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市局公司 县级局分公司 岗位 姓名 性别 学历 毕业学校 专业

1 西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阎良区局 行政管理 令清漪 女 硕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 新闻传播学

2 西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阎良区局 客户经理 曹馨丹 女 硕士研究生 陕西师范大学 企业管理

3 西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阎良区局 客户经理 王坤 女 硕士研究生 北京交通大学 旅游管理

4 咸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物流分公司 设备管理 卫成效 男 硕士研究生 湖南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5 咸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长武县局（分公司） 专卖稽查 刘宁 女 硕士研究生 西南政法大学 刑法学

6 咸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旬邑县局（分公司） 专卖稽查 王昕 女 硕士研究生 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

7 咸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旬邑县局（分公司） 烟叶生产管理 刘天 男 硕士研究生 河南农业大学烟草学院 农艺与种业

8 咸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旬邑县局（分公司） 烟叶生产管理 胡舒婷 女 硕士研究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工程

9 咸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武功县局（分公司） 文秘 栾倩倩 女 硕士研究生 西安外国语大学 新闻与传播

10 宝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凤翔区局（分公司） 财会审计 李钰啸 女 大学本科 安徽财经大学 会计学

11 宝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凤县县局（分公司） 文秘 容妍 女 大学本科 四川大学 新闻学

12 宝鸡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眉县县局（分公司） 信息管理 韩怡欣 男 大学本科 西京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 渭南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蒲城县局（分公司） 文秘 李诗元 女 大学本科 郑州大学 网络与新媒体

14 渭南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物流分公司 机械管理 薛旭岚 女 大学本科 陕西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5 榆林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神府煤田局（分公司） 文秘 陈佳乐 女 大学本科 西安文理学院 广告学

16 榆林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吴堡县局（分公司） 文秘 毕海娜 女 硕士研究生 西安财经大学 新闻与传播

17 榆林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米脂县局（分公司） 行政管理 刘靖 女 大学本科 西安财经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18 榆林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佳县县局（分公司） 案件管理 艾绍远 男 大学本科 西北政法大学 侦查学（经济犯罪侦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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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延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物流分公司 信息管理 任益民 男 大学本科 西安理工大学 数字媒体技术

20 延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物流分公司 设备管理 李炳慧 女 大学本科 西安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1 延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吴起县局（分公司） 客户经理 史晨旭 女 硕士研究生 云南财经大学 旅游管理

22 延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富县县局（分公司） 文秘 杨晨 女 硕士研究生 西安工业大学 新闻与传播

23 延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富县县局（分公司） 烟叶生产管理 任兆年 男 大学本科 东北农业大学 农学

24 延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子长市局（分公司） 客户经理 冯子君 女 硕士研究生 西藏民族大学 产业经济学

25 延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洛川县局（分公司） 党建工作 贺兰兰 女 硕士研究生 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26 汉中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南郑区局（分公司） 烟叶生产管理 李俊领 男 硕士研究生 河南农业大学 烟草学

27 汉中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西乡县局（分公司） 烟叶生产管理 李静浩 男 硕士研究生 河南农业大学 烟草学

28 汉中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镇巴县局（分公司） 专卖管理 王长将 男 硕士研究生 长安大学 土地资源管理

29 汉中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留坝县局（分公司） 文秘 肖植茗 男 大学本科 广西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30 汉中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佛坪县局（分公司） 综合管理 梁寒勃 男 大学本科 天津工业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31 安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旬阳市局（分公司） 烟叶生产管理 蹇玉 女 大学本科 西南大学 植物保护专业

32 安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旬阳市局（分公司） 财会审计 范萱 女 大学本科 安康学院 会计学

33 安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旬阳市局（分公司） 专卖稽查 梁蝶瑛 女 大学本科 重庆大学 法学

34 安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旬阳市局（分公司） 基础设施管理 杜梦杰 女 硕士研究生 西安理工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

35 安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平利县局（分公司） 专卖稽查 胡笑寒 男 大学本科 西北政法大学 侦查学（经济犯罪侦查）

36 安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平利县局（分公司） 烟叶生产管理 刘镇远 男 硕士研究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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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安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汉阴县局（分公司） 烟叶生产管理 李茜 女 硕士研究生 河南农业大学 农艺与种业

38 安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岚皋县局（分公司） 行政管理 余慧康 男 大学本科 长安大学 广告学

39 安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岚皋县局（分公司） 客户经理 赵昌龙 男 大学本科 西北政法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40 安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岚皋县局（分公司） 专卖稽查 杨力 男 大学本科 西安医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41 安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石泉县局（分公司） 烟叶生产管理 张荣坤 男 硕士研究生 云南农业大学 烟草（农艺与种业）

42 安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石泉县局（分公司） 行政管理 汪杰林 男 大学本科 陕西理工大学 汉语言文学

43 安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镇坪县局（分公司） 财会审计 曹琦 女 大学本科 西安航空学院 财务管理

44 安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白河县局（分公司） 客户经理 江欣 女 大学本科 西安外国语大学 金融学

45 安康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宁陕县局（分公司） 行政管理 左腾 男 大学本科 渭南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46 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丹凤县局（分公司） 财会审计 吴亚洁 女 硕士研究生 陕西科技大学 金融

47 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丹凤县局（分公司） 专卖稽查 牛炉基 男 大学本科 西北政法大学 侦查学

48 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洛南县局（分公司） 财会审计 崔安琦 男 大学本科 西安外事学院 会计学

49 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洛南县局（分公司） 烟叶生产管理 冯雷宁 男 硕士研究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植物保护

50 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洛南县局（分公司） 基础设施管理 任梦昕 男 大学本科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

51 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洛南县局（分公司） 专卖稽查 霍一圻 女 大学本科 西北政法大学 行政管理

52 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柞水县局（分公司） 客户经理 张凯 男 大学本科 宝鸡文理学院 经济学

53 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商南县局（分公司） 专卖稽查 李澳 女 大学本科 西北政法大学 法学

54 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山阳县局（分公司） 客户经理 周小童 女 大学本科 西安财经大学 审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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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山阳县局（分公司） 专卖稽查 刘璞 男 大学本科 西北政法大学 侦查学

56 商洛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镇安县局（分公司） 专卖稽查 祝锌 女 硕士研究生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

57 咸阳烟叶复烤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办公室 文秘 黄梦婷 女 硕士研究生 青岛大学 文艺学

58 咸阳烟叶复烤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管理部 质量管理 侯欣然 女 大学本科 西安交通大学 生物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