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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留阳 男 山西阳城山城煤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34

2 王建明 男 山西阳城山城煤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21

3 霍月亮 男 山西阳城皇城相府集团皇联煤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108

4 李前 男 山西阳城皇城相府集团皇联煤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132

5 谭忠祥 男 山西阳城皇城相府集团皇联煤业有限公司 井下支护工 三级 2021-06-22 2000 146

6 常新彪 男 山西阳城皇城相府集团皇联煤业有限公司 井下采煤工 三级 2021-07-21 2000 96

7 王新林 男 山西阳城皇城相府集团皇联煤业有限公司 井下采煤工 三级 2021-07-21 2000 132

8 靳家亮 男 山西阳城皇城相府集团皇联煤业有限公司 井下采煤工 三级 2021-09-12 2000 132

9 裴泽兴 男 山西阳城皇城相府集团皇联煤业有限公司 井下采煤工 三级 2021-09-12 2000 132

10 赵晋阳 男 山西阳城皇城相府集团皇联煤业有限公司 井下采煤工 三级 2021-09-12 2000 92

11 王建军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井下采煤工 三级 2021-09-12 2000 25

12 郭末强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29

13 车雄伟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29

14 栗峰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29

15 张国兵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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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进军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29

17 延建飞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31

18 茹梦超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29

19 孙跃峰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125

20 卢慧峰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29

21 刘少杰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29

22 孙雄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29

23 陈亚军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84

24 王新丰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77

25 陈智伟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29

26 赵泳杰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29

27 司兵峰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29

28 卢晋阳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7-14 1000 29

29 范永亮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花卉园艺工 三级 2021-09-07 2000 29

30 程晓亮 男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07-10 1000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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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孙素芳 女 阳城县皇城相府（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07-10 1000 29

32 贾淑娟 女 山西国新中昊盛天然气有限公司 输气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90

33 牛育芳 女 山西国新中昊盛天然气有限公司 输气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94

34 潘崇宇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输气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55

35 成继飞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输气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21

36 王皓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输气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36

37 李凯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26

38 邢育龙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53

39 龚雷冯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33

40 吴浩杰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54

41 郭浩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24

42 田成东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30

43 凌乔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55

44 毕俊伟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104

45 成志伟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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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梁登楷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60

47 卢李鹏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44

48 崔侯鹏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31

49 杨文育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66

50 原鹏伟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53

51 郭志平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61

52 苏楠 男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24

53 琚伟峰 女 阳城县秀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燃气具安装维修工 五级 2021-11-15 1000 55

54 张爱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55 赵宽莉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56 延路芳 女 阳城县城惠康北环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57 王晚霞 女 阳城县城惠康北环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58 田园园 女 阳城县城惠康北环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59 陈章云 男 阳城县城惠康北环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60 栗石榴 女 阳城县城惠康北环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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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段雨青 女 阳城县城惠康北环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62 焦敏霞 女 阳城县城惠康荣泽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63 郭爱平 女 阳城县城惠康荣泽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64 田素霞 女 阳城县城惠康荣泽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65 刘美霞 女 阳城县城惠康荣泽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66 谭柳堂 女 阳城县城惠康荣泽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67 郭早爱 女 阳城县城惠康荣泽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68 张云霞 女 阳城县城惠康美韵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69 吉牡丹 女 阳城县城惠康美韵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70 梁柳赛 女 阳城县城惠康美韵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71 马于霞 女 阳城县城惠康美韵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9

72 李飞云 女 阳城县城惠康龙泽超市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73 赵玉芳 女 阳城县城惠康龙泽超市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74 刘陈梅 女 阳城县城惠康龙泽超市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75 酒雪平 女 阳城县城惠康龙泽超市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职业技能提升补贴发放花名表

阳城县职工失业保险所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所在单位 职业 （工种）
证书
等级

