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2月拟兑现高校毕业生区内企业就业
生活、住房和社会保险补贴公示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姓名

1 西藏蓉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次仁琼达

2 西藏宏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丹增次桑

3 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次仁

4 西藏腾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加吉卓玛

5 西藏神猴藏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旦增曲珍

6 拉萨城顺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王琴

7
拉萨乃仓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乃仓大酒店分公司

嘎玛措姆

8 格桑顿珠

9
西藏微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边巴卓嘎

10 次仁顿珠

1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藏拉萨销售分公司

格桑南木加

12 玉珍

13

北京百旺金赋科技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

次旺曲吉

14 曲吉扎巴

15 仓木拉

16 扎西卓玛

17 多尔拉

18 西藏夏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旦多

19 西藏夏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土旦

20 西藏夏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旦增云旦

21 西藏夏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桂桑朗杰

22 西藏夏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索朗旺久

23 西藏夏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德庆白玛

24 西藏夏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次旦白姆

25 西藏夏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强巴旺堆

26 筑博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普琼旦巴

27 筑博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欧穷

28 筑博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桑



29 筑博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古桑卓玛

30 筑博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达瓦扎西

31 筑博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德吉拉姆

32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格桑旺姆

33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次仁央宗

34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边巴

35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次旦卓嘎

36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益西措姆

37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旦增拉桑

38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次仁旺姆

39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单增诺桑

40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旦增珠扎

41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旦增朗杰

42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索朗拉增

43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次仁桑珠

44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嘎玛次旺多吉

45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次热巴旦

46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增珍拉姆

47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嘎玛曲宗

48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卓嘎

49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旦增觉旦

50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米玛顿珠

51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卓玛拉珍

52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次仁仓决

53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次仁曲宗

54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顿珠卓玛

55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嘎玛江永

56 拉萨布达拉旅游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桑姆

57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阿旺旦增

58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巴顿

59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白玛德吉

60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次曲珍

61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次仁措姆

62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旦巴平措



63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旦增欧珠

64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旦增潘多

65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旦增西热

66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旦增珠巴

67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旦增卓嘎

68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德吉白珍

69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登巴旺修

70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杜艺

71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顿珠次仁

72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拉珍

73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罗桑平措

74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洛桑云旦

75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尼玛顿珠

76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平措旺堆

77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强巴云丹

78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索朗仁青

79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索南多杰

80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索珍

81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土嘎

82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扎西罗布

83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旦增益旺

84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罗旦

85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白玛卓玛

86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普布央金

87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米玛卓玛

88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德吉卓嘎

89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多杰

90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扎西卓玛

91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次仁拉姆

92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强巴

93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阿旺卓玛

94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丹增诺布

95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德吉白珍

96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丹增伟布



97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仁增

98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索朗德吉

99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旦增卓玛

100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白玛德吉

101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巴桑卓玛

102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云旦加措

103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旦增旺久

104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普赤

105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旦增央赛

106 拉萨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旦增吾金

107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次仁多吉

108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尼玛啦

109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顿珠加布

110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旦增顿珠

111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格桑旺扎

112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索朗曲珍

113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余兰英

114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江巴旺堆

115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仁增扎西

116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旦增卓嘎

117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格珍

118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次增卓嘎

119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次仁卓玛

120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仁青永曾

121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仁增卓玛

122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旦增巴珠

123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尼妮

124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向巴格列

125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强巴卓嘎

126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边罗

127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格桑朗杰

128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益西央宗

129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次仁永宗

130 西藏卓梦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格桑央宗



131 拉萨城投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嘎瓦多吉

132 拉萨城投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只张措真

133 拉萨城投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益西平措

134 拉萨城投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次仁坚参

135 拉萨城投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扎西平措

136 拉萨城投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贵嘎朗加

137 拉萨城投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尼玛桑珠

138 拉萨城投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斯秋罗布

139 拉萨城投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索朗旺堆

140 拉萨城投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多吉曲桑

141 西藏神威药业有限公司拉萨中药饮片分公司 旺堆多吉

142 西藏神威药业有限公司拉萨中药饮片分公司 嘎玛坚赞

143 西藏神威药业有限公司拉萨中药饮片分公司 德吉卓哽

144 西藏神威药业有限公司拉萨中药饮片分公司 边旦加措

145 西藏神威药业有限公司拉萨中药饮片分公司 次珠米玛

146 西藏神威药业有限公司拉萨中药饮片分公司 白玛德吉

147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达娃央宗　

148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米玛拉姆

149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伦珠扎巴　

150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达顿旺普

