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天基地二期配建公租房摇号结果
序号 人员姓名 所在区 街道办 社区 房间号

1 陈美针 新城 自强路 阳光社区 8-10406
2 徐倩 新城 胡家庙 陕建机施 8-11305
3 王京安 新城 韩森寨 东方 8-11501
4 高巍 新城 西一路 兴乐社区 8-10304
5 陈忠英 碑林 东关南 卧龙 8-10203
6 王研 碑林 长乐坊 长乐 8-10307
7 马骊 碑林 文艺路 环南路 8-10206
8 王莉娜 莲湖 北院门 迎春 8-11803
9 柴俊杰 莲湖 青年路 莲四 8-10706
10 岳振 雁塔 大雁塔 雁塔路 8-11804
11 张亚景 雁塔 大雁塔 翠华南路 8-11302
12 徐雪爱 雁塔 小寨路 育华 8-10106
13 周建锋 雁塔 小寨路 育华 8-10704
14 关西永 雁塔 长延堡 东八里 8-11004
15 孔立宾 雁塔 长延堡 航天 8-12004
16 魏茹 雁塔 长延堡 青松路 8-10806
17 成剑 新城 长乐西路 安仁坊 8-10506
18 田华敏 航天 8-11605
19 胡红梅 莲湖 青年路 青三 8-11204
20 张泉景 雁塔 大雁塔 翠华南路 8-10404
21 齐卫涛 莲湖 桃园路 桃园三坊 -
22 王洪斌 新城 胡家庙 西筑社区 -
23 白凯 新城 长乐中路 昆仑社区 -
24 卓拴俊 新城 长乐中路 昆仑社区 -
25 贾变利 新城 长乐中路 康乐社区 -
26 孟杰 新城 韩森寨 秦川 -
27 张远燕 新城 韩森寨 万寿 -
28 杨琦琦 新城 韩森寨 公园南路 -
29 刘鑫 新城 中山门 安民里 -
30 张雅敬 新城 中山门 万达 -
31 刘秀利 新城 太华路 东童村 -
32 贾镇 新城 太华路 南郭上村 -
33 王爱莲 新城 太华路 南郭上村 -
34 王志立 新城 解放门 尚平 -
35 孟毅娜 新城 长乐西路 安仁坊 -



36 田子娟 新城 西一路 民乐 -
37 郭钟 新城 西一路 红会 -
38 王丹 新城 西一路 尚朴 -
39 徐珊珊 未央 草滩 兴隆 -
40 李龙华 未央 汉城 青东 -
41 魏随亮 未央 六村堡 南徐村 -
42 孙美娜 未央 张家堡 社区 -
43 任娟妮 未央 徐家湾 徐家湾 -
44 陈王杰 未央 大明宫 西铁 -
45 于娟英 灞桥 狄寨 -
46 杨懿 灞桥 十里铺 罗马花园 -
47 赵洁 灞桥 十里铺 罗马花园 -
48 姚晨曦 灞桥 十里铺 十里铺 -
49 方莉 灞桥 洪庆 庆华 -
50 郭建新 灞桥 纺织城 向民 -
51 王向阳 碑林 柏树林 三学街 -
52 王扣 碑林 柏树林 菊花园 -
53 李善珊 碑林 太乙路 火炬 -
54 曹继军 碑林 太乙路 中铁一局 -
55 窦勇 碑林 太乙路 建东街 -
56 孙天安 碑林 太乙路 建东街 -
57 杨京涛 碑林 东关南 理工大 -
58 张玉兰 碑林 东关南 金花南路 -
59 殷朝阳 碑林 东关南 金花南路 -
60 陈钰 碑林 东关南 金花南路 8-10904
61 李洋 碑林 东关南 卧龙 8-11503
62 岳颖 碑林 东关南 卧龙 -
63 周爱花 碑林 东关南 卧龙 -
64 祁建萍 碑林 南院门 大车家巷 -
65 焦梦 碑林 南院门 德福巷 -
66 严琪 碑林 南院门 钟楼 -
67 陈琳 碑林 南院门 书院门 -
68 孙林博 碑林 南院门 书院门 -
69 陈小芳 碑林 南院门 书院门 8-10604
70 吕俊 碑林 南院门 印花布园 -
71 赵维芳 碑林 张家村 文康 -
72 张鑫 碑林 张家村 水文一 -
73 陈丽敏 碑林 张家村 军工 -



