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加强高校毕业生招聘工作的信息公开、过程公开和

结果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国有企业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信息公开的意见》（人社部发

〔2014〕79 号）、《关于印发<北京市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工作

暂行办法>的通知》（京人社毕发〔2018〕37号）等文件有关要求，

经过笔试、面试、体检和考察等程序，初步确定录用王皓等 46

名应届毕业生，现将 2019 年拟录用应届毕业生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 7天（2019 年 7 月 9日—7 月 15日）。拟录用应届毕业

生名单如下（按姓氏字母排列顺序）：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毕业院校 专业 

1 王皓 男 27 硕士 布伦瑞克工业大学 信息工程及控制交通工程 

2 梁雪 男 27 硕士 伍伦贡大学 电气工程 

3 谢琳玉 女 25 硕士 新南威尔士大学 会计学 

4 冯时 男 24 硕士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5 任天昊 男 27 硕士 西澳大学 机械工程 

6 马春英 女 29 硕士 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 机械电子 

7 黄君怡 女 25 硕士 格但斯克工业大学 控制工程和机器人 

8 王彩冉 女 26 硕士 北京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 

9 魏萌 女 24 硕士 华北电力大学 动力工程   

10 韩丹 女 26 硕士 华北电力大学 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 



11 杨娜云 女 26 硕士 华北电力大学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2 穆文雄 男 25 硕士 华北电力大学 机械工程 

13 李博 男 26 硕士 阿德雷德大学 机械工程 

14 王璟轩 男 24 本科 大连交通大学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15 付嘉庆 男 22 本科 北京林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6 罗诚昕 男 22 本科 北京林业大学 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 

17 潘玉峰 男 24 硕士 北京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 

18 王逸之 男 24 硕士 
北京交通大学 

英国伯明翰大学 
电气工程 

19 周晓文 男 29 硕士 北京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20 申晓凤 女 27 硕士 北京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 

21 沃少帅 男 31 硕士 北京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自动化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 张悦 男 25 硕士 北京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 

23 沈鹏 男 28 硕士 北京交通大学 工业设计 

24 吴爽 女 25 硕士 北京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 

25 支晓雨 女 27 硕士 北京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制动） 

26 王业 男 25 硕士 西南交通大学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27 付敬文 男 24 硕士 燕山大学 机械工程 

28 王龙飞 男 27 硕士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机械工程 

29 张雪程 男 23 本科 北京交通大学 车辆工程 

30 潘慧东 男 22 本科 北京交通大学 工业工程 

31 李茁 男 21 本科 北京交通大学 车辆工程 

32 刘雅豪 女 22 本科 西南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33 李彦博 男 24 本科 大连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 

34 王璐 男 22 本科 北京理工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35 徐苾滢 女 21 本科 中国农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36 宋雄俊 男 21 本科 北京邮电大学 机械工程 

37 戴鹏举 男 23 本科 北京邮电大学 自动化 



38 卜祥斌 男 22 本科 哈尔滨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39 田钰 女 22 本科 哈尔滨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40 李杨 女 21 本科 北方工业大学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41 张海旭 男 22 本科 北方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2 李俊辰 男 21 本科 北方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43 王登基 男 22 本科 北方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44 张小龙 男 23 本科 北京建筑大学 车辆工程（城市轨道方向） 

45 张陆阳 男 21 本科 北京邮电大学 机械工程 

46 任蕾福 男 23 本科 北京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公示期间，可以单位或个人名义，通过来电、来信、来访等

方式，向公司人力资源、纪检部门实名举报或反映拟录用应届毕

业生人选的有关情况和问题。如无问题，公司将为符合条件的非

北京生源毕业生办理落户事宜。为便于核实，请举报或反映人署

明单位、姓名和联系电话。 

联 系 人：冯时，徐亚楠 

联系电话：83770742，83770823 

联系邮箱：zbjt_jj@rtte.cn 

通信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五圈路诺德中心 3 期 13 号楼 1102

纪检监察部 

邮政编码：100068 

 

 

              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7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