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亭市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民族 学历 入党时间 拟选任岗位 备注

1 王帆 男 1986.02 汉族 本科 2008.07 安口镇东大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2 吕涛 男 1986.01 汉族 本科 2011.07 安口镇瓷市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3 贾静 女 1993.11 汉族 本科 2015.05 安口镇西大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4 王向荣 男 1970.09 汉族 高中 1997.06 安口镇吴家堡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5 蒙莹 女 1987.10 汉族 本科 2011.06 安口镇双凤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6 彭小亮 男 1982.05 汉族 高中 2018.06 安口镇大坪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7 刘海霞 女 1990.02 汉族 本科 2013.06 安口镇南山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8 倪亮亮 女 1991.11 汉族 大专 2017.06 安口镇三山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9 王伍强 男 1972.08 汉族 高中 1997.06 安口镇武村铺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0 胡璟炯 男 1988.06 汉族 本科 2012.12 安口镇高镇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1 姚书俊 男 1970.02 汉族 高中 1997.12 安口镇石坪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2 孔彦荣 男 1973.11 汉族 高中 2006.06 安口镇朱家坡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3 张东林 男 1987.01 汉族 本科 2013.06 安口镇马家堡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4 刘文娟 女 1989.09 汉族 大专 2017.06 安口镇吴坪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5 董宏亮 男 1973.10 汉族 大专 1997.06 安口镇胡家窑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6 牛万春 男 1971.06 汉族 大专 2011.06 安口镇立新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7 崔天柱 男 1971.10 汉族 高中 2011.06 安口镇晨光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8 王明军 男 1987.03 汉族 本科 2009.06 安口镇前峰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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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白海婧 女 1989.01 汉族 大专 2009.06 安口镇陶坪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20 高原 男 1972.11 汉族 高中 2011.05 安口镇关庄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21 贾小刚 男 1990.12 汉族 本科 2010.06 安口镇阳安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22 马光华 男 1963.05 回族 大专 1997.06 安口镇安丰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23 海魁 男 1970.06 回族 大专 2005.06 东华镇东华社区党总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24 王玉平 男 1970.10 汉族 高中 1994.08 东华镇西关社区党总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25 袁鑫 男 1973.03 汉族 大专 2001.06 东华镇东峡社区党总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26 赵永平 男 1985.06 汉族 大专 2006.06 东华镇前岭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27 杜维军 男 1983.05 汉族 大专 2007.06 东华镇北河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28 于泳 男 1986.01 汉族 本科 2012.06 东华镇黎明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29 马强 男 1993.01 回族 大专 2013.10 东华镇庞磨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30 李彦军 男 1989.03 汉族 本科 2014.06 东华镇南村沟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31 吴仁宝 男 1989.01 汉族 大专 2018.07 东华镇王峡口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32 吴小平 男 1970.05 汉族 大专 1998.06 东华镇裕光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33 邹玉鑫 男 1973.10 汉族 大专 2003.06 东华镇月元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34 王鹏巍 男 1990.11 汉族 在职研究生 2018.07 东华镇刘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35 李俊华 男 1973.08 汉族 高中 2017.06 西华镇什民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36 刘森林 男 1990.07 汉族 本科 2017.06 西华镇阳关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37 郭鹏春 男 1970.06 汉族 中专 2002.06 西华镇草滩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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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李斌 男 1988.06 汉族 本科 2013.06 西华镇麻庵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39 刘怡君 女 1992.01 汉族 本科 2013.05 西华镇兴民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40 康博 男 1985.05 汉族 大专 2013.06 西华镇西塬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41 左玉龙 男 1991.01 汉族 本科 2013.06 西华镇王寨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42 赵旭东 男 1986.09 汉族 本科 2013.06 西华镇上亭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43 刘鑫洲 男 1989.09 汉族 大专 2010.07 西华镇新庄洼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44 杨凡 男 1983.02 汉族 本科 2017.06 西华镇西华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45 陈蕾 女 1993.04 汉族 本科 2017.06 西华镇裕民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46 俞全顺 男 1969.06 汉族 高中 2005.06 西华镇龚杨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47 陈吉龙 男 1989.09 汉族 大专 2017.07 西华镇刘磨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48 蒙鹏飞 男 1987.08 汉族 本科 2012.07 西华镇青林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49 刘浩 男 1988.05 汉族 大专 2008.05 马峡镇马峡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50 张晓婷 女 1989.02 汉族 本科 2008.11 马峡镇赵庄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51 白儒 男 1975.06 汉族 大专 2015.06 马峡镇蒋庄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52 糟永杰 男 1973.12 回族 大专 1997.06 马峡镇刘店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53 雒文瑞 女 1988.12 汉族 本科 2010.06 马峡镇孟台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54 王彦虎 男 1986.08 汉族 中专 2014.06 马峡镇深沟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55 袁臻 男 1981.09 汉族 大专 1999.07 马峡镇双明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56 孙让过 男 1981.05 汉族 高中 2009.06 马峡镇寺沟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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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杨文霄 女 1990.09 汉族 本科 2012.11 马峡镇大岭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58 张晓飞 男 1990.02 汉族 本科 2016.06 马峡镇车厂沟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59 袁臻 男 1982.01 汉族 高中 2018.06 马峡镇腰崖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60 李华 男 1974.06 汉族 高中 2013.06 马峡镇罗马寺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61 谢静 女 1990.06 汉族 大专 2017.06 马峡镇苍沟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62 韦荣慧 女 1989.09 汉族 本科 2011.12 马峡镇燕麦河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63 王仁龙 男 1991.08 汉族 本科 2016.08 策底镇策底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64 杨俊杰 男 1980.12 汉族 本科 2008.06 