74 关蕊 碑林 张家村 军工 -
75 郭小丽 碑林 张家村 军工 8-10605
76 景西桂 碑林 张家村 红缨 -
77 聂龙阔 碑林 张家村 红缨 -
78 史丽萍 碑林 张家村 红缨 -
79 王辉 碑林 长安路 朱北 -
80 马宝英 碑林 长安路 朱北 -
81 许坤 碑林 长安路 草场坡 -
82 张宝莲 碑林 长安路 草场坡 -
83 李瑛 碑林 长安路 仁义 -
84 刘金安 碑林 长安路 仁义 -
85 李先蕊 碑林 长安路 永宁 -
86 董家璇 碑林 长安路 夏家庄 -
87 毕建波 碑林 长安路 新西里 -
88 贺毛丽 碑林 长安路 新西里 -
89 姚鑫 碑林 文艺路 林雁 -
90 王鹏飞 碑林 文艺路 文南 -
91 张金波 莲湖 土门 惠民北坊 -
92 梁国华 莲湖 土门 友谊 -
93 雷长明 莲湖 红庙坡 大兴东路 -
94 王雨萌 莲湖 红庙坡 火西 -
95 雷康康 莲湖 枣园 精密 -
96 曹平 莲湖 桃园路 劳动一坊 8-10303
97 李旗 莲湖 桃园路 延光 -
98 孙阿丽 莲湖 桃园路 金光门 -
99 张涛 莲湖 桃园路 沣镐东路 -
100 孙建卫 莲湖 桃园路 沣镐东路 8-11705
101 侯立文 莲湖 北关 自强 -
102 李娜 莲湖 北关 龙首西南 -
103 郑选航 莲湖 北关 龙首原 8-10804
104 耶延安 莲湖 青年路 青二 -
105 任喜存 莲湖 青年路 习武园 -
106 沈瑞云 莲湖 环西 劳动路 -
107 范秋霞 莲湖 环西 玉祥门 -
108 王萃 莲湖 北院门 二府街 -
109 李振京 莲湖 北院门 化觉巷 -
110 张王平 莲湖 北院门 桥梓口 -
111 薛进云 莲湖 西关 旭景名园 -



112 樊少波 莲湖 西关 西关正街 -
113 王渤 莲湖 西关 西关正街 -
114 佟新春 莲湖 西关 西关正街 -
115 程芳 雁塔 大雁塔 科大 -
116 张玉琴 雁塔 大雁塔 建苑 8-11604
117 刘倩 雁塔 大雁塔 翠华北路 -
118 曹轩 雁塔 大雁塔 雁塔路 8-10903
119 曹勘 雁塔 大雁塔 雁塔路 -
120 郭海洋 雁塔 大雁塔 雁塔路 -
121 谭洁瑛 雁塔 大雁塔 后村 -
122 卢翠绒 雁塔 大雁塔 西影 -
123 钱爽 雁塔 大雁塔 八一 -
124 李宁 雁塔 等驾坡 阳光 -
125 任开璇 雁塔 等驾坡 建工路 -
126 陈开平 雁塔 等驾坡 建工路 -
127 郭康 雁塔 电子城 广交 -
128 张涛 雁塔 电子城 电子二路 -
129 巩江萍 雁塔 电子城 电子一路 -
130 武广英 雁塔 电子城 电子西街 -
131 任彦清 雁塔 杜城 杜城 8-10103
132 张欢 雁塔 杜城 杜城 -
133 肖仕佐 雁塔 曲江 新华 -
134 柴艳荣 雁塔 曲江 -
135 白小琴 雁塔 小寨路 红专南路 8-10102
136 王怡名 雁塔 小寨路 健康 -
137 齐玉婷 雁塔 小寨路 健康 -
138 陈治平 雁塔 小寨路 小寨东路 -
139 王秀茹 雁塔 小寨路 小寨东路 -
140 郝西平 雁塔 小寨路 育华 -
141 丁银亭 雁塔 小寨路 四季社区 -
142 张搏 雁塔 丈八 -
143 白佳慧 雁塔 漳浒寨 化工坊 -
144 刘秀华 雁塔 长延堡 东八里 -
145 肖娟玲 雁塔 长延堡 航天 -
146 郭豪森 雁塔 长延堡 明南 -
147 谢道勇 雁塔 长延堡 电视塔 -
148 郭永勤 雁塔 长延堡 华城 -
149 张亚楠 雁塔 长延堡 青松路 -



