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 考 证 号 姓 名 乡 镇 （ 街 道 ） 社 区

2104021 李娜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01 张燕燕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04 赵婷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22 郑慧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24 闫宇星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18 靳晓宇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26 刘圆圆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03 李芳芳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09 张茜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34 刘小群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10 闫敏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38 薛瑞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17 梁红梅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37 陈晨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25 张婷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36 王彩仙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41 李静 东曲街道 川东社区

2104052 杨恩慧 东曲街道 汾西社区

2104051 雷敏 东曲街道 汾西社区

2104048 王文英 东曲街道 汾西社区

2104049 闫丽茹 东曲街道 汾西社区

2104057 武燕儿 东曲街道 河南社区

2104058 张莉 东曲街道 河南社区

2104059 闫星 东曲街道 河南社区

2104062 闫婷婷 东曲街道 河南社区

2104065 文雅 东曲街道 建设路社区

2104066 宋志凤 东曲街道 建设路社区

2104070 史政燮 东曲街道 建设路社区

2104072 王敏 东曲街道 建设路社区

2104068 王云涛 东曲街道 建设路社区

2104064 康倩 东曲街道 建设路社区

2104087 高志梅 东曲街道 青年路社区

2104077 郭佳 东曲街道 青年路社区

古 交 市 公 开 招 聘 全 科 专 职 网 格 员 面 试 人 员 名 单



2104089 郝晓霞 东曲街道 青年路社区

2104082 邢亚男 东曲街道 青年路社区

2104093 韵咪咪 东曲街道 青年路社区

2104079 李艳芳 东曲街道 青年路社区

2104080 张瑞 东曲街道 青年路社区

2104078 闫荣荣 东曲街道 青年路社区

2104091 芦雨雨 东曲街道 青年路社区

2104098 白爱花 东曲街道 铁磨沟社区

2104100 武建华 东曲街道 铁磨沟社区

2104097 李兔玲 东曲街道 铁磨沟社区

2104096 李建芳 东曲街道 铁磨沟社区

2104104 宋志林 东曲街道 西福苑社区

2104103 裴洁姝 东曲街道 西福苑社区

2104108 张文秀 东曲街道 小峪沟社区

2104106 米丽红 东曲街道 小峪沟社区

2104107 王艳珍 东曲街道 小峪沟社区

2104110 张晓丽 东曲街道 小峪沟社区

2104111 张宇新 东曲街道 小峪沟社区

2104125 刘艳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57 曾传梅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65 赵敏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47 赵静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27 晋艳丽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21 王婷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49 武芳芳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38 王婷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14 刘艳霞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23 赵亚萍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15 丁清晨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50 马光霞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16 李晓星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26 李红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43 李伟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17 刘小芳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62 袁帅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20 吉宁宁 东曲街道 新村街社区



