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拉特旗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花名册
单位名称：达拉特旗康乾农牧业有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21MABY8LXL0P        填表人：訾娜        联系电话：15661892473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户籍性质 合同起始日期 合同终止日期
签订劳动合
同期限

职业（工种）

1 张静 女 蒙古族 本科 集宁师范学院 2022-7-1 财务管理 本省农户 2022-8-12 2024-8-11 2 核算员

2 高治城 男 汉 本科 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 2022-7-1 会计学 本省农户 2022-9-26 2024-9-25 2 核算员

单位名称：内蒙古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21MA0MX8G00R        填表人：訾娜        联系电话：15661892473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户籍性质 合同起始日期 合同终止日期
签订劳动合
同期限
（年）

职业（工种）

1 韩星宇 男 汉 本科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2-7-1 园林 本省农户 2022-8-12 2024-8-11 2 农技员

2 白焘 男 汉 专科 兴安职业技术学院 2022-7-1 金融管理 本省农户 2022-7-18 2024-7-17 2 销售员

单位名称：内蒙古同盛色连煤炭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02MA0Q1CPU32          填表人：李娜      联系电话：15704864439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户籍性质 合同起始日期 合同终止日期
签订劳动合
同期限
（年）

职业（工种）

1 胡昊 男 汉 大学本科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2.07 资源勘查工程 非农户 2022.8.30 2025.8.30 3 职员

2 李月栋 男 汉 大学本科 内蒙古工业大学 2021.07 采矿工程 非农户 2022.8.30 2025.8.30 3 职员

3 付浩言 男 蒙古 大学本科 内蒙古工业大学 2022.07 矿物加工工程 农户 2022.8.30 2025.8.30 3 职员

4 栗晓东 男 汉 大学本科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22.07  测绘工程 农户 2022.8.30 2025.8.30 3 职员

5 唐嘉欣 女 汉 大学本科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22.07 地质工程 农户 2022.8.30 2025.8.30 3 职员

GUOYAO
GUOYAO:
主要分为：本省非农、外省非农、本省农业、外省农业、本省居民、外省居民、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

GUOYAO
GUOYAO:
主要分为：本省非农、外省非农、本省农业、外省农业、本省居民、外省居民、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

GUOYAO
GUOYAO:
主要分为：本省非农、外省非农、本省农业、外省农业、本省居民、外省居民、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



6 李新宇 男 汉 大学本科 内蒙古工业大学 2022.07 矿物加工工程 农户 2022.8.30 2025.8.30 3 职员

7 武嘉烨 男 回 大学本科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22.07 矿物加工工程 非农户 2022.18.8 2025.10.8 3 职员

单位名称：内蒙古璞瑞农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21MA0QGLGFXW          填表人：朱玉嘉        联系电话：18648262177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户籍性质 合同起始日期 合同终止日期
签订劳动合
同期限
（年）

职业（工种）

1 马炜楠 男 汉族 大专 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 2022-7-1 会计 本省农户 2022-1-4 2024-1-3 2 财会人员

单位名称：内蒙古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00761099009J          填表人：刘洋        联系电话：15849122537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户籍性质 合同起始日期 合同终止日期
签订劳动合
同期限
（年）

职业（工种）

1 王骁光 男 汉族 大专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10701 石油化工技术 外省农业 20220822 2025-8-21 3年 运行工

2 李卓然 男 蒙古族 本科 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 20220701 审计学 本省农业 20220822 2025-8-21 3年 运行工

3 高雨龙 男 汉族 大专 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20220701
汽车制造与装

配技术
本省农业 20220822 2025-8-21 3年 运行工

4 管宝宝 男 汉族 大专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10701 电子商务 外省农业 20220823 2025-8-22 3年 运行工

5 邱琪 女 汉族 大专 乌兰察布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220701
药品经营与管

理
本省农业 20220824 2025-8-23 3年 运行工

6 吕翊蓉 女 汉族 本科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20220703
食品科学与工

程
本省农业 20220905 2025-9-4 3年 运行工

7 胡美阳 女 汉族 专科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10701
食品营养与检

测
本省农业 20220906 2025-9-5 3年 运行工

GUOYAO
GUOYAO:
主要分为：本省非农、外省非农、本省农业、外省农业、本省居民、外省居民、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

GUOYAO
GUOYAO:
主要分为：本省非农、外省非农、本省农业、外省农业、本省居民、外省居民、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



8 杨宇 男 汉族 本科 内蒙古财经大学 20200701 法学 本省农业 20220913 2025-9-12 3年 运行工

9 候瑞琪 女 汉族 大专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20200701
食品营养与检

测
本省农业 20220926 2025-9-25 3年 运行工

10 刘婷 女 汉族 大专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 20200701 学前教育 本省农业 20221009 2025-10-8 3年 运行工

11 徐成钢 男 汉族 本科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20210701 农林经济管理 本省农业 20221107 2025-11-6 3年 运行工

单位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21817000339K  填表人：杨文慧 联系电话：0477-5211166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历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户籍性质 合同起始日期 合同终止日期
签订劳动合
同期限
（年）

职业（工种）

1 贾志远 男 汉 本科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2.6.21 网络工程 城镇户口 2022.7.18 2028.7.17 6 邮政营业员

2 邬佳玲 女 汉 专科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2022.6.30 电子商务 城镇户口 2022.7.18 2028.7.17 6 邮政营业员

3 张颖 女 汉 本科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2.7.9
旅游管理与服

务教育
城镇户口 2022.7.18 2028.7.17 6 邮政营业员

4 惠子 女 汉 本科 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 2022.7.1 会计学 城镇户口 2022.7.18 2028.7.17 6 邮政营业员

GUOYAO
GUOYAO:
主要分为：本省非农、外省非农、本省农业、外省农业、本省居民、外省居民、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