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辖属公司

关于 2021 年应届毕业生招聘结果公示

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引进毕业生工作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

公开，在向社会公开发布招聘信息的基础上，经报名、考试（考核）、资格审

查、笔试、面试等环节，确定了我公司及辖属公司招聘的 2021 年应届毕业生

名单，现予以公示。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毕业院校 专业

李雨欣 女 23 大学本科 北京服装学院 广告学专业

佘梦飞 女 23 大学专科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会计

孟欣 女 21 大学专科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会计

刘子洋 男 22 大学本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注册会计师

赵紫薇 女 22 大学本科 北京服装学院 会计

孙泽众 男 23 大学本科 北京物资学院 应用统计

邢硕 男 21 大学专科 北京经济管理学校 金融管理

郭明东 男 25 硕士研究生 河北师范大学 文艺学

刘佳慧 女 23 大学本科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会计学

牛童 女 22 大学本科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会计学

刘洋 女 22 大学本科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会计学

宋士良 男 27 硕士研究生 立命馆大学 经济学



王会 女 28 硕士研究生 贵州大学 工商管理

高亢 女 29 硕士研究生 中国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

李婷婷 女 26 硕士研究生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

潘子恒 女 25 硕士研究生 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

王晨 女 27 硕士研究生 中央财经大学 法学

姚文清 女 23 硕士研究生 北京工业大学 社会学

郭楚鑫 男 25 硕士研究生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笔译

王书奇 女 25 硕士研究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会计学

云铮 女 24 硕士研究生 中央财经大学 财政学

张晓可 女 22 大学本科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财务管理

于洋 女 26 硕士研究生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会计

杨依 女 26 硕士研究生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会计

肖若溪 女 22 大学本科 北京印刷学院 财务管理

王琴 女 22 大学本科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会计学

张傲涵 女 25 大学本科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会计学

刘晓宇 女 22 大学本科 山东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张丽 女 23 大学本科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新闻学

李茗玉 女 24 大学本科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和社会工作

刘美言 女 23 大学本科
都柏林理工大学

海南理工大学
会展管理

毛宇涵 女 22 大学本科 北京城市学院 会计学

樊佳兴 男 20 大学专科 郑州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中餐

宋航 男 20 大学专科 郑州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中餐



于展 男 21 大学专科 郑州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中餐

于培豪 男 20 大学专科 郑州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中餐

车明阳 男 20 大学专科 郑州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荣锴鑫 男 22 大学本科 北京印刷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朱桐 女 24 硕士研究生 北京工商大学 物流工程

田兴冉 男 24 硕士研究生 北京农学院 农艺与种业

吴斯 女 23 大学本科 北方工业大学 会计学

王尧宸 男 23 大学本科 北京城市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刘昕 女 22 大学本科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会展经济与管理

杨一婧 女 26 硕士研究生 美国东北大学 公司与企业传播

潘佳慧 女 24 硕士研究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

詹玉纤 女 22 大学本科 北京体育大学 舞蹈表演

纪之文 女 33 博士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 传播学

公示期间，对拟引进招聘的名单有异议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电、

来信、来访的方式向我单位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

便于核实，反映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和工作单位。

我们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监督电话：84973261

邮箱：liuyingyi@bcjt.com.cn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八号汇欣大厦 A 座 12 层

特此公示。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