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2021年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安排

面试考场 面试时间 单位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名

（按姓氏笔
画排序）

报名序号 备注

第一考场

3月24日
（上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自然资源管理职位

213103702

毛熠天 59655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自然资源管理职位 屈恬旭 55487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自然资源管理职位 赵文琪 55658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自然资源管理职位 董雪莹 57518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自然资源管理职位 潘楚良 60134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执法总队 行政执法职位

213105201

王晶 58121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执法总队 行政执法职位 李维新 63346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执法总队 行政执法职位 胡杰克 55908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执法总队 行政执法职位 黄哲姣 63672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执法总队 行政执法职位 奥京 615394

3月24日
（下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政交通管理职位

213103704

王卉 58620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政交通管理职位 刘艺玺 60070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政交通管理职位 刘習美 56789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政交通管理职位 闫慧文 62789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政交通管理职位 杜丽娜 62584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政交通管理职位 邵姜华 57664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政交通管理职位 屈梦军 58722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政交通管理职位 黄米琪 57692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政交通管理职位 寇钊 56345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政交通管理职位 薛晖 61202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东城分局 规划管理职位
223103801

王峰 57641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东城分局 规划管理职位 陆栋 57113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东城分局 规划管理职位 聂华峰 56995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东城分局 财务管理职位

223103802
刘翔 59824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东城分局 财务管理职位 沙金梦 58510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东城分局 财务管理职位 范倩倩 581855



面试考场 面试时间 单位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名

（按姓氏笔
画排序）

报名序号 备注

第一考场

3月25日
（上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自然资源管理职位

213103703

马之野 62522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自然资源管理职位 申琪 56888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自然资源管理职位 李迎晨 60936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自然资源管理职位 余佳 60119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自然资源管理职位 张万钧 60557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自然资源管理职位 张逸冰 57053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自然资源管理职位 张琳慧 57272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自然资源管理职位 陈胜男 62973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自然资源管理职位 赵振宇 62033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自然资源管理职位 胡春蕾 595377

3月25日
（下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213103701

王苗苗 60929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史卜凡 56358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付晴 58366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白小禾 56202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白硕 63877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李婉璐 62689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杨婧雯 58090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余凌欣 606920 调剂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张阳 61744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张凯琦 62189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林晓云 56820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施雯 61977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耿雅洁 61082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高桐 64222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高铭悦 61804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郭一凡 55942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蔺建兰 63055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颜海馨 57224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规划管理职位 潘若莼 630553



面试考场 面试时间 单位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名

（按姓氏笔
画排序）

报名序号 备注

第一考场

3月26日
（上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丰台分局 行政执法职位

223104003

邓雅文 55462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丰台分局 行政执法职位 孙华清 60115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丰台分局 行政执法职位 李甜甜 59899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丰台分局 行政执法职位 张冉 62028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丰台分局 行政执法职位 张丽 61601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丰台分局 行政执法职位 徐静莹 59232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 法制职位

223104301
刘珍 62806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 法制职位 宋周 61007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 法制职位 唐正超 60458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 执法职位

223104305
付越 63683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 执法职位 郑兴 55408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 执法职位 侯瑞宝 614210

3月26日
（下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丰台分局 党建工作职位
223104001

刘艳清 56041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丰台分局 党建工作职位 孙蕊 62440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丰台分局 党建工作职位 武素羽 59650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丰台分局 综合审批职位

223104002
王佳玮 56416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丰台分局 综合审批职位 王晓东 60047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丰台分局 综合审批职位 陈敬光 61239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 审批职位

223104302
李润嘉 57070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 审批职位 种传刚 56297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 审批职位 夏宇杰 63017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 权益管理职位

223104303
张皓楠 64141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 权益管理职位 赵倩男 63588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 权益管理职位 密梁 60685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 财务职位

223104304
王天予 57878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 财务职位 方慧 56406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 财务职位 朱艺园 641502



