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凹里公租房摇号结果

序号 人员姓名 所在区 街道办 社区 房间号

1 唐磊 新城 自强路 航建 6-10716

2 李学彦 新城 胡家庙 陕建机施 9-10720

3 张建平 新城 长乐中路 华山社区 6-13206

4 白睿 新城 韩森寨 秦川 9-10320

5 陈素玲 新城 长乐西路 永乐 -

6 王昭 新城 中山门 勤民 6-11611

7 刘段中 新城 中山门 安民里 6-12606

8 姚翠玲 新城 西一路 广场 6-10904

9 潘胜利 沣东 三桥 新西北 9-11204

10 李东飞 沣东 三桥 火车站 6-13317

11 葛秋元 沣东 三桥 三桥街 6-11411

12 荣振安 沣东 三桥 建章路 6-12911

13 宋孟元 沣东 三桥 建章路 9-10704

14 张辉 碑林 东关南 卧龙 6-12618

15 柏根富 碑林 张家村 太白 6-10518

16 安玉霞 碑林 张家村 白庙 6-11804

17 张攀利 碑林 长安路 振兴社区 6-10319

18 闫智星 莲湖 土门 益民坊 6-11714

19 刘向东 莲湖 土门 工农 6-10412

20 陈凤荣 莲湖 土门 汉城东路 6-12516

21 张敬林 莲湖 土门 汉城东路 -

22 杨根英 莲湖 土门 惠民北坊 9-10722

23 李海欣 莲湖 土门 庆安 -

24 易新 莲湖 土门 庆安 9-11119

25 李志英 莲湖 土门 远东东 2-11402

26 王妮 莲湖 土门 远东东 -

27 刘小波 莲湖 红庙坡 白家口 6-11017

28 赵豫海 莲湖 红庙坡 工农新村 -

29 滕岚 莲湖 红庙坡 星火 9-10904

30 岳吕文宣 莲湖 枣园 法士特 9-11206

31 朱新刚 莲湖 枣园 汉北 6-10705



32 胡瑞卿 莲湖 枣园 红光 6-10509

33 惠亮 莲湖 枣园 唐都花园 -

34 刘涛 莲湖 枣园 冶金 -

35 刘锡成 莲湖 枣园 冶金 6-13118

36 焦利萍 莲湖 北院门 社会路 -

37 段治法 莲湖 北院门 双仁府 8-11502

38 郝伟 莲湖 青年路 青三 -

39 苏涛 莲湖 青年路 青三 -

40 刘忠贤 莲湖 青年路 莲四 9-11207

41 任军 莲湖 青年路 习武园 -

42 杨子宣 莲湖 西关 解家村 6-11913

43 李长安 莲湖 西关 八家巷 6-10807

44 王玉祥 莲湖 西关 八家巷 6-11805

45 赵玲莉 莲湖 西关 西关正街 -

46 章会君 莲湖 桃园路 金光门 6-11508

47 邓敏 莲湖 桃园路 金光门 -

48 邹春龙 莲湖 桃园路 桃园三坊 6-10306

49 刘学宽 莲湖 青年路 莲二 6-11813

50 李琴 雁塔 大雁塔 雁塔路 6-11820

51 陈建荣 雁塔 漳浒寨 化工坊 6-11012

52 郭嘉珣 雁塔 漳浒街办 3511社区 6-13216

53 李云侠 雁塔 小寨路 崇德坊 -

54 宁东卜 雁塔 小寨路 崇德坊 6-13207

55 马玉萍 雁塔 小寨 四季社区 6-13316

56 王月秋 高新 丈八 惠智社区 6-12122

57 李勇军 高新 丈八 惠仁 9-10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