2104171 王凯 东曲街道 义学路社区

2104189 陈淼 东曲街道 义学路社区

2104173 郭廷 东曲街道 义学路社区

2104170 武源媛 东曲街道 义学路社区

2104181 杨贤绩 东曲街道 义学路社区

2104166 吴媛媛 东曲街道 义学路社区

2104180 张清霞 东曲街道 义学路社区

2104183 刘小瑜 东曲街道 义学路社区

2104184 闫敏 东曲街道 义学路社区

2104175 王婷 东曲街道 义学路社区

2104182 巩淼 东曲街道 义学路社区

2104169 丁敏 东曲街道 义学路社区

2104190 刘荣萍 东曲街道 义学路社区

2104193 杨惠舒 东曲街道 长峪沟社区

2104194 刘凤仙 东曲街道 长峪沟社区

2104197 石慧芳 河口镇 汾水社区

2104196 石变梅 河口镇 汾水社区

2104199 殷海峰 河口镇 汾水社区

2104200 张婷婷 河口镇 汾水社区

2104217 张宝 河口镇 河口社区

2104201 闫文静 河口镇 河口社区

2104202 任晓娟 河口镇 河口社区

2104214 武志华 河口镇 河口社区

2104218 殷建锋 河口镇 河口社区

2104219 阎春佳 河口镇 河口社区

2104220 米俊梅 河口镇 河口社区

2104223 康桂莲 河口镇 河下社区

2104222 杨晶晶 河口镇 河下社区

2104249 闫小龙 河口镇 火山社区

2104245 王婷 河口镇 火山社区

2104232 赵婷 河口镇 火山社区

2104233 赵文伟 河口镇 火山社区

2104252 王佳丽 河口镇 火山社区

2104244 刘慧艳 河口镇 火山社区

2104238 郭娜 河口镇 火山社区

2104251 宋琳 河口镇 火山社区



2104254 郭霞 河口镇 火山社区

2104237 王志莹 河口镇 火山社区

2104264 张雪娇 河口镇 扫石社区

2104265 王晶晶 河口镇 寨上社区

2104269 闫蓉 河口镇 寨上社区

2104275 王俊兰 嘉乐泉乡 嘉乐泉社区

2104276 张星 嘉乐泉乡 嘉乐泉社区

2104277 张志保 嘉乐泉乡 嘉乐泉社区

2104270 马俊英 嘉乐泉乡 嘉乐泉社区

2104278 梁秀 嘉乐泉乡 铁炉沟社区

2104280 康宁 嘉乐泉乡 铁炉沟社区

2104279 王书梅 嘉乐泉乡 铁炉沟社区

2104283 郭晴 嘉乐泉乡 铁炉沟社区

2104288 阎鑫 马兰镇 利民社区

2104286 杨会玲 马兰镇 利民社区

2104285 鲁丽鑫 马兰镇 利民社区

2104287 李洋 马兰镇 利民社区

2104291 芦志珍 马兰镇 马兰社区

2104294 唐瑶 马兰镇 马兰社区

2104293 袁云丽 马兰镇 马兰社区

2104290 武瑞芳 马兰镇 马兰社区

2104295 杨彦芬 马兰镇 武家庄社区

2104296 武文慧 马兰镇 武家庄社区

2104299 康鑫宇 马兰镇 武家庄社区

2104297 张敏 马兰镇 武家庄社区

2104304 宋慧丰 马兰镇 西塔社区

2104300 刘湘 马兰镇 西塔社区

2104308 白玉贵 马兰镇 西塔社区

2104311 赵丽红 马兰镇 西塔社区

2104315 李静 马兰镇 西塔社区

2104309 吴虹 马兰镇 西塔社区

2104306 段丽霞 马兰镇 西塔社区

2104305 王锦丽 马兰镇 西塔社区

2104313 张露 马兰镇 西塔社区

2104302 姜敏 马兰镇 西塔社区

2104310 武慧敏 马兰镇 西塔社区



2104316 房俊珍 梭峪乡 白家沟社区

2104317 徐旭飞 梭峪乡 会立社区

2104320 张俊燕 梭峪乡 会立社区

2104322 闫丽珍 梭峪乡 狮河口社区

2104321 闫世荣 梭峪乡 狮河口社区

2104323 苏艳芳 梭峪乡 狮河口社区

2104337 任家家 梭峪乡 长峁社区

2104333 闫丽丽 梭峪乡 长峁社区

2104335 李淑琴 梭峪乡 长峁社区

2104338 路媛媛 梭峪乡 长峁社区

2104336 杨丽英 梭峪乡 长峁社区

2104334 杨冠松 梭峪乡 长峁社区

2104339 刘淑静 梭峪乡 长峁社区

2104324 褚学菲 梭峪乡 梭峪社区

2104331 杨梅 梭峪乡 梭峪社区

2104328 闫丽芝 梭峪乡 梭峪社区

2104325 阴素梅 梭峪乡 梭峪社区

2104377 祝姣姣 桃园街道 当中街社区

2104357 郝敏 桃园街道 当中街社区

2104387 张越 桃园街道 当中街社区

2104360 张鑫鑫 桃园街道 当中街社区

2104340 邢悦 桃园街道 当中街社区

2104344 张媛媛 桃园街道 当中街社区

2104347 李俊芳 桃园街道 当中街社区

2104348 高晓红 桃园街道 当中街社区

2104355 韩丽 桃园街道 当中街社区

2104378 闫丽娟 桃园街道 当中街社区

2104358 陈彩俊 桃园街道 当中街社区

2104365 张荣 桃园街道 当中街社区

2104373 刘鹏 桃园街道 当中街社区

2104374 王慧珠 桃园街道 当中街社区

2104421 宁志刚 桃园街道 福康苑社区

2104410 杨瑞燕 桃园街道 福康苑社区

2104422 康云霞 桃园街道 福康苑社区

2104414 王艳红 桃园街道 福康苑社区

2104393 宋娟 桃园街道 福康苑社区



2104416 杨静静 桃园街道 福康苑社区

2104408 李彩霞 桃园街道 福康苑社区

2104430 杨丽芳 桃园街道 福康苑社区

2104440 康晓返 桃园街道 福康苑社区

2104415 马伍奎 桃园街道 福康苑社区

2104402 邢慧 桃园街道 福康苑社区

2104407 张晓燕 桃园街道 福康苑社区

2104424 李聪 桃园街道 福康苑社区

2104442 张丽香 桃园街道 福康苑社区

2104451 陈素芳 桃园街道 郝家庄社区

2104449 折保兴 桃园街道 郝家庄社区

2104467 马惠 桃园街道 马兰滩社区

2104462 毕晓柳 桃园街道 马兰滩社区

2104466 张美华 桃园街道 马兰滩社区

2104458 张蓉蓉 桃园街道 马兰滩社区

2104461 武睿 桃园街道 马兰滩社区

2104463 康越 桃园街道 马兰滩社区

2104475 王彩云 桃园街道 马兰滩社区

2104465 唐园园 桃园街道 马兰滩社区

2104456 李宏 桃园街道 马兰滩社区

2104482 郝慧慧 桃园街道 马兰滩社区

2104474 王瑞 桃园街道 马兰滩社区

2104453 宋红丹 桃园街道 马兰滩社区

2104494 郝飞 桃园街道 千佛路社区

2104485 成文丽 桃园街道 千佛路社区

2104517 李彦芳 桃园街道 千佛路社区

2104486 姜芳 桃园街道 千佛路社区

2104527 张文静 桃园街道 千佛路社区

2104512 赵建华 桃园街道 千佛路社区

2104513 常文琪 桃园街道 千佛路社区

2104505 张瑞国 桃园街道 千佛路社区

2104518 王丽丽 桃园街道 千佛路社区

2104490 薛宏浩 桃园街道 千佛路社区

2104497 武文娟 桃园街道 千佛路社区

2104528 马馨芳 桃园街道 千佛路社区

2104506 傅秀梅 桃园街道 千佛路社区



2104496 许贇 桃园街道 千佛路社区

2104501 闫雍浩 桃园街道 千佛路社区

2104489 康芮 桃园街道 千佛路社区

