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云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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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凯 新城 自强路 自强 1-10514

2 陈建春 新城 自强路 阳光社区 -

3 曹鹏 新城 胡家庙 西筑 1-10609

4 何军 新城 长乐中路 华山社区 -

5 喻梦晨 新城 韩森寨 万寿 1-10602

6 李桂真 新城 中山门 万达 -

7 岳银羽 新城 太华路 生产村 -

8 李勇毅 新城 太华路 生产村 1-10409

9 张建国 新城 太华路 生产村 -

10 杨成群 新城 太华路 含元东路 1-10414

11 范小群 新城 太华路 生产村 -

12 陈青萍 新城 解放门 西六路 -

13 吕桂珍 新城 解放门 卫民 -

14 许斐 新城 西一路 民乐 1-10413

15 李伟威 新城 长乐西路 安仁坊 -

16 贾林 未央 汉城 海红 -

17 孟汉江 未央 汉城 海红 1-10511

18 胡晴紫 未央 未央宫 朱宏路 1-10506

19 樊红卫 未央 未央宫 枣园安居社区 -

20 杨彬 灞桥 纺织城 四棉 1-10504

21 严凯 灞桥 洪庆 庆华 -

22 陈新忠 碑林 太乙路 兴庆南路 1-10503

23 赵军宏 碑林 南院门 南院门 1-10615

24 洪涛 碑林 南院门 书院门 1-10601

25 曲涛 碑林 张家村 西工大 1-10411

26 黄燕龙 碑林 张家村 军工 1-10520

27 薛相亭 碑林 张家村 融信 1-10513

28 王旭 碑林 张家村 黄雁 -

29 鱼渭威 碑林 张家村 红缨 -

30 唐利荣 碑林 张家村 水文一 -

31 郑淑芳 经开 白桦林居 -



32 那志强 莲湖 土门 益民坊 -

33 胡意铃 莲湖 土门 益民坊 1-10603

34 徐晓军 莲湖 土门 惠民南坊 -

35 张华伟 莲湖 土门 庆安 -

36 孙宏远 莲湖 土门 庆安 1-10403

37 张晓明 莲湖 土门 庆安 1-10611

38 周湘杉 莲湖 土门 友谊 -

39 邓振锋 莲湖 红庙坡 大兴东路 1-10410

40 张世耀 莲湖 红庙坡 大兴东路 -

41 范秋娟 莲湖 红庙坡 大兴东路 1-10420

42 柳新进 莲湖 红庙坡 白家口 1-10509

43 马艳 莲湖 红庙坡 白家口 -

44 焦可聪 莲湖 红庙坡 白家口 1-10610

45 王玉玲 莲湖 红庙坡 纸坊南 -

46 王强 莲湖 红庙坡 火西 1-10418

47 张鹏 莲湖 红庙坡 火西 1-10607

48 杨仙泓 莲湖 红庙坡 火西 1-10512

49 陈萍 莲湖 红庙坡 丰禾 1-10507

50 刘超 莲湖 红庙坡 丰禾 1-10510

51 侯发旺 莲湖 红庙坡 丰禾 1-10614

52 张东建 莲湖 红庙坡 丰禾 1-10616

53 张玺 莲湖 红庙坡 工农新村 -

54 安妮 莲湖 红庙坡 星火 -

55 浮国庆 莲湖 红庙坡 星火 1-10618

56 李莉娜 莲湖 红庙坡 星火 1-10606

57 李娜 莲湖 枣园 精密 -

58 汪银涛 莲湖 枣园 精密 -

59 张小军 莲湖 枣园 冶金 -

60 朱积海 莲湖 枣园 远东西 -

61 谢东升 莲湖 枣园 远东西 -

62 程荫 莲湖 枣园 远东西 1-10518

63 吴龙飞 莲湖 枣园 枣园西路 1-10415

64 闪素梅 莲湖 枣园 枣园西路 -



65 梁培源 莲湖 枣园 唐都花园 1-10604

66 薛玲利 莲湖 环西 铁塔寺 -

67 崔香花 莲湖 环西 铁塔寺 -

68 王永胜 莲湖 环西 西仪 1-10401

69 华人贵 莲湖 北关 北稍门西 1-10412

70 孔丽娜 莲湖 北关 龙首西北 -

71 徐学东 莲湖 北关 龙首西南 -

72 王凤明 莲湖 北关 龙首西南 -

73 扈恒进 莲湖 北院门 香米园 1-10502

74 刘莉 莲湖 北院门 洒金桥 -

75 何新革 莲湖 北院门 洒金桥 1-10515

76 武宝玲 莲湖 北院门 桥梓口 1-10404

77 许碧莲 莲湖 北院门 学习巷 1-10620

78 石皓 莲湖 北院门 香米园 -

79 陈博 莲湖 青年路 西北一路 1-10505

80 赵杰 莲湖 青年路 西北一路 -

81 安彦臣 莲湖 青年路 莲一 1-10407

82 郑雪花 莲湖 青年路 东药 -

83 茹宝安 莲湖 青年路 西药 -

84 徐省辉 莲湖 青年路 莲四 1-10519

85 王云山 莲湖 青年路 莲四 1-10501

86 高伟 莲湖 青年路 青三 1-10406

87 王健 莲湖 西关 旭景名园 -

88 贺小荣 莲湖 桃园路 桃园一坊 -

89 马超 莲湖 桃园路 大兴西路 -

90 苗运鸿 莲湖 桃园路 劳动二坊 -

91 张小虎 莲湖 桃园路 劳动一坊 -

92 许亚峰 莲湖 桃园路 劳动一坊 -

93 陈晶亮 莲湖 桃园路 沣惠北路 1-10416

94 孙方远 莲湖 桃园路 沣惠北路 1-10405

95 李群俄 莲湖 桃园路 沣惠北路 1-10516

96 赵晓侠 莲湖 桃园路 延光社区 -

97 李巧红 莲湖 桃园路 金光门 1-10419



98 杨秋泓 莲湖 红庙坡 火西 -

99 黄茹侠 莲湖 桃园路 进丰 -

100 樊秋艳 莲湖 环西 玉祥门 1-10619

101 田兴胜 雁塔 大雁塔 兴科 -

102 王友平 雁塔 电子城 紫薇 1-10613

103 刘创 雁塔 漳浒寨 3507 -

104 王娟香 雁塔 小寨路 崇德坊 1-10605

105 卢丽华 雁塔 长延堡 兵工 1-10402

106 姚美娟 高新 丈八 社区指导中心 -

107 洪涛 高新 丈八 绿地社区 1-10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