策底镇策底坡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65 李翠翠 女 1987.12 汉族 本科 2016.06 策底镇大南峪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66 刘宏伟 男 1975.03 汉族 高中 2009.06 策底镇关梁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67 杨小军 男 1975.07 汉族 高中 2001.07 策底镇光明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68 杨斌 男 1982.09 汉族 本科 2009.06 策底镇红旗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69 李银平 男 1972.03 汉族 高中 1991.06 策底镇罗蟒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70 李涛 男 1994.11 汉族 大专 2016.06 策底镇盘坡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71 肖伟 男 1978.12 汉族 大专 2010.07 策底镇小南峪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72 房文君 女 1983.05 汉族 本科 2010.06 上关镇半川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73 张文 男 1990.04 汉族 本科 2016.06 上关镇王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74 王有生 男 1987.12 汉族 本科 2013.09 上关镇小川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75 王路平 男 1990.02 汉族 大专 2011.06 上关镇塄坎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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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黎斌苏 男 1986.03 汉族 本科 2017.06 上关镇水联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77 李建华 男 1994.02 汉族 中专 2017.11 上关镇早阳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78 李贵林 男 1988.02 汉族 本科 2014.07 上关镇陈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79 张宏云 女 1982.06 汉族 中专 2012.06 上关镇上关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80 米珍贵 男 1992.10 汉族 高中 2017.11 上关镇西庄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81 杨辉 男 1985.01 汉族 大专 2016.06 上关镇磨坪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82 莫非 男 1990.01 汉族 本科 2011.11 上关镇碾子沟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83 李伟伟 男 1990.12 汉族 本科 2018.06 河西镇新西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84 杨海平 男 1985.02 汉族 中专 2007.06 河西镇新庄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85 左国强 男 1975.06 汉族 大专 2009.06 河西镇河西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86 李拴虎 男 1986.01 汉族 本科 2009.06 河西镇杨庄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87 荆小军 男 1979.11 汉族 高中 2018.06 河西镇河南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88 张强 男 1992.01 汉族 本科 2017.06 河西镇景洼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89 王小龙 男 1989.04 汉族 本科 2017.06 河西镇建沟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90 梁伟 男 1974.01 汉族 大专 2000.06 山寨回族乡甘河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91 马娟 女 1992.01 汉族 大专 2013.04 山寨回族乡景坪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92 马红福 男 1986.07 汉族 大专 2006.10 山寨回族乡南阳洼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93 张平 男 1990.07 汉族 本科 2012.11 山寨回族乡峡滩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94 贾小伟 男 1998.12 汉族 中专 2018.06 山寨回族乡东街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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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王宏斌 男 1989.08 汉族 本科 2014.06 山寨回族乡西街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96 湛玉龙 男 1976.01 回族 高中 2005.06 山寨回族乡刘河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97 薛勇 男 1989.02 汉族 本科 2012.12 山寨回族乡北阳洼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98 闫建军 男 1978.10 汉族 大专 2002.12 砚峡乡砚峡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99 唐国继 男 1969.02 汉族 大专 1993.06 砚峡乡东沟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00 马颖娟 女 1990.03 汉族 本科 2011.06 砚峡乡麻池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01 王斌花 女 1990.06 汉族 本科 2016.06 砚峡乡土桥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02 李小龙 男 1981.05 汉族 大专 2013.06 砚峡乡韩河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03 辛婷婷 女 1990.02 汉族 本科 2014.07 砚峡乡曹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04 马喜龙 男 1979.08 回族 高中 2007.06 神峪乡神峪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05 胡峰 男 1983.04 汉族 初中 2004.10 神峪乡张家磨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06 杨进兴 男 1992.05 汉族 本科 2015.06 神峪乡草窝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07 李建国 男 1980.01 汉族 高中 2004.06 神峪乡吉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08 霍保顺 男 1971.10 汉族 大专 2006.06 神峪乡下关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09 刘和平 男 1970.09 汉族 高中 2011.06 神峪乡寇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10 宋周鹏 男 1996.10 汉族 大专 2017.07 神峪乡西沟门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11 闫宝奎 男 1992.07 汉族 本科 2017.06 神峪乡南梁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12 李志成 男 1979.04 汉族 高中 2007.06 神峪乡袁庄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13 夏祥 男 1971.10 汉族 高中 2015.06 神峪乡九一沟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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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田飞龙 男 1988.05 汉族 本科 2016.06 神峪乡新寨塬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15 黄蓓 女 1989.11 汉族 本科 2014.07 城市社区西郊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16 刘莉 女 1986.02 汉族 本科 2010.06 城市社区惠民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17 刘海旭 女 1986.11 汉族 大专 2012.06 城市社区梅苑社区党委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18 闫潇 男 1988.10 汉族 本科 2015.06 城市社区莲花湖社区党委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19 邵瑞 女 1987.03 汉族 本科 2010.06 城市社区西大街社区党委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20 董赟 男 1982.08 汉族 本科 2009.06 城市社区文化街社区党委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21 肖伟 男 1983.11 汉族 本科 2007.05 城市社区北大街社区党委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22 柳蛟龙 女 1984.08 汉族 本科 2010.06 城市社区东大街社区党委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23 辛建丽 女 1985.04 汉族 本科 2010.06 城市社区华矿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24 孙飞 男 1990.08 汉族 本科 2016.06 华亭工业园区三星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25 王小兰 女 1987.05 汉族 本科 2011.06 华亭工业园区石界子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26 赵艳 女 1986.07 汉族 本科 2009.06 华亭工业园区石堡子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127 唐敏 男 1992.03 汉族 本科 2014.06 华亭工业园区纪家庄社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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