2104569 孙彩萍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44 武慧仙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31 马燕玲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55 冀青青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30 李书贤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33 李俊霞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63 张婷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99 郝雁荣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52 赵晓荣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614 郝娟娟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36 武喜英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34 武琴琴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73 李丽丽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40 曹治强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50 闫晋如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78 张琴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84 成慧敏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86 邢莉莉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37 杨海燕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74 王芳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79 赵敏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90 乔静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605 闫彩飞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95 罗香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51 杨国进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66 张琳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94 张燕红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616 刘瑞琼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43 阎小燕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46 张建红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89 王赟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91 弓建光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562 许丽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608 吕淑瑶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609 张天林 桃园街道 青山路社区

2104642 阎文凤 桃园街道 桃园路社区

2104627 张秋晨 桃园街道 桃园路社区

2104647 赵雪茹 桃园街道 桃园路社区

2104651 张晋畅 桃园街道 桃园路社区

2104635 靳芳芳 桃园街道 桃园路社区

2104619 宋萍 桃园街道 桃园路社区

2104631 张瑞麒 桃园街道 桃园路社区

2104638 郝晨越 桃园街道 桃园路社区

2104620 郝树英 桃园街道 桃园路社区

2104628 李颖 桃园街道 桃园路社区

2104641 张珊姗 桃园街道 桃园路社区

2104683 董俊霞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692 康小燕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682 冯靖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708 李青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674 马志红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719 米燕燕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738 张笑哲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695 郭彦妍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725 孙红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714 张娜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728 马丽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711 康宁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731 师慧娟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701 李艳艳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675 阴贵红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690 闫珊珊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678 闫素兰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659 潘茜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677 史艳萍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689 张丽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753 伊芳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669 王瑞芳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696 艾瑞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657 郭志英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686 丁小燕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688 武改凤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718 郝亚玮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732 郝慧霞 桃园街道 腾飞路社区

