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
道德

理论 技能 综合

1 成*军 男 高中 三级 -- 65.5 66 --

2 田*珠 男 高中 三级 -- 70.5 63 --

3 赵*文 男 高中 三级 -- 64 65 --

4 郝*荣 女 高中 三级 -- 70.5 63 --

5 赵*兵 男 高中 三级 -- 73 64 --

6 牛*琴 女 高中 三级 -- 68.5 61 --

7 郝*文 男 高中 三级 -- 65 63 --

8 申*社 男 高中 三级 -- 67 65 --

9 杨*亮 男 高中 三级 -- 63.5 66 --

10 冯*利 男 高中 三级 -- 64.5 61 --

11 秦*方 男 高中 三级 -- 70 62 --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获证人员名册

计划名称：20211007第9批认定 取证日期：null 填报日期：2021年12月02日

计划编号：21140900090010 机构名称：晋城市洁霸清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考核成绩

工作
业绩

2110071409000900075 140511********7539 家政服务员 --

性
别

文化程度
认定
等级

准考证号

Y000014090009213000498

2110071409000900076 140511********5758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99

2110071409000900077 140581********7435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500

2110071409000900078 140502********1020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501

2110071409000900079 140502********155X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502

2110071409000900080 140511********0049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503

2110071409000900081 140502********3019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504

2110071409000900082 140511********8117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505

2110071409000900083 140525********3819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506

2110071409000900084 140502********2519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507

2110071409000900085 140427********4413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508

填报人： 负责人： 单位：（章）

共 8 页。

序号 姓名 证件号码 证书编号职业工种



职业
道德

理论 技能 综合

12 时*社 男 高中 三级 -- 64 64 --

13 宋*香 女 高中 三级 -- 69.5 60 --

14 唐*芳 女 高中 三级 -- 66 67 --

15 刘*青 女 高中 三级 -- 65 62 --

16 张*中 男 高中 三级 -- 64.5 63 --

17 崔*进 男 高中 三级 -- 62 62 --

18 李*替 男 高中 三级 -- 64 61 --

19 成*明 男 高中 三级 -- 73 64 --

20 李*社 男 高中 三级 -- 66 61 --

21 毋*进 男 高中 三级 -- 62.5 61 --

22 郭*马 男 高中 三级 -- 69.5 61 --

性
别

文化程度
认定
等级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获证人员名册

计划名称：20211007第9批认定 取证日期：null 填报日期：2021年12月02日

计划编号：21140900090010 机构名称：晋城市洁霸清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Y000014090009213000509

2110071409000900087 140511********0523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510

2110071409000900086 140511********8417 家政服务员 --

2110071409000900089 140502********0541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511

2110071409000900090 140511********7549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512

2110071409000900001 140429********6431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32

2110071409000900002 140502********0538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33

2110071409000900003 140502********4013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34

2110071409000900004 140511********381X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35

2110071409000900005 140511********6012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36

2110071409000900006 140511********5410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37

2110071409000900007 140511********4717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38

填报人： 负责人： 单位：（章）

共 8 页。

序号 准考证号 证件号码 证书编号职业工种

考核成绩

工作
业绩

姓名



职业
道德

理论 技能 综合

23 刘*进 男 高中 三级 -- 60 65 --

24 刘*付 男 高中 三级 -- 63 62 --

25 牛*平 男 高中 三级 -- 66 60 --

26 张*生 男 高中 三级 -- 68.5 62 --

27 刘*芳 女 高中 三级 -- 60.5 61 --

28 李*弟 女 高中 三级 -- 69 61 --

29 马*保 男 高中 三级 -- 66 62 --

30 崔*文 男 高中 三级 -- 65 66 --

31 刘*梅 女 高中 三级 -- 70.5 68 --

32 刘*霞 女 高中 三级 -- 67.5 61 --

33 张*根 男 高中 三级 -- 67 62 --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获证人员名册