151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吴燕

152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罗桑卓玛

153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米玛桑珠

154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尹繁

155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西热拉加

156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占堆

157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桑旦群培

158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西若伟色

159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旦增拉杰

160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旦达

161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次仁央宗

162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旦增群培

163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次多

164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次仁措姆



165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普尺

166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旦增平措

167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格桑伦珠

168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张广玥

169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格桑云旦

170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谢奥雨

171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蒋涛

172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洛桑平措

173 西藏天丰工程有限公司 次吉拉姆

174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达娃拉姆

175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白玛央宗

176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索朗加措

177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扎西邓珠

178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尼玛旺堆

179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拉巴卓玛

180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嘎玛次仁

181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洛桑尼玛

182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央珍

183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德庆白珍

184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美朵措姆

185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格列平措

186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普布卓玛

187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强巴旦增

188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阿旺

189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平措顿珠

190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洛桑曲培

191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顿旦旺久

192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米央

193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洛桑朗杰

194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嘎玛卓嘎

195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江玖拉姆

196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扎拉达杰

197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格桑拉姆

198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索朗央宗



199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次珍

200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德吉卓玛

201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仁青卓嘎

202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次仁玉珍

203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尼玛央金

204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玉珍措姆

205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平措卓玛

206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格桑玉珍

207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央宗

208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白玛央宗

209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嘎松顿珠

210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永青巴珍

211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次仁卓嘎

212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旦增

213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次仁玉珍

214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平措罗布

215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扎西单增

216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旦增

217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平措朗杰

218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达珍

219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洛桑更旦

220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嘎多

221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白玛顿珠

222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白玛央宗

223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次珍

224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达瓦仓决

225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罗布

226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次仁卓嘎

227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平措格朗

228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索朗央宗

229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次仁桑珠

230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次央

231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央金拉姆

232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巴桑拉姆



233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加永热丁

234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白玛德吉

235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旺堆平措

236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益西拉卓

237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普布

238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拉巴顿珠

239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尼珍

240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索朗嘉措

241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拉巴卓嘎

242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白玛达娃

243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晋美朗杰

244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扎加

245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旺姆

246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米玛央金

247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白玛多吉

248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邓增卓嘎

249 西藏蕃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格桑卓玛

250 卓梦培训中心 旦增贡觉

251 卓梦培训中心 旦增益西

252 卓梦培训中心 卓玛次仁

253 卓梦培训中心 次旦多吉

254 卓梦培训中心 旦增卡珠

255 卓梦培训中心 达珍

256 卓梦培训中心 曲英措姆

257 卓梦培训中心 普布元丹

258 卓梦培训中心 卓玛曲宗

259 卓梦培训中心 平措次仁

260 卓梦培训中心 曲瑛拉姆

261 卓梦培训中心 阿旺措姆

262 卓梦培训中心 旦增达维

263 卓梦培训中心 德庆卓嘎

264 卓梦培训中心 旦增沙珍

26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赵生吉

26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汪丽



26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扎西邓珠

26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德吉央宗

26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玉珠措姆

27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登增尼玛

27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张涵

27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陈颖

27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扎西旺姆

27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扎西志玛

27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斯郎曲西

27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旦增罗布

27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罗桑达瓦

27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尼玛央金

27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旦增卓嘎

28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达瓦次仁

28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次仁央宗

28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旦增曲宗

28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索朗平措

28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杨雨楠

28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旦增

28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米玛卓嘎

28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丹增瞿真

28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次旦央吉

28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勒旦

29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登增多吉

29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田金艳

29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德央

29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白珍

29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次仁曲珍

29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罗珍

29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次仁卓嘎

29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平措多吉

29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阿旺措姆

29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次旦晋美

3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巴桑拉姆



30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张红瑜

30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旦增曲珍

30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德吉

30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额顿旦沛

30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吾坚

30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吴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