面试考场 面试时间 单位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名

（按姓氏笔
画排序）

报名序号 备注

第二考场

3月24日
（上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规划编制职位

223158903

王奕文 61641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规划编制职位 王婵媛 62022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规划编制职位 刘丁毅 64890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规划编制职位 李柏林 63926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规划编制职位 张静 57654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规划编制职位 张蕤 61141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规划编制职位
223159001

汤文倩 61484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规划编制职位 李梦迪 57940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规划编制职位 詹雅琳 55742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档案管理职位

223159006
王慧敏 59758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档案管理职位 张瑞子 56851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档案管理职位 赵苗琦 616387

3月24日
（下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综合业务职位

223158905

冯茂林 59190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综合业务职位 许倩茹 55675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综合业务职位 孙宇星 56080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综合业务职位 张欣伟 59431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综合业务职位 张蕾 59910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综合业务职位 岳阳 57250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综合业务职位 周重阳 62863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综合业务职位 赵宝燕 63503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综合业务职位 樊文元 58992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综合业务职位 黎明 59916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执法巡查职位
223159002

王楷乔 62353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执法巡查职位 李骁 60919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执法巡查职位 李倩倩 57848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执法巡查职位 223159007 侯天宇 559906



面试考场 面试时间 单位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名

（按姓氏笔
画排序）

报名序号 备注

第二考场

3月25日
（上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执法巡查职位
223158908

王金龙 62327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执法巡查职位 郑法权 62464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执法巡查职位
223159003

王明贺 55437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执法巡查职位 孙英杰 57005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执法巡查职位 高茁苗 55497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执法巡查职位

223159004
杜广慧 59676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执法巡查职位 张纯 56042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执法巡查职位 张晓雄 59516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执法巡查职位

223159005
冯佳兴 56632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执法巡查职位 乔瑞芳 55922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 执法巡查职位 龚禧 578292

3月25日
（下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业务受理职位

223158906

王伊 55481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业务受理职位 邓冬芳 56392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业务受理职位 刘子婧 59557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业务受理职位 杨博颜 61109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业务受理职位 张岩 62747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业务受理职位 张政 59686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业务受理职位 张骞如 60548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业务受理职位 陈佳音 63052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业务受理职位 郭洋 59687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业务受理职位 谭芊祎 56764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房山分局 不动产登记管理职位

223104203

刘凤屏 62569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房山分局 不动产登记管理职位 苏兰琳 64907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房山分局 不动产登记管理职位 杜希婷 62752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房山分局 不动产登记管理职位 李梦莹 60592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房山分局 不动产登记管理职位 葛炜 63773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房山分局 不动产登记管理职位 魏志巍 571073



面试考场 面试时间 单位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名

（按姓氏笔
画排序）

报名序号 备注

第二考场

3月26日
（上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市政专项管理职位
223158901

邓倩 63733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市政专项管理职位 陈达 56782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市政专项管理职位 姜芮雯 56735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223158904
王宏嘉 57282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王瑾瑜 58558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白安琪 57947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房山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223104201

刘星毅 62871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房山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张雨 63847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房山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罗博文 58587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房山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唐嘉 626675

3月26日
（下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市政交通管理职位
223158902

李璟楠 57699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市政交通管理职位 杨子涵 62465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市政交通管理职位 陈子文 57860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业务受理职位

223158907

王铎 57187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业务受理职位 太万雪 56129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业务受理职位 毛珂 63587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业务受理职位 刘子渐 63340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 业务受理职位 宋艺 63990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房山分局 行政执法职位

223104202

王馨 56136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房山分局 行政执法职位 齐畅 61206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房山分局 行政执法职位 杨菊 60083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房山分局 行政执法职位 张稀梓 63442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房山分局 行政执法职位 温文丽 60698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房山分局 行政执法职位 解建朋 558224



面试考场 面试时间 单位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名

（按姓氏笔
画排序）

报名序号 备注

第三考场

3月24日
（上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海淀分局 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职位

223103902

刘哲达 59993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海淀分局 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职位 孙宇晗 64234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海淀分局 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职位 李琪 61599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海淀分局 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职位 陈璐 55792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海淀分局 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职位 侯宁 60819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海淀分局 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职位 郭蓉 59952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223104102