150 赵亚军 雁塔 长延堡 西八里 -
151 薛艳艳 高新 丈八 高科花园社区 -
152 赵娜 高新 丈八 高科花园社区 8-12003
153 姚云霞 高新 丈八 锦业路社区 -
154 杜娟 新城 胡家庙 西筑 -
155 张旭 新城 长乐中路 康乐社区 -
156 刘红波 新城 太华路 含元西路 -
157 王新建 新城 太华路 八府庄 -
158 邓朋刚 新城 太华路 东元西路 -
159 韩明俊 新城 太华路 东元西路 -
160 王名博 新城 太华路 东元西路 -
161 李凯凯 新城 太华路 东元西路 -
162 肖美鸽 新城 解放门 西六路 -
163 李省利 新城 解放门 卫民 -
164 邹亚娥 新城 西一路 广场 -
165 马小宏 未央 张家堡 二府庄 -
166 蔡园明 未央 张家堡 社区 -
167 肖康曹 未央 未央湖 夏家堡 -
168 王科社 未央 未央湖 文家 -
169 王普棠 灞桥 红旗 散户 -
170 张益 灞桥 席王 散户 8-11303
171 杨敏 灞桥 席王 散户 -
172 乔艳妮 碑林 柏树林 圪塔寺 -
173 王晓玲 碑林 太乙路 安东街 -
174 董小宏 碑林 太乙路 乐二 -
175 刘麦红 碑林 太乙路 南二环 -
176 潘建明 碑林 太乙路 中铁一局 -
177 焦扣养 碑林 太乙路 太乙路街办城

管科
-

178 周卫民 碑林 太乙路 兴庆南路 -
179 梁甜甜 碑林 太乙路 建东街 -
180 朱金虎 碑林 东关南 仁厚 -
181 郭学灵 碑林 东关南 卧龙 -
182 郭忠信 碑林 长乐坊 更新 -
183 姚淑梅 碑林 长乐坊 孟家巷 -
184 陈智毅 碑林 长乐坊 孟家巷 -
185 王军利 碑林 南院门 大车家巷 -
186 胡宝峰 碑林 南院门 钟楼 -
187 董双珍 碑林 南院门 南院门 -



188 耶养娃 碑林 南院门 书院门 -
189 刘得一 碑林 南院门 书院门 -
190 叶平 碑林 南院门 书院门 -
191 方宽民 碑林 南院门 书院门 -
192 杨西忠 碑林 南院门 印花布园 -
193 赵  峰 碑林 张家村 交通 -
194 杨浩武 碑林 张家村 黄东 -
195 高燕 碑林 张家村 文康 -
196 叶静 碑林 张家村 军工 -
197 郭战良 碑林 张家村 军工 -
198 贺永锋 碑林 张家村 军工 -
199 来停停 碑林 张家村 黄西 8-10902
200 连永生 碑林 长安路 仁义 -
201 刘有惠 碑林 长安路 光荣 -
202 郭端方 碑林 文艺路 航天置业 -
203 宁鸣凤 碑林 文艺路 航天置业 -
204 陈彩霞 碑林 文艺路 文北一 -
205 陈惠玲 碑林 文艺路 林雁 -
206 马小鱼 碑林 文艺路 文南 -
207 胥江春 碑林 文艺路 环南路 -
208 田盖 碑林 文艺路 友谊 -
209 晋华英 莲湖 土门 友谊 -
210 程瑞洁 莲湖 土门 友谊 -
211 来倩 莲湖 红庙坡 工农新村 -
212 张建峰 莲湖 红庙坡 星火 -
213 张江 莲湖 枣园 利君西 -
214 杨长生 莲湖 青年路 莲一 -
215 王玉梅 莲湖 青年路 青一 -
216 王鹤 莲湖 青年路 西北一路 -
217 孙建民 莲湖 环西 劳动路 -
218 张建斌 莲湖 北院门 贡院门 -
219 邬永红 莲湖 北院门 贡院门 -
220 雷立志 莲湖 北院门 桥梓口 8-11206
221 李月敏 莲湖 北院门 香米园 -
222 李煜 莲湖 北院门 学习巷 -
223 李琴 雁塔 大雁塔 八一 -
224 韩明科 雁塔 大雁塔 翠华南路 -
225 李星亮 雁塔 大雁塔 兴科 -