领证日期
发放

金额（元）
备注

76 苏素霞 女 阳城县城惠康凤北超市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77 吉育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78 吴晋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79 王小燕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80 茹晋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81 延素霞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82 李继荣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83 吴敏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84 卫敏霞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85 尚学红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86 孙李霞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87 周粉丽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88 原丽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89 闫素云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90 谷小燕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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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翟鲜梅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92 侯锦芝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93 卫柳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94 何艳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95 李酒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96 姬鲜萍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97 孙粉平 女 阳城县城惠康龙泽超市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98 谷素芳 女 阳城县城惠康凤北超市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99 张海英 女 阳城县城惠康龙泽超市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00 梁芬萍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01 吉爱妮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02 崔粉育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03 崔小素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04 田三梅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9

105 樊丽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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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宋素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07 邢育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08 郑晋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4

109 郭育荣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10 王茜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11 李倩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12 马二粉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13 梁妮妮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14 姬育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15 裴南丰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16 陈雯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39

117 韩露露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18 柳早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19 吴芳芬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120 李婷婷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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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宋卫芝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22 韩原芬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123 陈小素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24 宋爱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25 朱爱霞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26 张芳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127 陈书明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28 郭海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29 王巧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30 杨丽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31 杨育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32 成宁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133 赵爱霞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34 武平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35 成丽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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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元林霞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37 原芳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38 卢静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39 张娟娟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40 郭新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41 卫海燕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142 郑小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43 马晋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44 杨梅梅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45 郭小霞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46 王先霞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47 王晋琴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48 郭丽芬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49 酒霞霞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50 赵素芬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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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王艳敏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52 张彩红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53 郭棠棠 女 阳城县城惠康北环超市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154 董小化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55 李艳静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156 张苗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5

157 吴晋霞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58 邢丽平 女 阳城县惠康超市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27

159 上官武峰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伏岩煤业有限公司 电工 五级 2021-06-26 1000 16

160 李婧 女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伏岩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四级 2021-07-30 1500 156

161 魏志兵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晶鑫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井下支护工 四级 2021-07-30 1500 98

162 杨浩鹏 男 山西阳城皇城相府集团大桥煤业有限公司 井下采煤工 三级 2021-09-12 2000 132

163 李卫兵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西沟煤业有限公司 井下支护工 三级 2021-09-09 2000 180

164 闫云霞 女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西沟煤业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 五级 2021-09-09 1000 192

165 张学锋 男 阳城县聚家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中式面点师 四级 2021-07-15 150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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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白晋超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33

167 潘翠珍 女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68 王海兵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69 刘杨波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79

170 张军民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71 张继红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72 卫晋峰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73 赵张鹏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74 贾丰军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75 赵中魁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76 樊国太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77 郑建兵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12

178 卫小雷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79 吴凯超 女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12

180 李超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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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赵露萍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82 魏靖淇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91

183 高学锋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84 田师峰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85 赵玉鹏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12

186 张辽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87 马宇伟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31

188 李伟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89 刘依炅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91

190 刘凯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12

191 柴红兵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92 尹王玮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91

193 赵震宇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91

194 王凯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12

195 张磊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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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闫书杰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97 陈兵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94

198 卫旭旗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199 赵跃光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200 李跃飞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74

201 杨宇飞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202 乔冰妮 女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93

203 李海霞 女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204 曹剑鑫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60

205 卫学兵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206 贾建新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207 田丰兵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208 崔芳芳 女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12

209 杨锁军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40

210 贾建兵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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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刘燕锋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12

212 郭永亮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213 张泽强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214 上官军丰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12

215 白泽裕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73

216 郎玉峰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12

217 郑策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25

218 梁建兵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10

219 武星君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220 刘江飞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尹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茶艺师 五级 2021-10-31 1000 124

221 卢文辉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屯城煤业有限公司 电工 三级 2021-06-19 2000 32

222 谢镇营 男 山西阳城阳泰集团屯城煤业有限公司 井下支护工 五级 2021-06-30 1000 29

合计（222）人 234500

经办人：                          审核人：                            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