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区 街办 社区 报名小区

1 石乐 610102********0362 新城 解放门 红星 星雨华府

2 张冠瑛 610321********042X 灞桥 纺织城 三棉 星雨华府

3 邢开雨 610102********1911 未央 张家堡 红色 星雨华府

4 郑龙 610526********0431 新城 解放门 环北路 星雨华府

5 徐成芬 612526********5987 新城 中山门 勤民 星雨华府

6 景刚 610102********0618 新城 长乐西路 永乐 星雨华府

7 洪静 610102********195X 新城 自强路 明宫 星雨华府

8 杨新华 610104********3436 碑林 太乙路 企业 星雨华府

9 庞雪琴 612324********3185 碑林 张家村 军工 星雨华府

10 孙玲芳 612130********6026 碑林 东关南街 东关 星雨华府

11 王建程 610104********3434 碑林 南院门 印花布园 星雨华府

12 艾胜利 610122********0919 莲湖 红庙坡 纸坊南 星雨华府

13 李连杰 610104********3433 莲湖 红庙坡 星火 星雨华府

14 景平 610122********2011 莲湖 桃园 沣镐东路 星雨华府

15 杨阳 610104********2619 莲湖 北关 宫园壹号 星雨华府

16 张雅莉 610104********7404 莲湖 土门 汉城东路 星雨华府

17 张毅 612501********6199 莲湖 环西 铁塔寺 星雨华府

18 刘鹏 610526********0037 莲湖 环西 大庆路 星雨华府

19 杨巧娃 610321********2923 莲湖 青年路 糖坊街 星雨华府

20 吴轩 610126********5677 莲湖 青年路 西北一路 星雨华府

21 王文华 610122********2849 雁塔 等驾坡 田家湾 星雨华府

22 贾保怀 612629********3615 未央 张家堡 联合 星雨华府

23 鞠萍 610581********2569 未央 汉城 南党 星雨华府

24 韩辉 610112********0523 未央 辛家庙
东元路物

流
星雨华府



25 项立英 610122********4325 未央 未央湖 苏席 星雨华府

26 陆铁庆 610102********1517 未央 大明宫 西铁 星雨华府

27 谯瑞萍 610102********3543 新城 韩森寨 东方 经发新北居

28 白嘉豪 610102********1939 新城 自强路 建强 经发新北居

29 陈居宏 610102********0038 未央 六村堡 现代农业 经发新北居

30 吴皓 612522********5931 新城 解放门 环北路 经发新北居

31 周亮 610102********031X 新城 解放门 尚平 经发新北居

32 李克召 130425********2019 新城 解放门 东大院 经发新北居

33 姬卫 610422********1715 新城 胡家庙 西筑 经发新北居

34 杜超 610528********3030 新城 中山门 勤民 经发新北居

35 杨淑娟 612525********4227 新城 太华路 含元西路 经发新北居

36 张贤英 612130********0047 新城 长乐西路 丹尼尔 经发新北居

37 张乃妮 610326********2049 新城 长乐西路 长乐 经发新北居

38 王科 610327********3638 新城 长乐中路 东尚 经发新北居

39 李彪 610425********3018 新城 西一路 新民 经发新北居

40 王育锋 610523********3650 碑林 柏树林 马厂子 经发新北居

41 李小丽 612322********0748 碑林 东关南街 曹家巷 经发新北居

42 史倩倩 610111********4028 碑林 南院门 南院门 经发新北居

43 闫文全 612501********1359 莲湖 红庙坡 青门 经发新北居

44 谢焕涛 612501********1372 莲湖 红庙坡 青门 经发新北居

45 程淑芳 610104********6167 莲湖 桃园 桃三 经发新北居

46 黄春宝 612526********2313 莲湖 北关 北稍门西 经发新北居

47 陈小庆 610103********3256 莲湖 青年路 糖坊街 经发新北居

48 李燕萍 610104********8345 莲湖 北院门 学习巷 经发新北居

49 王佳磊 610102********1552 灞桥 席王 车站 经发新北居



50 张英 610581********3437 灞桥 十里铺 经发新北居

51 翟玉燕 610202********2828 灞桥 纺织城 三棉 经发新北居

52 赵桂蓉 510922********6941 未央 张办 五龙汤 经发新北居

53 师洁茹 610112********4020 未央 六村堡 师道口 经发新北居

54 王招招 612501********7537 未央 未央湖 文家 经发新北居

55 胡玉玲 610102********0341 新城 解放门 红星 金泰新理城

56 杨毅杰 610102********3556 新城 韩森寨 东方 金泰新理城

57 唐彦陆 610103********2031 碑林 东关南 古迹岭 金泰新理城

58 高素芳 612323********0321 灞桥 纺织城 三棉 金泰新理城

59 苟涛 610111********3011 灞桥 席王 唐都 金泰新理城

60 刘佳丽 610115********2022 新城 解放门 尚平 金泰新理城

