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市ABCD类人才安居资格审核名单公示（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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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份ABCD类人才安居
资格审核名单予以公告。公示期限为3个工作日（2023.02.27-2023.0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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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室

西安市ABCD类人才安居资格审核公示名单

序

号

申请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人才

类别
认定部门

婚姻

状况
住房情况 所服务企业名称

拟申请保障

类型

1 陈正勇 身份证 440************095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北极雄芯信息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实物配租

2 邬佳 身份证 362************124 D 碑林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租赁补贴

3 吴京洋 身份证 411************810 D 航天基地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4 杨喜龙 身份证 610************117 D 莲湖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5 李雄 身份证 61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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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李孟玉 身份证 612************461 D 碑林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市中心医院 租赁补贴

7 段炳玺 身份证 632************138 D 高新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实物配租

8 张天钊 身份证 642************619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杭州海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研发分公司 租赁补贴

9 闫龙龙 身份证 130************010 D 航天基地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补贴

10 张鹏飞 身份证 412************090 D 经开区 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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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金阳 身份证 370************013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欧卡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12 张琳 身份证 140************820 D 碑林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13 吴恬颖 身份证 33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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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罗本帅 身份证 411************018 D 新城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中建西安幸福林带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15 李泽栋 身份证 610************436 D 航天基地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16 田华 身份证 6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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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邹婷 身份证 340************323 D 碑林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高新医院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18 梁杏 身份证 610************422 D 莲湖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瑞泰尔仓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19 杨恒 身份证 610************430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格易安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20 王思涵 身份证 620************567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西部资信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21 傅尧 身份证 412************514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软通动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22 闫瑞涛 身份证 142************024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租赁补贴

23 徐伟 身份证 620************132 D 经开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广联达西安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24 郭泽峰 身份证 140************653 D 碑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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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漆宇 身份证 612************44X D 新城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市新城区中山门街道办事处 租赁补贴

26 王桃雪 身份证 610************821 D 经开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必奇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27 陈朝阳 身份证 140************253 D 航天基地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28 王桂停 身份证 610************379 D 莲湖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29 刘源 身份证 612************015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租赁补贴

30 戴毛 身份证 610************014 D 莲湖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31 朱琳 身份证 50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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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闫俊兰 身份证 142************220 D 碑林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必奇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33 董文韬 身份证 610************320 D 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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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高一杰 身份证 610************011 D 碑林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35 王兵智 身份证 610************554 D 莲湖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36 王魁 身份证 62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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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李栓 身份证 610************453 D 莲湖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38 万鑫浩 身份证 411************510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实物配租

39 周营军 身份证 610************177 D 莲湖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40 邢扶伟 身份证 610************13X D 莲湖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41 麻俊 身份证 610************634 D 经开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广联达西安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42 雒文婷 身份证 622************089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租赁补贴

43 宋佳馨 身份证 610************229 D 碑林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应用物理化学研究所 租赁补贴

44 左邦 身份证 340************497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杭州海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研发分公司 租赁补贴

45 武昭 身份证 142************615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中建丝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46 徐贺 身份证 412************229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九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47 何铭禹 身份证 610************650 D 碑林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碑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48 向朝阳 身份证 610************91X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租赁补贴

49 杨晓娜 身份证 142************728 D 航天基地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补贴

50 吴敏 身份证 610************623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软通动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51 穆冉 身份证 610************022 D 碑林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租赁补贴

52 张小亚 身份证 142************322 D 高新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中建丝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53 李春娥 身份证 610************229 D 高新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易朴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54 余可馨 身份证 411************926 D 碑林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补贴

55 沈畅 身份证 411************74X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租赁补贴

56 杨丽洁 身份证 610************645 D 碑林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租赁补贴

57 闫子璇 身份证 140************539 D 经开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广联达西安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58 刘丹 身份证 612************124 D 未央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中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实物配租

59 王莹莹 身份证 141************026 D 灞桥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工程大学 租赁补贴

60 王洋 身份证 610************932 D 航天基地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补贴

61 王凤仪 身份证 610************023 D 经开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广联达西安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62 吕昭阳 身份证 372************031 D 新城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中建西安幸福林带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63 豆晓杰 身份证 610************820 D 碑林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铁路疾病预防控制所 租赁补贴

64 曾献清 身份证 372************921 D 碑林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补贴



65 董福业 身份证 622************516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格易安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66 段倩 身份证 610************928 D 碑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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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王帅 身份证 610************034 D 碑林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西热锅炉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68 刘睿凝 身份证 371************341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租赁补贴

69 孙婉秋 身份证 610************124 D 未央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学校 租赁补贴

70 李彤 身份证 622************42X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思特沃克软件技术（西安）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71 王思夏 身份证 610************411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杭州和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租赁补贴

72 窦静宇 身份证 620************016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思特沃克软件技术（西安）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73 王雪晴 身份证 610************52X D 高新区 单身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陕西兆通利合数码有限公司 租赁补贴

74 杨继宗 身份证 620************355 D 高新区 已婚 无住房并且五年内无买卖记录 西安利雅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实物配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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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