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 

拟接收毕业生情况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要求，经过

简历筛选、笔试、面试、面谈、体检、背景调查等程序，经研究，

我公司所属在京单位 2020 年度拟接收毕业生情况公示如下： 

 

二级（三级）单位 姓名 毕业院校 专业 学历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黄昱莹 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 硕士研究生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黄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工商管理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石福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张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贸易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李叆熹 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新翔 中国人民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研究生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郝啸天 北京交通大学 法学 硕士研究生 

国投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张铭航 北京大学 法学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刘凯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财务会计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张振 北京外国语大学 传播学 硕士研究生 

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王州庆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曹上原 中国政法大学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硕士研究生 

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黄新浩 中国人民大学 行政管理 硕士研究生 



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刘海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其他专

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安宇 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许国玺 北京建筑大学 土建施工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胜钰 华侨大学 土建施工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李玮 北京科技大学 土建施工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程孟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电子信息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中投咨询有限公司 高凡 北京交通大学 会计学 硕士研究生 

中投咨询有限公司 唐雨桐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中投咨询有限公司 李佳运 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 硕士研究生 

中投咨询有限公司 侯庆云 北京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中投咨询有限公司 桂增侃 华北电力大学 工业工程 硕士研究生 

中投咨询有限公司 梁超 华北电力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类

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景辉 北京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其他专

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孙旭伦 北京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其他专

业 
硕士研究生 

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李源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类其他专业 大学本科 

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赵天翔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 硕士研究生 

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王会会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其他专

业 
硕士研究生 

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李慧群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会计 硕士研究生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王拓 中国科学院大学 环境工程 硕士研究生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柏孺 厦门大学 法语 大学本科 

国投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唐晓薇 清华大学 法学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薛仕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其他

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尚嘉文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刘可 中央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博士研究生 

国投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宋益锐 哈尔滨工业大学 会计学 大学本科 

国投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杨宇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经济学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尹天杰 清华大学 经济学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刘斯琪 中国人民大学 诉讼法学 硕士研究生 

国投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刘琦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法学 硕士研究生 

国投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王一歌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其他专

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郝茹娟 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白雪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行政管理 硕士研究生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吴凡秋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贾悦伦 北京大学 经济学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闫旭 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谷钰 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世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王菁 天津大学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

调工程 
硕士研究生 

世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杨玉峰 北京工业大学 环境工程 硕士研究生 

世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王艳玲 浙江大学 土建施工类其他专业 硕士研究生 

 

公示日期：2020 年 11 月 3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如对以

上拟接收毕业生或本次招聘工作存有异议，可以向我公司反映。 



我司人事部门监督邮箱：baixueshan@sdic.com.cn 

高校毕业生接收管理工作监督邮箱：gxbysjdyx@126.com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2020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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