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卫生计生委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时间 工作单位 执法类型 执法类别 执法区域 证件编号 有效截止日期 备注 

1 杨春盛 男 1963.05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01 2018.05  

2 范立明 女 1965.03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03 2018.05  

3 孟为 女 1972.12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05 2018.05  

4 李德强 男 1980.11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07 2018.05  

5 李丹 女 1968.03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08 2018.05  

6 史静杰 女 1964.06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09 2018.05  

7 菅杰丽 女 1964.04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10 2018.05  

8 杨莉 女 1968.08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11 2018.05  

9 王晓军 女 1967.03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12 2018.05  

10 陈静 女 1981.07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13 2018.05  

11 李丁 男 1983.04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14 2018.05  

12 邵立平 男 1963.04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16 2018.05  

13 赵洪彬 男 1974.09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17 2018.05  

14 张玲 女 1981.01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18 2018.05  

15 高丽利 女 1981.04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19 2018.05  

16 刘洪亮 男 1982.11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20 2018.05  

17 孙小立 男 1980.04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21 2018.05  

18 唐明月 女 1980.05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22 2018.05  

19 温洋 女 1967.05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23 2018.05  

20 王珉刚 男 1980.06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25 2018.05  

21 王军 男 1964.05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26 2018.05  

22 王颖 女 1966.02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27 2018.05  

23 徐彬彬 男 1981.07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28 2018.05  

24 顾广刚 男 1964.12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29 2018.05  

25 王樱臻 女 1986.05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32 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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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马俊涛 男 1983.06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33 2018.05  

27 谭雷 男 1978.04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34 2018.05  

28 邹常奇 男 1982.09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51035 2018.05  

29 杜东丽 女 1984.10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61001 2019.08  

30 苏冠楠 女 1978.06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61003 2019.08  

31 吴晓萌 女 1989.04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字C181001 2020.12  

32 马影 女 1986.04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字C181002 2020.12  

33 毕喜峰 女 1978.10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字C181003 2020.12  

34 赵玉华 女 1980.04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字C181004 2020.12  

35 郭佳馥 女 1985.02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字C181005 2020.12  

36 卜凤雅 女 1990.08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61004 2019.12  

37 王新瑜 女 1989.07 丹东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委托执法 卫生计生行政执法 丹东市 丹卫计字 C161005 201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