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蜂窝路认证道路摇号结果
轮次 编码 社区名称 姓名 车牌号

第1轮

F1030 电信局 李娟 京NVR626
F1068 铁东社区 蒋磊 京NQ2L56
F1057 铁东社区 刘雪莲 京FEN616
F1080 会城门社区 吴鹃 京N3KS16
F1062 铁东社区 王小玲 京N1QQ97
F1024 电信局 马建伟 京H19959
F1041 电信局 靳勇 京HJ8771
F1093 会城门社区 汤薇 京N2S502
F1034 电信局 张春芬 京Q991C8
F1084 会城门社区 康农一 京K51897
F1063 铁东社区 黄爽 京N62AZ6
F1051 三住宅社区 王彩伶 京Y12108
F1023 电信局 闫德亮 京N6C1Y5
F1033 电信局 王思婉 京PA7B62
F1037 电信局 曹启滨 京N8AD38
F1094 会城门社区 李卫东 京L05000
F1055 铁东社区 杨凯 京NY3K11
F1006 乔建社区 何雄 京ADA3313
F1066 铁东社区 侯宝锋 京NBF383
F1056 铁东社区 丁宁 京JG9456
F1029 电信局 司曙光 京QX61Y9
F1045 三住宅社区 朱雪莲 京NIS506
F1010 乔建社区 夏露 京ADU4396
F1004 乔建社区 张杰 京HR6350
F1032 电信局 高文慧 京NG57H9
F1082 会城门社区 范多彧 京N1FWOO
F1087 会城门社区 李晓菲 京ADJ8656
F1067 铁东社区 李晓天 京P80J95
F1074 铁东社区 潘亚 京NPY681
F1002 乔建社区 邓慧 京NES538
F1031 电信局 田申 京QC56H8
F1053 三住宅社区 陈永龙 京NUN323
F1014 乔建社区 朱鑫 京NN36G1
F1049 三住宅社区 刘丽娜 京GMJ400
F1013 乔建社区 张伯熙 京M15721
F1047 三住宅社区 赵玲 京QT2L75
F1015 乔建社区 崔博瑾 京N104B9
F1007 乔建社区 刘鹏 京ECV057
F1077 会城门社区 张连义 京N3K550
F1021 电信局 程宇 京Q5W850
F1058 铁东社区 孟恺 京PB8866
F1039 电信局 郑晓波 京NB3N22
F1071 铁东社区 刘振山 京CDW681
F1085 会城门社区 张艳 京JM0175
F1019 电信局 任鹏 京LZ5651
F1016 乔建社区 杨晓晖 京E57032
F1001 乔建社区 陈会莲 京NY4928



第1轮
F1060 铁东社区 刘红 京FF2361
F1076 会城门社区 李永利 京Q6C660
F1020 电信局 刘广魁 京PT8M63
F1052 三住宅社区 欧阳迎 京PC3H21
F1096 会城门社区 陈伟 京EBR236
F1064 铁东社区 于瀛 京N1W0G0
F1003 乔建社区 赵慧军 京N19YQ1
F1092 会城门社区 赵潇 京HT3448
F1059 铁东社区 王金梁 京NX6228
F1072 铁东社区 吴冰 京K13622
F1027 电信局 晁荃 京ABU217
F1091 会城门社区 晋小明 京NJ1505
F1095 会城门社区 王宏 京PLZ629
F1078 会城门社区 王玥 京ACC165
F1012 乔建社区 贾钧阳 京AD07668
F1070 铁东社区 付江 京PGA839
F1081 会城门社区 苏昊辰 京LCS157
F1008 乔建社区 贾羽 京Q8QB27
F1054 三住宅社区 袁昊 京JS9071
F1083 会城门社区 邵佳蕊 京KZ6235
F1028 电信局 高春亮 京YVT789
F1038 电信局 任佳楠 京Q99JD3
F1097 会城门社区 耿志文 京N32R88
F1040 电信局 宋善铮 京N0J488
F1079 会城门社区 王玮 京N5FW65
F1018 电信局 冯狄 京EEX777
F1022 电信局 何毅 京N52D57
F1025 电信局 陈军 京FX8580
F1086 会城门社区 张汉民 京EEN398
F1089 会城门社区 张军 京QCF638
F1046 三住宅社区 张雪玲 京NFX766
F1035 电信局 刘俊斌 京AD85073
F1065 铁东社区 尚杰 京NR5920
F1069 铁东社区 王洹 京N9H251
F1061 铁东社区 于静 京NAM721
F1088 会城门社区 张来成 京HE9933
F1048 三住宅社区 王怀 京NAP755
F1011 乔建社区 朱建湘 京ADE5695
F1026 电信局 罗幼民 京N8PM56
F1036 电信局 沈丛 京Q56837
F1073 铁东社区 冯超 京AA27528
F1009 乔建社区 刘宇慧 京N05UU3
F1050 三住宅社区 霍海双 京N2JK19
F1090 会城门社区 李强 京AAR8628
F1042 电信局 张良 京ED2188
F1044 电信局 邓飞 京AD51872
F1043 电信局 林纯 京NLC233
F1075 铁东社区 孙昊 京N0VM29
F1017 电信局 刘孟晗 京N9P090
F1005 乔建社区 李昂 京HL1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