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申请补贴人员花名册（家政服务员）

  培训机构名称（盖章）：晋城市家和兴职业培训学校 培训起止时间：2022年10月2日-2022年10月8日

序
号

身份类别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补贴申领

方式
培训合格
证书编号

就业单位 备
注就业失业登记证号 职业资格证书编号

1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时*芳 女 汉族
14051119******2327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44
1405250420000423

2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姚*琴 女 汉族
14051119******2323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29
1405250418008632

3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张*平 女 汉族
14051119******2329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30
1405250418001121

4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段*盼 女 汉族
14051119******2366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31
1405250418001106

5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李*英 女 汉族
14052519******3120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32
1405250021000145

6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成* 女 汉族
14051119******232X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33
1405250420000426

7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赵*梅 女 汉族
14051119******2346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34
1405250421000135

8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赵*丽 女 汉族
14051119******2360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35
1405250419004630

9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李*青 女 汉族
14051119******2365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45
1405250418001133

10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张*平 女 汉族
14051119******2360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36
1405250418008613

11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张*莲 女 汉族
14051119******2346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46
1405250418008617



2022年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申请补贴人员花名册（家政服务员）

  培训机构名称（盖章）：晋城市家和兴职业培训学校 培训起止时间：2022年10月2日-2022年10月8日

序
号

身份类别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补贴申领

方式
培训合格
证书编号

就业单位 备
注就业失业登记证号 职业资格证书编号

12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张*梅 女 汉族
14051119******2322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37
1405020422001899

13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李*青 女 汉族
14051119******3528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47
1405250418008627

14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李*梅 女 汉族
140511197******2325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38
1405250418001111

15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卢*杰 男 汉族
14051119******233X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48
1405250420000439

16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张*利 女 汉族
14051119******2342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39
1405250418001102

17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赵*龙 男 汉族
14051119******2334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49
1405020422001900

18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冯*芳 女 汉族
14051119******2325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50
1405250418001110

19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任*霞 女 汉族
14051119******2326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51
1405250020000425

20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赵* 女 汉族
14051119******2346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40
1405250421000139

21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赵*梅 女 汉族
14051119******2406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52
1405250418008628

22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李*丽 女 汉族
14051119******2321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41
1405250419001475



2022年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申请补贴人员花名册（家政服务员）

  培训机构名称（盖章）：晋城市家和兴职业培训学校 培训起止时间：2022年10月2日-2022年10月8日

序
号

身份类别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补贴申领

方式
培训合格
证书编号

就业单位 备
注就业失业登记证号 职业资格证书编号

23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刘*冬 女 汉族
14051119******236X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53
1405250418001124

24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陈*露 女 汉族
14051119******2341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62
1405250418001136

25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王*平 女 汉族
14051119******2329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54
1405250418001134

26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赵*英 女 汉族
14051119******2364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55
1405250418001120

27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朱*花 女 汉族
14051119******2326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63
1405250418001119

28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孙*青 女 汉族
14051119******2321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64
1405250418001123

29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任*矗 女 汉族
14051119******2344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56
1405250421000137

30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杨*英 女 汉族
14051119******2329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57
1405250020000422

31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赵*桃 女 汉族
14051119******2348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58
1405020422001901

32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张* 女 汉族
14051119******2360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65
1405250421000097

33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李*霞 女 汉族
14051119******2360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59
1405250418001125



2022年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申请补贴人员花名册（家政服务员）

  培训机构名称（盖章）：晋城市家和兴职业培训学校 培训起止时间：2022年10月2日-2022年10月8日

序
号

身份类别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补贴申领

方式
培训合格
证书编号

就业单位 备
注就业失业登记证号 职业资格证书编号

34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李*琪 女 汉族
14051119******2324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66
1405020422001902

35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樊*霞 女 汉族
14051119******2369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67
1405250020000424

36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桑*丽 女 汉族
14052419******632X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68
1405250419001490

37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殷*胖 女 汉族
14051119******2367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60
1405250419001497

38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靳*茹 女 汉族
14051119******2408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61
1405020422002027

39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赵*梅 女 汉族
14051119******238X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82
1405250419001496

40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李*梅 女 汉族
14051119******3529

代为申领 140505202242969
1405250418001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