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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勇胜 身份证 610104********6150 D 莲湖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西电光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补贴

2 朱钱祥 身份证 340823********4411 D 高新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3 朱亚丹 身份证 410302********1546 D 高新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北京超凡志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西安分所
租赁补贴

4 程梦尧 身份证 610104********0612 D 高新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卓镭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5 赵青侠 身份证 130528********2420 D 碑林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 租赁补贴

6 唐恬 身份证 610104********5144 D 碑林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上海外服（陕西）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
租赁补贴

7 陈莎莎 身份证 610424********0024 D 碑林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上海外服（陕西）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
租赁补贴

8 高欣 身份证 610102********0322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9 杨兴顿 身份证 610124********4518 D 鄠邑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骏驰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租赁补贴

10 孙国栋 身份证 341281********155X D 经济技术开发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11 李伟 身份证 370724********3893 C 高新区 已婚 已购房 西安眼得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购房补贴

12 张丽君 身份证 632123********0026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飞芯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补贴

13 鲁能 身份证 612724********1011 D 高新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永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西安市ABCD类人才安居资格审核名单公示（二十一）

    为贯彻落实《西安市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打造“一带一路”人才高地若干政策措施》精神，按照
《西安市人才安居办法》、《西安市人才安居实施细则（试行）》（市房发〔2018〕46号），现将2020年7月
份ABCD类人才安居资格审核名单予以公告。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2020.8.10-2020.8.14）。请广大群众监
督举报。

    举报电话：87625628

    地址：西安市西大街116号房产交易大厦710室

西安市ABCD类人才安居资格审核公示名单



14 杨珅 身份证 610104********1113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15 翟彦邦 身份证 412825********0278 D
西安市西安工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秦风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16 黄卓达 身份证 320201********2517 D 航天基地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现代果业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17 张静 身份证 610403********0023 D 雁塔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省农村科技开发中心 租赁补贴

18 张成斌 身份证 210112********4036 D 航天基地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三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19 李之华 身份证 610104********062X D 经济技术开发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建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20 王舒傲 身份证 612722********0294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永秀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21 尹凯 身份证 610104********6170 D 莲湖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西电光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补贴

22 张耀元 身份证 610122********7525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23 王力成 身份证 610112********2039 D
西安市西安工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24 苏龙生 身份证 330106********0437 D
西安市西安工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秦风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25 李楠 身份证 610502********0214 D 经济技术开发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朗清实业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26 王晓丽 身份证 630104********0021 D 曲江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置能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27 丁舒雅 身份证 320602********0064 D 航天基地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现代果业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郑重提示：申请人才公租房、保障性住房全程不收费！所有收费代办均为违法行为，一经发现，严肃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