226 韩养齐 雁塔 等驾坡 建工路 -
227 杨云峰 雁塔 杜城 杜城 -
228 王丹 雁塔 杜城 东三爻 -
229 毕霞 雁塔 曲江 -
230 卜寨峰 雁塔 小寨路 小寨东路 -
231 赫燕聚 雁塔 小寨路 兴善 -
232 马治生 雁塔 长延堡 军干所 -
233 种晓强 雁塔 长延堡 军干所 -
234 谢芝团 雁塔 长延堡 电视塔 -
235 曹弘毅 雁塔 长延堡 电视塔 -
236 李益双 雁塔 长延堡 华城 -
237 刘彦成 雁塔 长延堡 华城 -
238 蒋晶晶 雁塔 长延堡 世家星城 8-10703
239 尤龙军 雁塔 长延堡 紫郡长安 -
240 苏会霞 雁塔 长延堡 紫郡长安 -
241 吕全安 高新 丈八 陈林 -
242 张萍 高新 丈八 糜家桥社区 -
243 金彩霞 高新 丈八 枫叶惠欣 -
244 阮仕芹 新城 胡家庙 保洁公司 -
245 李军峰 新城 韩森寨 东方 -
246 任彬 新城 解放门 西六路 -
247 王菁华 新城 西一路 民乐 -
248 胡博文 新城 西一路 尚朴 -
249 赵光辉 新城 西一路 新民 -
250 孟进宝 新城 西一路 兴盛 -
251 郭娟娟 未央 汉城 杨家 -
252 刘健 未央 大明宫 西铁 -
253 贾雷雷 灞桥 席王 -
254 闫博 碑林 柏树林 圪塔寺 8-11404
255 贺小波 碑林 柏树林 三学街 -
256 马少林 碑林 柏树林 菊花园 8-11401
257 李梦雅 碑林 长乐坊 长乐 -
258 苏秀丽 碑林 长乐坊 长乐 -
259 杨影 碑林 南院门 德福巷 -
260 胡朝阳 碑林 张家村 黄西 -
261 高彦丽 碑林 长安路 西勘 -
262 康凯飞 碑林 长安路 永宁 -
263 闫锁峰 碑林 长安路 朱南 -



264 陈静 莲湖 土门 汉城东路 -
265 姜小艳 莲湖 桃园路 大兴西路 -
266 全秀朝 莲湖 青年路 东药 -
267 郑旭龙 莲湖 青年路 莲四 -
268 赵海燕 莲湖 青年路 西药 -
269 渠元伟 莲湖 北院门 香米园 -
270 倪凯 莲湖 北院门 双仁府 -
271 王佳茗 雁塔 大雁塔 雁塔路 8-10606
272 赵百海 雁塔 大雁塔 西延路 -
273 闫伟 雁塔 等驾坡 建工路 -
274 王耿波 雁塔 等驾坡 建工路 8-10201
275 李桥 雁塔 等驾坡 建工路 -
276 尹涛 雁塔 等驾坡 建工路 -
277 刘勃 雁塔 等驾坡 建工路 -
278 代何有 雁塔 杜城 东三爻 8-10204
279 王良明 雁塔 杜城 东三爻 -
280 刘建利 雁塔 杜城 东三爻 -
281 高斌辉 雁塔 曲江 -
282 杨志红 雁塔 曲江 -
283 曹飞超 雁塔 长延堡 航天 -
284 赵蔓 雁塔 长延堡 瑞禾 -
285 郝燕 雁塔 长延堡 电视塔 -
286 刘信科 雁塔 长延堡 华城 -
287 刘玉强 雁塔 长延堡 明北 8-10803
288 刘晓刚 雁塔 长延堡 世家星城 -
289 常生耀 未央 草滩 丽舍春天 -
290 袁建国 灞桥 十里铺 华清园 -
291 赵亚龙 碑林 柏树林 三学街 -
292 肖锋 碑林 东关南 古迹岭 -
293 马小艳 碑林 南院门 书院门 -
294 杨亚群 莲湖 桃园路 双府 -
295 王鹏程 雁塔 大雁塔 雁塔路 -
296 柴鹏举 雁塔 大雁塔 省委 -
297 李大涛 雁塔 长延堡 电视塔 -
298 代新俊 雁塔 电子城 广交 -
299 冯建波 新城 中山门 万达 -
300 李如斌 碑林 柏树林 下马陵 -
301 魏健宏 碑林 长乐坊 长乐 -



302 王文斌 碑林 长安路 朱北 -
303 任之初 碑林 文艺路 航天置业 -
304 季乐 莲湖 北院门 贡院门 -
305 马刚 莲湖 北院门 社会路 -
306 高秦鹏 雁塔 大雁塔 兴科 -
307 魏周宝 雁塔 杜城 东三爻 -
308 贾浩 高新 鱼化寨 无 -
309 李海强 新城 长乐中路 金康社区 -
310 晏纪忠 碑林 长乐坊 八仙庵 -
311 高长安 碑林 南院门 南院门 -
312 路胜伟 碑林 文艺路 友谊 -
313 李秀英 莲湖 桃园路 劳动二坊 -
314 田喜乐 莲湖 青年路 青三 -
315 李有记 雁塔 电子城 电子西街 -
316 李锋珍 雁塔 杜城 东三爻 -
317 吕亚峰 高新 丈八 南窑头 -
318 李凌峰 雁塔 长延堡 青松路 -
319 田少敏 新城 解放门 卫民 -
320 杨妮妮 高新 丈八 绿地社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