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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义 张家口市信访局科长
田志峰 张家口市筹办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部

财务科科长
田 启 张家口市筹办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部

部长
田 昊 河北省教育厅体育卫生艺术教育处副处长
田 茫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四级主任

科员
田炳杰 张家口通泰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副主任
田 莹（女） 张家口市筹办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

场部（体育部）体育服务科副科长
田 莹（女）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教师
田润宝 张家口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五大队教导员、一级

警长
田 越（女，回族） 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场馆运行团队

（中国电信公司张家口分公司）场馆通
信中心副经理

田德锋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处处长、一级调研
员，2022张家口媒体接待站执行指挥长

史文通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体育新闻部主任
史自强 人民日报社河北分社记者
史 丽（女）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国际部副主任
史春海 张家口市桥西区驻多乐美地公寓服务保障组安全

保障组组长；张家口市筹办冬奥会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

史俊广 张家口市筹办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保障部
赛会保障二科科长

史献明 河北省鼠疫防治所所长
冉美华（女） 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文体部主任
付丽芳（女） 中共张家口市下花园区驻云顶大酒店保障服

务团队临时联合党委副指挥长、医疗防疫
组长；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卫生健康局副
局长

代 晴（女，回族） 长城新媒体集团沧州记者站记者
白一豪 华北理工大学学生
白 宇 河北高速燕赵驿行集团有限公司太子城服务区临

时负责人
白连忠 张家口市气象局业务科技科副科长
白 岩（回族） 张家口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白 金（蒙古族） 河北大学教师
白凌峰 中共张家口市崇礼区委副书记、区委办公室主任
白增江 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张承张家口分公司党

委书记
乐佳峰 中共张家口市下花园区驻云顶大酒店保障服务团

队临时联合党委副指挥长、食检组长；张家口市
下花园区市场局党组成员

冯 华 张家口市华工建设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总
经理

冯志军 河北省商务厅办公室副主任
冯 杨（女，蒙古族） 张家口古杨树场馆群国家冬季两项中

心摄影运行副经理；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项目
助理

冯 利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局科员
冯泽伊 张家口市桥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二队队长
冯秋实 张家口市公安局警卫工作支队副支队长、四级

警长
冯 勇 国家税务总局张家口市崇礼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

长，税务系统城市志愿者服务点位长
兰建闻 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法规监督处处长
宁 虓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家口市经济开发区委员会

书记、市城市志愿服务分指挥部经开区办公中
心秘书长

边文胜 张家口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三级调研员
边永晟 张家口市筹办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部

财务科副科长
边 祥 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科员
边富超 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场馆群运行团队云顶场馆群

场馆管理综合调度经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张家口运行中心建设协调
处副处长

邢爱华（女） 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场馆群运行团队云顶
滑雪公园竞赛副主任，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体育部（国家体
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项目协调二处
单板自由式竞赛副主任（竞赛部原职员）

邢 娟（女）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三级主任
科员

邢鹏飞 张家口古杨树场馆群人事副经理兼张家口山地转
播中心人事经理；张家口市万全区洗马林镇党
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吉 庆 南开大学学生，张家口市城市志愿服务分指挥部桥
东区办公中心城市志愿者

吉志光 张家口经济开发区驻晴芳好公寓保障服务团队安
保组副组长；张家口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民警

成瑞群 河北省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赛会服
务协调处处长

成黎霞（女） 张家口市洋河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处副科长
毕 猛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张家口

制服和注册分中心运行团队防疫经理；石家庄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

师 江 康保县驻崇礼洲际、逸衡保障服务团队医疗防疫组
组长；康保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曲 圆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北省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
古杨树场馆群运行团队志愿者副经理

曲烨超（女） 张家口市筹办冬奥会领导小组办公室项目部
（督导部）筹资科科长

吕大罡 张家口冬奥村行政事务综合副经理；张家口市政府
办公室金融监管科三级主任科员

吕占勇 邢台市商务局一级主任科员
吕红英（女） 石家庄海关一级主任科员
吕建强 河北省会展促进中心（河北国际商务信息中心）专

技九级纺织工程师
吕 莉（女） 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大活动保障科

科长
吕桂兰（女）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吕跃峰 河北省公安厅防范和处理邪教犯罪工作总队四级

高级警长
吕 强 河北省财政厅预算编审中心主任
回 玮（回族） 中国电信张家口分公司技术员
朱大庆（女） 河北省残疾人体育协会运动员
朱芸良 河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三级警长
朱 虹（女） 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二级主任科员

朱莉昕（女） 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四级高级
警长

朱冀军 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乔 元 张家口市公安局留置保障支队职员
乔分麦 河北省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服务中心一级主任

