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网信办所属部分在京事业单位2021年度公开招聘拟聘用工作人员名单
（校园招聘，按准考证号排序）

序号 岗位及代码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毕业院校 学历学位 专业

1

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
网络应急管理岗（京外生源，岗位代码001）

张强 男 0101000010 武汉大学 硕士研究生 新闻与传播学

2 王艺遥 女 0101000011 北京大学 硕士研究生 法律硕士（非法学）

3 尚伟 男 0101000205 河北大学 硕士研究生 传播学

4 于鹏 男 010100047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硕士研究生 法律（非法学）

5 黄瑜娜 女 0101000505 中央财经大学 硕士研究生 传媒经济学

6 孙博闻 男 0101000525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硕士研究生 行政管理

7 杨帆 男 0101000528 北京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传播学

8 吕苏燕 女 0101001035 北京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新闻与传播

9 刘彤 女 0101001072 南开大学 硕士研究生 旅游管理

10 刘宛欣 女 0101001087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研究生 劳动经济学

11 张静源 女 0101001134 北京外国语大学 硕士研究生 外交学

12 张婷婷 女 0101001138 中央财经大学 硕士研究生 人口学

13 樊洁 女 0101001269 清华大学 硕士研究生 中国语言文学

14 门子梦 女 0101001337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硕士研究生 财政学

15 王璟悦 女 0101001351 天津大学 硕士研究生 食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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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岗位及代码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毕业院校 学历学位 专业

16

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
网络技术保障岗（京外生源，岗位代码002）

杨俊楠 女 0102000032 北京理工大学 硕士研究生 电子与通信工程

17 王安琦 男 0102000059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大学学士 通信工程

18 郭宇宁 女 0102000105 中国传媒大学 硕士研究生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 程静文 女 0102000131 北京工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 计算机技术

20 陈晨 女 0102000149 北京邮电大学 硕士研究生 计算机技术

21 郭安超 男 0102000232 北京邮电大学 硕士研究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2

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
综合管理岗（京内生源，岗位代码003）

李宸 男 0103000041 北京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法律（非法学）

23 刘楠 女 010300018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硕士研究生 税务

24 赵鲲洋 女 0103000199 烟台大学 硕士研究生 法学

25 胡悦 女 0103000241 北京外国语大学 硕士研究生 国际商务

26 张梦茜 女 0103000315 湘潭大学 大学学士 金融学

27 杨晔 女 0103000361 北京建筑大学 大学学士 工商管理

28 陈兆铉 男 0103000375 北京印刷学院 大学学士 工业设计

29 吴雪艳 女 010300041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硕士研究生 犯罪学

30 卓丽 女 0103000437 外交学院 硕士研究生 外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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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岗位及代码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毕业院校 学历学位 专业

31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信息宣传岗（京内生源，岗位代码004） 张珊 女 0504000002 北京城市学院 大学学士 传播学

32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信息宣传岗（京外生源，岗位代码005）

赵雪雪 女 0505000309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研究生 社会工作

33 朱玲莉 女 0505000311 中国传媒大学 硕士研究生 传播学

34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国际交流岗（京外生源，岗位代码006） 孙悦 女 0506000042 外交学院 硕士研究生 英语口译

35
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

网络技术保障岗（京内生源，岗位代码007）

李静怡 女 0207000006 北京工商大学 大学学士 软件工程

36 刘卓月 女 020700001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大学学士 软件工程

37

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
网络传播研究岗（京外生源，岗位代码008）

蔡霖 男 0208000001 中国传媒大学 博士研究生 传媒经济学

38 徐亚豪 男 0208000033 北京大学 博士研究生 中国哲学

39 芮旭东 男 0208000103 北京大学 博士研究生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40

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研究岗（京外生源，岗位代码009）

王普 男 020900002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博士研究生 网络空间安全

41 林浩 男 0209000043 北京邮电大学 博士研究生 密码学

42 刘超超 男 0209000048 天津大学 博士研究生 计算机应用技术

43
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

网络法治研究岗（京内生源，岗位代码010）

王奕彤 女 0210000003 中国政法大学 硕士研究生 诉讼法学

44 郭思源 男 0210000023 中国政法大学 博士研究生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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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网信办所属部分在京事业单位2021年度公开招聘拟聘用工作人员名单
（社会招聘，按准考证号排序）

序号 岗位及代码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毕业院校 学历学位 专业 工作单位

1

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
网络应急管理岗（岗位代码001）

朱梦秋 女 0111000024 南京大学 大学学士 新闻学 中国商报社

2 张晶 女 0111000126 中国科学院大学 硕士研究生 化学工艺 北京科技咨询中心

3 魏媛 女 0111000186 北京工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 材料科学与工程 北京吉云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4 郑慧琳 女 0111000248 北京交通大学 硕士研究生 运输与物流 北京京邦达贸易有限公司

5 李宏宇 男 0111000282 北京农学院 大学学士 农林经济管理 北京顺政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6 易晓知 女 0111000288 南开大学 硕士研究生 行政管理 北京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

7 陈凤 女 0111000320 菏泽学院 大学学士 财务管理 待业

8 黄晓晰 女 0111000329 北京师范大学 硕士研究生 日语语言文学 北京市平谷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9 吴瑞丽 女 0111000335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研究生 英语语言文学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0 吴美伦 女 0111000353 哈萨克斯坦里海国立
技术与工程大学

硕士研究生 经济学 中信石油技术开发（北京）有限公司

11 周扬 男 0111000360 美国乔治敦大学 硕士研究生 应用经济学 待业

12 田宇 女 0111000480 波士顿大学 硕士研究生 美国法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13 张沫 男 0111000490 北京工商大学 大学学士 环境工程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14 李泽磊 男 0111000497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大学学士 信息工程 长安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5 张海珠 男 011100053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硕士研究生 车辆工程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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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岗位及代码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毕业院校 学历学位 专业 工作单位

16

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
网络技术保障岗（岗位代码002）

赵永凯 男 0112000010 河北农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 计算机技术 北京中科院软件中心有限公司

17 殷云鹏 男 0112000016 长安大学 硕士研究生 计算机技术 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信息中心

18 陈宁飞 男 0112000045 北京理工大学 硕士 计算机技术 北京普惠职道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9 白舸 男 0112000052 北京交通大学 硕士研究生 通信与信息系统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 刘腾 男 0112000054 北方工业大学 大学学士 数字媒体艺术 北京市房山新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1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信息宣传岗（岗位代码003） 武慧慧 女 051300002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硕士 会计 中关村高科技产业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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