计划名称：20211007第9批认定 取证日期：null 填报日期：2021年12月02日

计划编号：21140900090010 机构名称：晋城市洁霸清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考核成绩

工作
业绩

2110071409000900008 140502********2516 家政服务员 --

姓名
性
别

文化程度
认定
等级

Y000014090009213000439

2110071409000900009 140502********1515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40

2110071409000900011 140502********2219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41

2110071409000900012 140511********2336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42

2110071409000900013 140524********4920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43

2110071409000900014 140524********8043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44

2110071409000900015 140522********7211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45

2110071409000900016 140502********1016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46

2110071409000900018 140511********8721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47

2110071409000900019 140511********7268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48

2110071409000900020 140511********7533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49

填报人： 负责人： 单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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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准考证号 证件号码 证书编号职业工种



职业
道德

理论 技能 综合

34 杨*霞 女 高中 三级 -- 69.5 63 --

35 王*屯 男 高中 三级 -- 65.5 61 --

36 靳*瓶 女 高中 三级 -- 61 63 --

37 常*林 女 高中 三级 -- 73.5 67 --

38 李*勤 女 高中 三级 -- 72 65 --

39 赵*堂 女 高中 三级 -- 70.5 62 --

40 宋*平 女 高中 三级 -- 66.5 62 --

41 靳*凤 女 高中 三级 -- 70 64 --

42 卫*芳 女 高中 三级 -- 63.5 65 --

43 牛*生 女 高中 三级 -- 72.5 63 --

44 邢*平 女 高中 三级 -- 70 63 --

机构名称：晋城市洁霸清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性
别

文化程度
认定
等级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获证人员名册

计划名称：20211007第9批认定 取证日期：null 填报日期：2021年12月02日

计划编号：21140900090010

Y000014090009213000450

2110071409000900023 140502********1031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51

2110071409000900022 140511********8720 家政服务员 --

2110071409000900024 140511********1944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52

2110071409000900025 140502********3020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53

2110071409000900026 140522********2328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54

2110071409000900027 140428********6821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55

2110071409000900028 140521********862X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56

2110071409000900031 140511********4120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58

2110071409000900032 140521********8227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59

2110071409000900033 140511********3820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60

2110071409000900034 140521********8626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61

填报人： 负责人： 单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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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准考证号 证件号码 证书编号职业工种

考核成绩

工作
业绩



职业
道德

理论 技能 综合

45 牛*连 女 高中 三级 -- 76 65 --

46 张*英 女 高中 三级 -- 63.5 64 --

47 何*云 女 高中 三级 -- 65.5 63 --

48 曹*钱 男 高中 三级 -- 65.5 67 --

49 李*平 女 高中 三级 -- 69 61 --

50 张*锁 男 高中 三级 -- 67 64 --

51 李*屯 男 高中 三级 -- 66.5 62 --

52 茹*胜 男 高中 三级 -- 65 62 --

53 原*霞 女 高中 三级 -- 61 64 --

54 牛*平 女 高中 三级 -- 71 62 --

55 王*生 男 高中 三级 -- 71 60 --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获证人员名册

计划名称：20211007第9批认定 取证日期：null 填报日期：2021年12月02日

计划编号：21140900090010 机构名称：晋城市洁霸清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考核成绩

工作
业绩

2110071409000900035 140511********2322 家政服务员 --

姓名
性
别

文化程度
认定
等级

Y000014090009213000462

2110071409000900036 140502********1047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63

2110071409000900037 140511********236X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64

2110071409000900038 140502********9558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65

2110071409000900039 140511********6340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66

2110071409000900040 140522********6512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67

2110071409000900042 140511********6318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68

2110071409000900043 140522********6816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69

2110071409000900044 140522********5928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70

2110071409000900045 140502********2563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71

2110071409000900046 140502********0018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72