科员
乔玉玲（女） 张家口冬奥村遗产档案经理、中共沽源县委办

公室科员
乔 立 中共张家口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民族宗教综合科

科长
乔志明 张家口市公安局公交治安分局法制科主任
乔佳宁（女） 中共河北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

室网络传播处三级主任科员
乔春友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党委书记
乔慧敏（女） 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场馆运行团队（北京

冬奥组委奥运村部后勤保障处）场馆运行经
理（副处长）

仲学兵 张家口市桥东区驻文创商街营地住宿保障专班班
长；张家口市桥东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
记、文物局局长，一级主任科员

任卫东 沽源县驻凯悦嘉轩、凯悦度假、鹰巢青年旅舍服务
保障团队常务副指挥长；中共沽源县委组织部
部务会成员

任亚军（女）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冬奥办科员
任克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崇礼分公司副经理
任 杰 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原副局长
任泽朋 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执法局
任晓亮 河北省交通运输工会一级主任科员
任琪玮 怀来县驻中信职工家园营地服务保障指挥部综合

协调组组员、怀来县大黄庄镇人民政府党建办
科员

任晶晶 张家口古杨树场馆群场馆运行团队安保副经理兼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安保经理（保定市公安局经
济犯罪侦查支队副支队长）

任 嵘 张家口市公安局崇礼分局副局长兼国内安全保卫
大队大队长

任 瑾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张家口石油分公
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经理

任德生 中共张家口市委办公室改革协调处一级主任科员
刘小健 中共张家口市桥东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区

直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
刘卫东 河北雄安新区公安局特勤支队副支队长
刘云峰 中共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驻汤印公寓、富龙职工宿

舍、富龙精品民宿保障服务团队临时联合委员会
党委书记、指挥长；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党工委
委员、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

刘 艺 河北省接待中心迎宾车队副队长
刘长泉 张家口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公路养护中心主任
刘文政 张家口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
刘世麒 河北省公安厅警务督察总队四级高级警长
刘石杰 中共河北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河

北省互联网舆情信息中心（违法和不良信息举
报中心）三级主任科员

刘东升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传教育服务中心副
书记

刘立影（女） 张家口崇礼太舞滑雪山地度假有限公司副
经理

刘兰琴（女） 张家口市崇礼区人大常委会职员
刘 宁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河北省总队参谋部作战勤

务处参谋
刘永刚 张家口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刘永斌 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永燕（女） 张家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刘亚飞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刘 伟 张家口市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站长
刘延超 中共张家口市委宣传部外宣科科长
刘华钊 盐山县人民医院急诊医师
刘壮杰 河北省公安厅办公室党秘办主任
刘 冲 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场馆群运行团队，北京冬奥组

委志愿者部张家口云顶场馆群赛事服务经理，赛
事服务处主管

刘 军 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崇礼区分局局长
刘 阳 张家口市青少年宫副主任、抵离志愿服务保障团队

抵离志愿服务保障组志愿者
刘红彦（女） 河北省计量监督检测研究院医疗计量研究所

主任
刘红艳（女） 河北省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科员
刘志刚 赤城县驻景泰山麓酒店保障服务团队综合协调组

成员；赤城县东卯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刘志军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市崇礼区供电公司

党委副书记兼总经理
刘芸芸（女）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三级调研员
刘兵云 张家口市宣化区包联太舞营地保障服务运行团队

指挥部副指挥长；张家口市宣化区中医院副
院长

刘伯恺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电力保障团队；国网冀北电力
有限公司承德供电公司 FOP 保障组组长（供电
服务指挥中心技术保障班技术保障中级工）

刘伯源（满族） 河北省公安厅特勤局第一支队副大队长
刘现军 河北省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四级高级警长
刘枫霞（女） 张家口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司法工委主任
刘 杰 张家口市宣化区包联太舞营地保障服务运行团队

指挥部副指挥长；张家口市宣化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副局长

刘国栋 怀安县驻密苑太子酒店保障服务团队副指挥长；怀
安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国鹏 尚义县驻南山里酒店保障服务团队副指挥长、医疗
防疫组组长；尚义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

刘 明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张家口支队副政委
刘 迪 河北工程大学教师
刘 佳（女） 张家口市崇礼区龙泽排水有限公司经理
刘佳佳（女） 赤城县驻景泰山麓酒店保障服务团队医疗防

疫组成员；赤城县中医院内科护士
刘欣源（女） 中捷职业技术学校教师
刘 波 张家口市万龙运动旅游有限公司餐饮总经理
刘学琪（女） 中共张家口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四级主任科员
刘宝义 河北省公安厅反恐怖工作总队情报支队支队长
刘建凤（女，回族） 中共张家口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

会办公室舆情中心主任
刘建平（女） 张家口市万全区驻山地技术官员酒店（A楼）

服务保障团队宣传文化、安保交通保障组
组长；张家口市万全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执法队队员