王辛桐 60484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王慧敏 55617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赵伊静 60282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钟敏 57679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栗雪 61173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展圣洁 613425

3月24日
（下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海淀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223103903

门小雨 61536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海淀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李嘉欣 60916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海淀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武悦 60827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海淀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袁晨 60009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海淀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郭明强 57781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海淀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崔燚 56971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规划实施职位

223104101

王佳仪 59030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规划实施职位 张贤哲 61077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规划实施职位 陈凤 59841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规划实施职位 武超群 59767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规划实施职位 高鸿集 61438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石景山分局 规划实施职位 简嘉隆 61596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海淀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223103901
王子晔 60430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海淀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张安迎 62644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海淀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常爱苹 569393



面试考场 面试时间 单位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名

（按姓氏笔
画排序）

报名序号 备注

第三考场

3月25日
（上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经开区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213105101

付博 57314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经开区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邢泽众 60863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经开区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李抒函 57227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经开区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杨凌 56839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经开区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赵书婕 56340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大兴分局 执法职位

223104504
王昆 63099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大兴分局 执法职位 王济川 60226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大兴分局 执法职位 李默 639047

3月25日
（下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大兴分局 登记职位

223104503

王坤 62639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大兴分局 登记职位 朱紫君 62910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大兴分局 登记职位 杨亚楠 64062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大兴分局 登记职位 何云杰 59082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大兴分局 登记职位 张敏 57030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大兴分局 登记职位 蔡明月 59157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223104601
吉路路 56961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杨琳琳 58077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赵雪薇 60370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223104606

刘凯璐 63611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杜一平 63591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李璨 58651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邱晨辰 63937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张择一 63327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张佳洋 563495



面试考场 面试时间 单位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名

（按姓氏笔
画排序）

报名序号 备注

第三考场

3月26日
（上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大兴分局 规划实施职位
223104501

洪日 62168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大兴分局 规划实施职位 龚子美 57689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大兴分局 规划实施职位 楚立 59608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大兴分局 规划编制职位

223104502
兰烁康 58586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大兴分局 规划编制职位 李晓晴 63955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大兴分局 规划编制职位 高歌 57624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法制管理职位

223104602
郑颖 59762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法制管理职位 孟令辉 61682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法制管理职位 潘荣华 55634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综合审批职位

223104603
马顺昌 57653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综合审批职位 王苇钰 56425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综合审批职位 赵洋 571757

3月26日
（下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综合执法职位
223104604

马玉晶 58462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综合执法职位 闫军 61639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综合执法职位 董岩 56746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执法职位

223104605
孙奉洁 58233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执法职位 孙铭悦 60318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昌平分局 执法职位 麻思齐 59290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密云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1

843104901
尹昊 62397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密云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1 朱琰豪 583903 调剂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密云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1 李云鹤 621934 调剂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密云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2

843104902
杜美昱 629869 调剂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密云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2 李佳 59858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密云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2 张岩 57018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密云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3

843104903
徐澹月 59798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密云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3 高腾灿 629399 调剂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密云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3 焦洋 582383 调剂



面试考场 面试时间 单位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名

（按姓氏笔
画排序）

报名序号 备注

第四考场

3月24日
（上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不动产登记权属调查职位

223158805

牛琳琳 55842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不动产登记权属调查职位 田弋弘 59118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不动产登记权属调查职位 刘陆宇 62140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不动产登记权属调查职位 李婉君 63450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不动产登记权属调查职位 高鑫磊 57807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223104403

王淼 61603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李欣蓉 59294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李馨 59064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张朦 60126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陈靖霏 62044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韩朝 623820

3月24日
（下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 消防设计审查职位

223104401

马金溢 55797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 消防设计审查职位 牛家兴 62796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 消防设计审查职位 朱亚伟 62113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 消防设计审查职位 李陈一 57669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 消防设计审查职位 曹思雨 58290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职位