61 李艳 610323********0928 新城 胡家庙 长缨东 金泰新理城

62 郭西梅 610102********0928 新城 中山门 南北坊 金泰新理城

63 贾小林 610125********4330 新城 长乐西路 安仁坊 金泰新理城

64 刘兔娃 612101********321X 新城 长乐中路 东尚 金泰新理城

65 余朵妮 610502********6060 碑林 太乙路 兴庆南路 金泰新理城

66 应超 610103********0412 碑林 柏树林 下马陵 金泰新理城

67 许艳萍 610526********072X 碑林 柏树林 圪塔寺 金泰新理城

68 贺艺伟 610104********4430 碑林 长乐坊 孟家巷 金泰新理城

69 刘爱莲 610103********4326 碑林 张家村 太白 金泰新理城

70 陈静 610103********2048 碑林 东关南 古迹岭 金泰新理城

71 李宝茹 610113********0045 碑林 文艺路 雁北 金泰新理城

72 刘甫芳 612128********1923 碑林 文艺路 环南 金泰新理城

73 曹超 610430********5816 碑林 南院门 南院门 金泰新理城

74 任聪明 612128********3720 碑林 南院门 书院门 金泰新理城



75 王强 610103********3214 碑林 南院门 印花布园 金泰新理城

76 张化阁 612125********0543 莲湖 红庙坡 丰禾村 金泰新理城

77 夏永杰 610104********3418 莲湖 红庙坡 星火 金泰新理城

78 靳亚玲 610202********2021 莲湖 桃园 沣镐东路 金泰新理城

79 赵宝莲 610321********1328 莲湖 桃园
马军寨新

苑
金泰新理城

80 王狮子 612501********5416 莲湖 桃园 桃二 金泰新理城

81 常燕玲 610104********1627 莲湖 西关 解家村 金泰新理城

82 孙凯 610422********1150 莲湖 枣园 汉城北路 金泰新理城

83 康现伟 412328********461X 莲湖 土门 庆安 金泰新理城

84 张彬 610104********7329 莲湖 土门 远东东 金泰新理城

85 芦平利 610114********3556 莲湖 土门 土门坊 金泰新理城

86 段佳 610126********0727 莲湖 环西 铁塔寺 金泰新理城

87 杨东宁 610104********4420 莲湖 环西 西仪 金泰新理城

88 崔勤 610621********1620 莲湖 环西 大庆路 金泰新理城

89 刘志豪 610104********0651 莲湖 青年路 糖坊街 金泰新理城

90 韩冰 610104********0612 莲湖 青年路 青二 金泰新理城

91 朱旺军 610104********0613 莲湖 青年路 青一 金泰新理城

92 杨海潮 610115********7299 莲湖 北院门 学习巷 金泰新理城

93 王玉东 370124********7517 雁塔 等驾坡 建工路 金泰新理城

94 张建发 612125********4033 雁塔 长办 金泰新理城

95 王苗苗 610322********5549 雁塔 长延堡 政法 金泰新理城

96 贺婧 610321********0042 灞桥 狄寨 海棠 金泰新理城

97 李洋洋 610122********4932 灞桥 十里铺 金泰新理城

98 林宏卫 610122********0310 未央 未央宫 未央宫 金泰新理城

99 黄丰年 610521********4913 碑林 文艺路 文北一 宏远新城



100 吴晨 610123********0769 莲湖 红庙坡 火西 曹家堡

101 王宏斌 610122********2817 新城 解放门 西六路 曹家堡

102 王公昌 610430********4211 新城 太华路 笃臣巷 曹家堡

103 高冲 612323********7337 新城 长乐中路 康乐 曹家堡

104 文竹玲 610103********0429 新城 西一路 新民 曹家堡

105 翟平武 612129********4639 碑林 柏树林 建南 曹家堡

106 郜征 610121********6750 碑林 长乐坊 孟家巷 曹家堡

107 王雅璐 610103********2049 碑林 东关南街 东关 曹家堡

108 苏永利 612501********4679 碑林 文艺路 文艺南路 曹家堡

109 宋超超 610324********4032 碑林 南院门 书院门 曹家堡

110 米章红 612523********0917 碑林 南院门 钟楼 曹家堡

111 邢军 612526********101X 莲湖 红庙坡 红西 曹家堡

112 吴现涛 412722********3514 莲湖 桃园 大兴西路 曹家堡

113 张金伟 610328********2412 莲湖 西关 西关正街 曹家堡

114 刘安 610104********4439 莲湖 环西 西仪 曹家堡

115 李蓓 610104********2621 莲湖 青年路 莲一 曹家堡

116 马曼蓉 610104********1121 莲湖 北院门 化觉巷 曹家堡

117 袁伟伟 610429********0915 雁塔 小寨路 小寨东路 曹家堡

118 党亮 610502********1216 雁塔 大雁塔 建苑 曹家堡

119 程占锋 610124********3719 灞桥 十里铺 曹家堡

120 李军峰 610111********4017 未央 未央湖 企业 曹家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