科技有限公
司员工

消费品工业司综合处主任科
员及以下0401013001

朱蕊 女 108111350230
研究生

（硕士）
中国人民大

学
2013.07至今     北京国信迅捷信息资源开发技术有限公
司高级分析师

电子信息司视听产品处主任
科员及以下0401015001

宋琦 女 108111440318
研究生

（硕士）
北京邮电大

学
2013.04至今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研究院专利工程
师

信息通信管理局互联网处主
任科员及以下0401018001

金海楠 男 108111665922
研究生

（硕士）
圣彼得堡国
立技术大学

2009.05-2010.08 和君集团工程师

2010.08至今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程师

信息通信管理局应急通信与
互联互通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0401018002
牟昌鹏 男 108137040826

研究生
（硕士）

香港中文大
学

2013.08-2015.08 上海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工程管理员

信息通信管理局设备处主任
科员及以下0401018003

阳腾 男 108111240319
研究生

（硕士）
清华大学

2014.07至今     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助
理工程师

无线电管理局综合处主任科
员及以下0401020001

张烁 女 108112151020
研究生

（硕士）
北京邮电大

学
2013.08至今    天津市高速公路管理处联网收费管理中
心干部

人事教育司综合处主任科员
及以下0401022001

燕珺 女 108111350611
研究生

（硕士）
南京大学 2014.08至今     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上海监测站干部

离退休干部局综合处主任科
员及以下0401024001

彭晓宇 男 108134013026 大学本科
北京理工大

学

2013.01-2014.03 安徽金凯新技术拓展有限责任公司职员
2014.04-2015.05 安徽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法律服务中心
职员2015.06-2015.09 安徽省科学家企业家协会职员

2016.07至今     安徽省路网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职位名称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学历 毕业院校 工作经历 备注
离退休干部局党委办公室主
任科员及以下0401024002

黄慧琳 女 108141071326 大学本科 郑州大学
2014.09至今     许昌市交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综合办公
室干部

离退休干部局万寿路活动中
心主任科员及以下

王安琪 女 108133136815 大学本科 上海大学
2014.08至今     浙江省绍兴市青少年事务中心志愿者
协会干部

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办公室主
任科员及以下0501103001

贾方方 女 108113036928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2011.07至今     河北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
会计科员

河北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
管理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0501103002
吴鹏 男 108113034617

研究生
（硕士）

长沙理工大
学

2004.08-2005.04 中国铁通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员工

2005.05至今     中国铁通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员工

内蒙古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办
公室主任科员及以下

0501105001
彭雪飞 女 108115622627 大学本科

内蒙古财经
大学

2012.07-2016.0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分行
员工
2016.07至今     包头银行业协会职员

内蒙古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办
公室主任科员及以下

0501105002
段怡 女 108115626118

研究生
（硕士）

内蒙古师范
大学

2009.10-2013.01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街街道办事处科员

2013.01至今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政府办公室科员

吉林省通信管理局办公室主
任科员及以下0501107001

位朋超 男 108141263922
研究生

（硕士）
河南师范大

学

2010.08-2011.08 河南农业大学华豫学院辅导员

2011.08-2012.12 河南省周口卫校教师

2012.12至今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人社局干部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办公室主
任科员及以下0501109001

鲁璐 女 108131192021 大学本科
浙江财经大

学
2014.07至今     宁波市烟草公司慈溪分公司会计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业务处室
主任科员及以下0501109002

肖逸 男 108132362226 大学本科
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

2009.08-2010.07 南京泛霖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
2010.07-2014.05 泰州东方中国医药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部经理
2015.02至今     泰州橙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张胤 男 108131191424 大学本科
上海交通大

学
2012.06至今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上海分中心员工

福建省通信管理局办公室主
任科员及以下0501113001

陈拓 男 108135021418 大学本科 南京大学

2011.07-2013.07 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编辑

2013.08-2014.08 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记者

2014.09-2017.01 福建省福州市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2017.01至今     福建省福州市委市政府接待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

福建省通信管理局办公室主
任科员及以下0501113002

刘洋 男 108135022829 大学本科
福建农林大

学

2009.07-2011.07 福州中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会计
2011.07至今     福州市晋安区政府采购委员会办公室工
作人员

