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部门 2020 年事业单位招

聘拟聘用人员公示（气象类） 

    按照《内蒙古气象部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届高校毕业

生管理办法（试行）》和《内蒙古自治区气象部门事业单位 

2020 年度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工作方案》要求，经组织参加

校园招聘会面试以及体检、考察等程序，经我局研究，共有

44 人进入我局所属事业单位拟聘用人员范围，现公示如下： 

一、拟聘用人员名单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姓名 学历 专业 毕业院校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 数值预报 赵睿峰 
硕士研究

生 
气象学 南京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 
中短期天气预

报 
郭炳瑶 

硕士研究

生 
气象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气候中心 气候预测 白雪钰 
硕士研究

生 
气象学 德国汉堡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服务

中心 
公共气象服务 韩丽娜 

硕士研究

生 
大气科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服务

中心 
公共气象服务 王婧瑄 

硕士研究

生 
大气科学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服务

中心 
公共气象服务 高菲 

硕士研究

生 
环境工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服务

中心 
公共气象服务 左泉 

硕士研究

生 
环境工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雷电预警

防护中心 
防雷检定 石茹琳 

硕士研究

生 

大气物理学与

大气环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气

象台 
综合业务 吴瑕 

硕士研究

生 
应用气象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气象

台 
综合业务 缪丽颖 大学本科 应用气象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气象

台 
综合业务 王志达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

江学院 

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气

象台 
综合业务 宫旭辉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

江学院 



兴安盟阿尔山市气象台 雷达维护维修 张璟瑜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

江学院 

兴安盟阿尔山市气象台 雷达维护维修 于涓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

气科学学院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气象

台 
综合业务 郭璐宇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

气科学学院 

兴安盟扎赉特旗气象台 综合业务 覃南珠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

气科学学院 

兴安盟气象台 综合业务 安楠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通辽市气象台 预报服务 张晨 
硕士研究

生 
环境工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通辽市扎鲁特旗气象台 综合业务 陶晨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

江学院 

通辽市开鲁县气象台 综合业务 安阳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

气象台 
综合业务 孙慕龄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

江学院 

通辽库伦旗气象台 综合业务 王淳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赤峰市喀喇沁旗气象台 综合业务 邢晨辉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锡林郭勒盟气象台 预报服务 许帆 大学本科 应用气象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

旗气象台 
综合业务 王维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

江学院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气象局 
综合业务 孙岳飞 大学本科 应用气象学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

院 

乌兰察布市气象台 预报服务 赵楠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沈阳农业大学 

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气

象台 
预报服务 吴鹏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

江学院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气

象台 
预报服务 闫雪萌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

江学院 

鄂尔多斯市气象装备保

障与信息中心 
技术保障 白舜耀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兰州大学 

鄂尔多斯市气象装备保

障与信息中心 
技术保障 薛镇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气

象台 
综合业务 李姝影 大学本科 应用气象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气象

台 
综合业务 张涵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气象

台 
气象服务 郑蓉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兰州大学 

巴彦淖尔乌拉特后旗气

象台 
气象服务 王呼霄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巴彦淖尔五原县气象台 气象服务 齐明明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巴彦淖尔乌拉特前旗气

象台 
气象服务 杨志成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兰州大学 

巴彦淖尔杭锦后旗气象

台 
气象服务 李佳媛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兰州大学 

巴彦淖尔杭锦后旗气象

台 
气象服务 贾承阳 大学本科 

雷电科学与技

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

江学院 

乌海市气象台 天气预报 赵雯涛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乌海市气象台 天气预报 张莉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阿拉善盟气象台 综合观测 丁可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中国地质大学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气象

台 
综合观测 杨嘉琦 大学本科 大气科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气象

台 
综合观测 安宏泽 大学本科 应用气象学 沈阳农业大学 

 

    二、公示时间 

    2020 年 6 月 22 日—6 月 30 日 

    三、受理方式 

    凡单位或个人对公示情况有异议，可通过电话、来访、

来函等形式反映上述公示对象的有关情况和问题，并对所反

映的问题提供可调查核实的证明人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和线

索。 

  受理时间：上午 9:00-12:00；下午 3:00—5:30。 

  联系电话：0471—3335229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 

                    2020 年 6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