刘建军 张家口市崇礼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刘建钢 晋州市农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副主任

刘春花（女） 河北省公安厅信息中心干部
刘荣胜 河北省体育局冬季运动中心健将级运动员
刘威葳 河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怀安大队副

大队长、一级警长
刘 品 中共张家口市下花园区驻云顶大酒店保障服务团

队临时联合党委一线书记、常务指挥长；张家口
市下花园区政协副主席

刘顺林 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张承张家口分公司养
护管理部经理

刘 剑 北京冬奥组委张家口古杨树场馆群运行团队清废
副经理兼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清废经理（张家口
奥体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美亮 河北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四级高级警长
刘洪江 中共河北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网

络安全协调处三级主任科员
刘洪杰 河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保定支队涞

源大队三级高级警长
刘洪峰（满族） 河北省接待中心接待二部二级主任科员
刘 洋 张家口市崇礼区白旗乡人民政府执法队长
刘 洋 河北省石油化工和煤炭建设工程质量服务中心工

程师
刘 珠 张家口市崇礼区交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 莎（女）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张家口市急救中心护

士长
刘原野 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专业技术十二级

职员
刘晓明 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

科员
刘晓峰 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科长
刘晓琴（女） 张家口浣新纺织品洗涤产业园有限公司总

经理
刘晓燕（女） 张家口市崇礼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刘 浩 行唐县中医院护师
刘浩文（回族） 共青团张家口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市城市志

愿服务分指挥部宣传文化组副组长
刘浩琳（女）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
刘菁洋 河北省公安厅特勤局第一支队教导员
刘 跃 张家口崇礼太舞滑雪山地度假有限公司帕思顿酒

店分公司总经理
刘琼辉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协调处副处长
刘 超 张家口市青少年宫科员、奥雪小镇志愿者驻地保障

团队志愿者
刘智娟（女） 涿鹿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刘舒琪（女） 北京冬奥组委张家口制服和注册分中心运行

团队登记受理区工作人员（河北工程大学
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刘瑞娟（女） 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场馆群运行团队，北京冬
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河北省第 24 届冬奥
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赛会服务协调处）云
顶场馆群餐饮经理，餐饮服务处主管（二级
主任科员）

刘蓓蓓（女）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校团委副书记
刘 鹏 河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三级调研员
刘 鹏（回族） 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应急管理与科技

科科长
刘 鹏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主治医师
刘 磊 张家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高级工
刘 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张家口分公司部

门副经理
刘 默（女） 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高级主管
刘儒烨 张家口市地方铁路管理处工程师
刘 徽 河北体育学院师资科科长
齐龙飞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

一级主任科员
次瑞娟（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主管护师
产 佳 燕山大学辅导员
闫文鹏 张家口市怀安县公安局王虎屯派出所试用期人员
闫心杰 张家口市水母宫景区管理处副处长
闫 军 智慧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闫羽思（女） 中共张家口市委网信办四级主任科员
闫忠生 中共张家口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书记，一级调研员
闫春辉 张家口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科副科长
闫俊杰 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运转处处长
闫 海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
闫 阔 深州市医院护师
关 伟 河北省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赛会服

务协调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
关婷婷（女，满族） 河北省专用通信局科员
关 震（满族） 河北省胸科医院审计处副处长
米 岩 沽源县驻凯悦嘉轩、凯悦度假、鹰巢青年旅舍服务

保障团队副指挥长；沽源县卫生健康局老龄办
副主任

池建琮 阳原县驻崇礼区二道沟医疗防疫组组长；阳原县卫
生健康局副局长

宇林琴（女） 张家口市崇礼区冬奥工作综合办公室赛事保
障科科长

安志良 张家口市口腔医院副院长
安李海 中共怀来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政策法规股

副股长
安晓光 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一级主任科员
安锦莉（女） 张家口市第十中学校长
安腾飞 石家庄市民政局一级科员
祁志国 中共张家口市委办公室接待一科干部
祁 竞（女，回族）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住院处主任
许文静 张家口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
许付磊 长城新媒体集团有限公司体育新闻部科长
许春雨（女） 廊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一级科员
许树军 张家口市公安局警务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警长
许艳波 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科科长
许维锋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副

处长
那建兴（满族） 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服务中心一级主

任科员
阮维雄 张家口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副处长
孙一凡（女） 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场馆群运行团队，北京冬

奥组委张家口运行中心（张家口市筹办冬奥
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云顶场馆群运行中
心综合协调副经理，策划和宣传文化处干事

（保障部科员）
孙天雨 河北省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

三级主任科员
孙印旗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细菌病防治与消毒所

所长
孙永青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副书记、副校长

孙亚奇 张家口经济开发区驻晴芳好、风铃乐谷酒店保障服
务团队副指挥长；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姚家房镇人
民政府副镇长