填报人： 负责人： 单位：（章）

共 8 页。

序号 准考证号 证件号码 证书编号职业工种



职业
道德

理论 技能 综合

56 王*太 男 高中 三级 -- 63.5 67 --

57 樊*燕 男 高中 三级 -- 75 64 --

58 魏*力 女 高中 三级 -- 62 67 --

59 司*林 男 高中 三级 -- 62.5 62 --

60 张*芳 女 高中 三级 -- 67.5 66 --

61 张*莲 女 高中 三级 -- 70 62 --

62 畅*枝 女 高中 三级 -- 61.5 62 --

63 曹*霞 女 高中 三级 -- 68.5 64 --

64 曹*梅 女 高中 三级 -- 65.5 66 --

65 吴*会 女 高中 三级 -- 62.5 68 --

66 延*芳 女 高中 三级 -- 67.5 67 --

机构名称：晋城市洁霸清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性
别

文化程度
认定
等级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获证人员名册

计划名称：20211007第9批认定 取证日期：null 填报日期：2021年12月02日

计划编号：21140900090010

Y000014090009213000473

2110071409000900048 140502********1518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74

2110071409000900047 140502********2513 家政服务员 --

2110071409000900049 140502********2541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75

2110071409000900050 140525********005X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76

2110071409000900051 140522********1043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77

2110071409000900052 140522********1025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78

2110071409000900053 140522********1021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79

2110071409000900055 140522********104X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80

2110071409000900057 140522********1022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81

2110071409000900058 140522********1024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82

2110071409000900059 140522********1025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83

填报人： 负责人： 单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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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准考证号 证件号码 证书编号职业工种

考核成绩

工作
业绩



职业
道德

理论 技能 综合

67 孔*明 女 高中 三级 -- 65 64 --

68 范*连 女 高中 三级 -- 66 68 --

69 畅*琴 女 高中 三级 -- 62.5 63 --

70 栗*勤 男 高中 三级 -- 64.5 63 --

71 张*芳 女 高中 三级 -- 65.5 65 --

72 温*燕 女 高中 三级 -- 69.5 65 --

73 段*芳 女 高中 三级 -- 68.5 66 --

74 曹*燕 女 高中 三级 -- 62 65 --

75 任*霞 女 高中 三级 -- 70 61 --

76 栗*丽 女 高中 三级 -- 71.5 63 --

77 张*丹 女 高中 三级 -- 71 64 --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获证人员名册

计划名称：20211007第9批认定 取证日期：null 填报日期：2021年12月02日

计划编号：21140900090010 机构名称：晋城市洁霸清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考核成绩

工作
业绩

2110071409000900060 140522********154X 家政服务员 --

姓名
性
别

文化程度
认定
等级

Y000014090009213000484

2110071409000900061 140511********1225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85

2110071409000900062 140522********1021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86

2110071409000900063 140522********1013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87

2110071409000900064 140522********1548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88

2110071409000900065 140430********6442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89

2110071409000900066 140522********1026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90

2110071409000900067 140522********1022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91

2110071409000900068 140522********1048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92

2110071409000900070 140522********1041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93

2110071409000900071 140522********1044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94

填报人： 负责人： 单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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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准考证号 证件号码 证书编号职业工种



职业
道德

理论 技能 综合

78 张*针 女 高中 三级 -- 68.5 65 --

79 殷*妮 女 高中 三级 -- 65.5 63 --

80 曹*芳 女 高中 三级 -- 66.5 64 --

机构名称：晋城市洁霸清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性
别

文化程度
认定
等级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获证人员名册

计划名称：20211007第9批认定 取证日期：null 填报日期：2021年12月02日

计划编号：21140900090010

Y000014090009213000495

2110071409000900073 140522********1029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96

2110071409000900072 140522********1025 家政服务员 --

2110071409000900074 140522********1020 家政服务员 -- Y000014090009213000497

填报人： 负责人： 单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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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成绩

工作
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