223158804

卫蒙蒙 61139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职位 王宏伟 58198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职位 曲黎莎 60750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职位 安卫军 59571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职位 宋雅楠 57237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职位 张立展 61423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职位 邵瑞 64325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职位 范学敏 63011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职位 徐晓黎 56973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职位 韩屹 575291



面试考场 面试时间 单位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名

（按姓氏笔
画排序）

报名序号 备注

第四考场

3月25日
（上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查处违法职位

223158803

王洁云 57695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查处违法职位 李俊峰 61008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查处违法职位 杨慧媛 57199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查处违法职位 周延豪 60693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查处违法职位 孟美杉 62644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 规划实施职位

223104402

王奇 59905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 规划实施职位 刘宇峰 60122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 规划实施职位 李昂 59522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 规划实施职位 吴文娟 63744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顺义分局 规划实施职位 高浩 607409

3月25日
（下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市政交通规划编制职位

223158802

丁路通 55622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市政交通规划编制职位 牛之建 60513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市政交通规划编制职位 安怡然 58908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市政交通规划编制职位 苏杰 58168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市政交通规划编制职位 李国帅 57432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市政交通规划编制职位 张汪明 56686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市政交通规划编制职位 武若晨 60988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市政交通规划编制职位 周小仙 57875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市政交通规划编制职位 侯江波 58540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市政交通规划编制职位 穆丹 58733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执法监察管理职位

223104803

王争 60160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执法监察管理职位 王艳芳 59040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执法监察管理职位 刘洪玉 64264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执法监察管理职位 张雪娜 56748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执法监察管理职位 秦黎 59026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执法监察管理职位 谢瑶 629801



面试考场 面试时间 单位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名

（按姓氏笔
画排序）

报名序号 备注

第四考场

3月26日
（上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财务管理职位

223158801

于海龙 59510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财务管理职位 王琪 61312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财务管理职位 刘翔 55648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财务管理职位 张凯莉 55621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财务管理职位 夏焱焱 595180

3月26日
（下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综合实施职位

223104801

邹晓璇 62185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综合实施职位 沈盛楠 612684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综合实施职位 郑丽夏 64037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综合实施职位 黄震 610246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综合实施职位 端木文冉 56197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综合实施职位 默秀卿 63021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223104802
任戈弋 58307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刘青龙 58881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综合管理职位 张思嫚 60428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执法监察管理职位

223104804

许媛媛 58723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执法监察管理职位 吴染 56487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执法监察管理职位 邹佩佩 61545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执法监察管理职位 武力衡 634612 调剂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怀柔分局 执法监察管理职位 娄歌 608881



面试考场 面试时间 单位名称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名

（按姓氏笔
画排序）

报名序号 备注

第五考场

3月24日
（上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平谷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833104701

石姗姗 62711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平谷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孙婷婷 55657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平谷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纪雨杰 60557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平谷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张坤 59433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平谷分局 不动产登记职位 尉阳 60283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延庆分局 执法职位

243105001

王红霖 57559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延庆分局 执法职位 左婧 62019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延庆分局 执法职位 刘美颖 591520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延庆分局 执法职位 闫伟桐 59341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延庆分局 执法职位 孙伟 61745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延庆分局 执法职位 杨跃颖 567504

3月24日
（下午）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平谷分局 土地权籍调查职位

833104702

于文静 56018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平谷分局 土地权籍调查职位 孔维杪 61817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平谷分局 土地权籍调查职位 李颖 582639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平谷分局 土地权籍调查职位 杨兆杰 64541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平谷分局 土地权籍调查职位 徐齐 57091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延庆分局 执法职位

243105002

陈燕 62787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延庆分局 执法职位 郝琪 616168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延庆分局 执法职位 耿鑫 592565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延庆分局 执法职位 康纬楠 584797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延庆分局 执法职位 韩百强 59803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延庆分局 执法职位 程璐 60071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延庆分局 执法职位

243105003
张雨桐 609423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延庆分局 执法职位 胡益豪 621452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延庆分局 执法职位 常宇超 568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