孙 伟（女） 石家庄市公安局卫建分局政保大队教导员
孙军威 张家口市筹办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部

科员
孙 远 河北科技大学教师
孙志强 张家口市桥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明德南市场监管

所副所长
孙克勤（女） 张家口山地转播中心（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公共卫生经理（副主任医师）
孙秀国 中共张家口市崇礼区纪委常委
孙青欣（女）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民生采编部制作人
孙 奇 张家口古杨树场馆群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保定市

公安局特警支队）枪弹管理主管（指挥中心
主任）

孙 昊 河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直击冬奥”记者
孙国威 承德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级警长
孙 建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生工作处交管大队大

队长
孙树堂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森林与草原火灾预防处处长
孙洪水 河北交投京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冬奥

办主任
孙 贺（女） 张家口古杨树场馆群清废副经理兼国家冬季

两项中心清废经理（张家口奥体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部门副经理）

孙晓岚（女）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蔚县委员会书记、张家口
市城市志愿服务分指挥部蔚县办公中心秘
书长

孙铁斌 河北省接待中心接待四部一级主任科员
孙凌琪 怀安县驻密苑太子酒店保障服务团队餐饮保障负

责人；怀安县纪委监委办公室副主任
孙 培 张家口市下花园区驻云顶大酒店保障服务团队医

疗物资仓库管理员；张家口市下花园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局干部

孙 超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电子政务处二级调研员
孙 辉 河北省唐山无线电监督执法局二级主任科员
阳 雨（女） 张家口多乐美地滑雪度假有限公司总经理
牟书广 密苑（张家口）旅游胜地有限公司密苑太子酒店分

公司康乐部经理
牟成林 河北省中医院副主任医师
纪思彤 张家口第六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维工程师
扶 琦 张家口市政府办公室三级调研员
苏 丹（女）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二级主任科员
苏 炜 张家口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苏剑虹（女） 张家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

记、机关纪委书记
杜广鹏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河北省总队参谋部作战勤

务处副处长
杜月明（女） 河北省外办秘书处三级主任科员
杜占江 张家口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务用车管理科科长
杜 宪 河北省高速公路延崇管理中心副科长
杜艳敏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政策法规与林业改革发展处

二级调研员
杜晓灿 共青团张家口市委办公室主任、市城市志愿服务分

指挥部综合协调组组长
杜 涛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处副处长
杜雪强 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三级警长
杜鑫冲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主治医师
李子洁（女） 张家口市崇礼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区冬奥办常

务副主任
李子恒 张家口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五大队一级警长
李天宇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主任科员
李云霞（女） 张家口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 艺 张家口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 月（女） 北京中实侨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云瑧金陵

莲花酒店分公司副总经理
李文献 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综合部（党群工作

部）部长
李正华 涿鹿县驻云顶营地保障服务团队餐饮保障组组长；

涿鹿县张家堡镇人民政府执法队队员
李世龙 河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三级警长
李世明 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三级调研员
李 平（女） 赤城县驻景泰山麓酒店保障服务团队综合协

调组成员；赤城县水务局职工
李平先 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安全总监
李东升 张家口市崇礼区驿马图中心卫生院副院长
李东风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二级主任科员
李北燕（女） 张家口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三级

高级警长
李帅帅（女） 北京冬奥组委张家口制服和注册分中心运行

团队运行副秘书长，运行和通信中心经理
兼人事经理（中共张北县委宣传部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副主任）

李 号 保定市商务局服贸处处长
李 白 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副主任
李立新 张家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安全总监
李汉宁（女） 河北省接待中心干部
李 宁 张家口市崇礼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李永伟 张家口崇礼山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翠云山云瑞酒

店分公司部门经理
李永红 共青团河北省委员会学校部部长
李永佳 河北省通信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
李永金 密苑（张家口）旅游胜地有限公司场地部经理
李亚军 河北省高速公路延崇管理中心工区负责人
李 芝（女） 河北省体育彩票中心审计师
李成斌 张家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党委委员、政治处主

任、四级高级警长
李 刚 张家口市公安局桥东分局五一路派出所副所长、二

级警长
李 华 河北省财政审计中心一级主任科员
李旭峰 中共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工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新

区办常务副主任
李 江 张家口市崇礼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汝斌 承德市御道口牧场管理区社会事务局局长
李守明 张家口市督查办公室二科一级主任科员
李 军 阳原县驻云顶丽苑公寓保障服务团队常务副指挥

长、执行组组长；阳原县政协副主席
李 军 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调研员
李 军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党政办公室

主任
李欢欢（女） 张家口市青少年宫科员、文创商街志愿者驻地

保障团队志愿者
李 志 民革张家口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

（下转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