2104754 冯宏燕 屯兰街道 风坪岭社区

2104757 殷婷婷 屯兰街道 康乐苑社区

2104759 张志荣 屯兰街道 康乐苑社区

2104758 雷康靖 屯兰街道 康乐苑社区

2104755 张燕 屯兰街道 康乐苑社区

2104756 李巧丽 屯兰街道 康乐苑社区

2104762 冯莉 屯兰街道 冷泉社区

2104760 刘慧娟 屯兰街道 冷泉社区

2104763 李俊风 屯兰街道 鹿庄社区

2104770 张晓飞 屯兰街道 鹿庄社区

2104767 赵云竹 屯兰街道 鹿庄社区

2104764 康晓晴 屯兰街道 鹿庄社区

2104766 商妞妞 屯兰街道 鹿庄社区

2104775 郭艳 屯兰街道 木瓜会社区

2104779 康琳 屯兰街道 木瓜会社区

2104776 康文娟 屯兰街道 木瓜会社区

2104778 李琼 屯兰街道 木瓜会社区

2104786 武彦洋 屯兰街道 屯村社区

2104783 武悦悦 屯兰街道 屯村社区

2104784 吕婧 屯兰街道 屯村社区

2104782 秦亚楠 屯兰街道 屯村社区

2104792 李宜莲 屯兰街道 屯乐苑社区

2104797 武美红 屯兰街道 屯乐苑社区

2104795 张艳飞 屯兰街道 屯乐苑社区

2104790 张杰 屯兰街道 屯乐苑社区

2104791 闫思尹 屯兰街道 屯乐苑社区

2104787 闫娜 屯兰街道 屯乐苑社区

2104788 刘爱燕 屯兰街道 屯乐苑社区

2104793 李建红 屯兰街道 屯乐苑社区

2104798 高影 屯兰街道 屯乐苑社区

2104794 张美娟 屯兰街道 屯乐苑社区



2104796 李雪静 屯兰街道 屯乐苑社区

2104789 胡晓燕 屯兰街道 屯乐苑社区

2104799 张钰 西曲街道 滨北社区

2104815 张子宏 西曲街道 滨北社区

2104800 薛叶叶 西曲街道 滨北社区

2104822 邢妍 西曲街道 滨北社区

2104810 高佳佳 西曲街道 滨北社区

2104809 张文青 西曲街道 滨北社区

2104805 张慧敏 西曲街道 滨北社区

2104804 王泽琳 西曲街道 滨北社区

2104814 王文英 西曲街道 滨北社区

2104802 刘凯丽 西曲街道 滨北社区

2104828 徐丽娟 西曲街道 矾石沟社区

2104826 卫彩萍 西曲街道 矾石沟社区

2104830 刘爱香 西曲街道 石炭咀社区

2104829 王雪茹 西曲街道 石炭咀社区

2104833 李丽莎 西曲街道 滩上社区

2104832 李丽花 西曲街道 滩上社区

2104835 吴志荣 西曲街道 西曲社区

2104839 师丽娜 西曲街道 西曲社区

2104846 杨慧兰 西曲街道 西曲社区

2104842 张慧霞 西曲街道 西曲社区

2104834 张玉凤 西曲街道 西曲社区

2104848 张志霞 西曲街道 西曲社区

2104841 王荣荣 西曲街道 西曲社区

2104844 李鑫鑫 西曲街道 西曲社区

2104860 庄晟 西曲街道 迎宾社区

2104859 曹小莉 西曲街道 迎宾社区

2104861 刘凤仙 西曲街道 迎宾社区

2104854 汪庆 西曲街道 迎宾社区

2104856 王慧芳 西曲街道 迎宾社区

2104862 武彩虹 西曲街道 迎宾社区

2104865 赵瑜玮 镇城底镇 城家曲社区

2104869 张慧慧 镇城底镇 上雁门社区

2104867 吕静英 镇城底镇 上雁门社区

2104872 王燕芬 镇城底镇 下雁门社区



2104871 李蓉蓉 镇城底镇 下雁门社区

2104877 雷艳艳 镇城底镇 镇城底社区

2104879 闫翠 镇城底镇 镇城底社区

2104878 李盼盼 镇城底镇 镇城底社区

2104880 张海艳 镇城底镇 镇城底社区

2104876 高琴 镇城底镇 镇城底社区

2104875 王超 镇城底镇 镇城底社区

2104881 张钰 镇城底镇 镇城底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