福建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
发展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0501113003
张贵平 男 108135040618

研究生
（硕士）

南京大学
2014.07至今     福建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科技信息
处科员



职位名称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学历 毕业院校 工作经历 备注
福建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
管理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0501113004
崔艺竞 男 108135020930 大学本科

南京理工大
学

2013.07至今     福建省永泰县烟草专卖局政工管理员

江西省通信管理局办公室主
任科员及以下0501114001

李艳菁 女 108136071615 大学本科 南昌大学

2013.05-2013.12 南昌市博物馆讲解员
2014.01-2015.07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文秘2016.06至今    南昌新世纪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文秘

江西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
管理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0501114002
宋睿 女 108136025008

研究生
（硕士）

中国传媒大
学

2011.07至今    江西广播电视台制播网络运维技术人员

江西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
管理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0501114003
胡潘 男 108136022808

研究生
（硕士）

西南交通大
学

2011.08至今    中国电信江西公司无线网络优化中心无
线网络维护优化工程师

山东省通信管理局政策法规
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0501115001
满玉静 女 108137752518

研究生
（硕士）

西南政法大
学

2014.07-2015.04 银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法务专员

2015.04至今     济南银青置业有限公司法务专员、主管

山东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
管理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0501115002
孙志猛 男 108139024327

研究生
（硕士）

山东大学
2014.07至今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山东分中心工程师

山东省通信管理局青岛市通
信管理局主任科员及以下

0501115003
李鑫 男 108137061126

研究生
（硕士）

北京邮电大
学

2014.07至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青岛分
公司主管

湖南省通信管理局办公室主
任科员及以下0501118001

石屹 男 108143261122 大学本科 湘潭大学

2011.03-2014.0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职员

2014.04-2015.0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城支行职员
2015.06-2016.06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湘
江世纪城支行客户经理

湖南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
发展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0501118002
罗幸 女 108143262105

研究生
（硕士）

湖南大学

2013.07-2016.0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宜春分
公司职员
2016.06-2017.02 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信息管理所
中级雇员
2017.03至今     湖南省宁乡县社会保障卡管理服务中心
试用期人员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
管理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0501119001
王佳慧 女 108136030319

研究生
（硕士）

华北电力大
学

2013.10至今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防震减灾局科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信息通信管理处主任科员及

以下0501120001
莫肇祥 男 108145762622 大学本科 广西大学

2012.09至今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互联网信息安全
中心 科员



职位名称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学历 毕业院校 工作经历 备注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网络安全管理处主任科员及

以下0501120002
梁震北 男 108144023729 大学本科

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

2014.07至今     广东利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游戏研发工
程师

海南省通信管理局业务处室
主任科员及以下0501121001

颜斌 男 108150033602 大学本科
湖南人文科
技学院

2011.08-2015.12 武警河南总队直属支队勤务中队战士

王超华 男 108143282220 大学本科
中国民航大

学
2012.07-至今    中国民用航空西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重庆分局技术保障部职工

重庆市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
管理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0501122001
雷宇 男 108150034326 大学本科 重庆大学

2008.07-2012.1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涪陵分
公司网络部职员
2012.10至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职员

四川省通信管理局政策法规
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彭梦颖 女 108143260603 大学本科 吉林大学 2014.07-2016.08 国基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专案管理专员

甘肃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
管理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0501128001
吕沛春 女 108112071111 大学本科

天津职业技
术师范大学

2014.08至今     鸿富锦精密电子（天津）有限公司技
术支持工程师

青海省通信管理局办公室主
任科员及以下0501129001

秦思洁 女 108163062420 大学本科 红河学院 2013.07至今     中国人民银行海西州中心支行科员

青海省通信管理局政策法规
处主任科员及以下

王超 男 108114070101 大学本科
太原师范学

院
2014.09-2016.12 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张河村村民委员会  
文书

宁夏回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信息通信发展处主任科员及

以下0501130001
李亚囡 女 108164060628 大学本科

华北电力大
学

2012.08-2016.06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银川分
公司贺兰营业部职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网络安全管理处主任科员及

以下0501130002
海南 男 108164060923 大学本科 天津大学

2014.09-2016.08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民政局“三支一
扶”基层扶贫项目志愿者
2016.10至今     中共吴忠市委党校公益性岗位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