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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宁 青龙路119号平阴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法律硕士
曹钊庆 港城东大街100号 法律硕士
陈冲 黄山南街9-16 法律硕士
陈皓 龙口市检察院公寓 法律硕士
陈欣欣 无棣县中心大街9号 法律硕士
刁永超 永安街51号福山公安分局 法律硕士
董聪聪 环山路25号6号楼西单元601 法律硕士
樊晓光 永兴大街65号 法律硕士
胡剑 烟台市芝罘区南迎祥路34付3-3-10 法律硕士
季迎录 南大街150号雪玉花苑8号楼1单元802 法律硕士
江钊旭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中路89号 法律硕士
孔岳东 西南河路176-7 法律硕士
李华 烟台市莱山区凤凰北路17号 法律硕士
李进成 威海市文化中路59号 法律硕士
李荣慧 新华东路伊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 法律硕士
李雪霞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法律硕士
李怡 文化中路89号 法律硕士
梁艺 三八路4号 法律硕士
林少龙 经区海瞳路16号皇冠派出所 法律硕士
刘宝长 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 法律硕士
刘春双 文登市天福路298号 法律硕士
刘光星 通世路1号 法律硕士
刘爽 空港路烟台国际机场公安分局 法律硕士
刘韬 华茂街30号 法律硕士
刘云云 黄务派出所 法律硕士
柳程远 烟台市芝罘区佳苑南街18号 法律硕士
吕金浓 通世鲁1号烟台市司法局公证科 法律硕士
马千里 市府街76号区委组织部 法律硕士
毛虎 开发区长江路53号302室 法律硕士
孟令奇 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 法律硕士
孟令羽 肥城市人民检察院 法律硕士
曲江 胜利路一号甲二楼 法律硕士
任强 幸福南路华信家园34-2-7 法律硕士
尚昊 文化北路雅居苑小区 法律硕士
申芳芳 金乡县人民法院 法律硕士
盛绍凯 山东省肥城市新城办事处龙山中路018号 肥城市公安局 法律硕士
史显莹 华茂街30号 法律硕士
宋晨 英特尔大道223号人民法院 法律硕士
宋继宝 正阳路313号 法律硕士
宋维霞 滕州市人民检察院 法律硕士
宋伟 东村派出所 法律硕士
宋卓锦 世兴路49—15 法律硕士
隋素平 正阳路313号 法律硕士
唐庆业 北城街道办事处唐堤村519号 法律硕士
田苹桦 文化中路85号 法律硕士
王斌 兴尧路32-1号 法律硕士



王敬娜 养马岛环岛路908号 法律硕士
王凌筱 行政街6号 法律硕士
王敏 永兴大街65号 法律硕士
王茜 峰山路6号司法局基层科 法律硕士
王帅 扬州市江都区乐和路10号 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检察院 法律硕士
王涛 明堂街716号行政执法局 法律硕士
王藤 光明路S997号市中区检察院307室 法律硕士
王伟利 台湾村 法律硕士
王学冠 福清园小区5号楼2单元101号 法律硕士
王英芳 龙潭东大街19号（市检察院） 法律硕士
王振 县府街221号 福山区人民检察院 法律硕士
魏婷 东城区府前街61-1号 东营市人民检察院 法律硕士
颜红霞 东城府前街61-1号东营市人民检察院 法律硕士
尹航 海港工人大道 烟台港公安局刑侦支队 法律硕士
于梦霞 兴原大街77号 法律硕士
于永军 卧龙中路 法律硕士
俞婷婷 滕州市人民法院819室 法律硕士
张景溪 城区怡景家园20号楼2单元203室 法律硕士
张礼 南大街155号阳光御景小区6单元13号 法律硕士
张美玲 莱芜市钢城区府前大街39号 法律硕士
张晔 龙潭东大街19号313室 法律硕士
张颖伟 凤凰北路17号莱山区检察院 法律硕士
赵清修 菏泽市中华路2599号 法律硕士
周世江 信义街19-7号 法律硕士
朱冉 山景明珠花园小区14号楼一单元601室 法律硕士
祖振 德兴北路16号德州中级人民法院宿舍1-502号 法律硕士
徐双杰 芝罘里1号 农业推广硕士
曹倩 寿光市商务小区3号楼 农业推广硕士
陈永波 山东省寿光市商务小区5号楼B座209 农业推广硕士
林翠玲 商务小区5号楼B座201室 农业推广硕士
刘建芳 五里墩晨鸣热电厂家属院 农业推广硕士
刘文国 商务小区3号楼330室 农业推广硕士
柳林 松霞路168号富豪花园富祥社区居委会 农业推广硕士
袁悦强 渤海路市委家属院9号楼东单元101 农业推广硕士
张伟杰 商务小区5号楼2楼 农业推广硕士
张自忠 商务小区5号B座201 农业推广硕士
周玲 五里头东华物流城西农资市场农华农资 农业推广硕士
陈颖 清泉路30号 烟台大学办公楼317 农业推广硕士
姜俊楠 烟台市牟平区海滨政府新村 农业推广硕士
梁广津 东方海洋保税花园18-2-301 农业推广硕士
赛珊 澳柯玛大街18号东方海洋保税库海藻研究中心305 农业推广硕士
王晓娜 晨钟路66号 农业推广硕士
张玉倩 留余胡同一号甲 农业推广硕士
赵聚萍 澳柯玛大街18号东方海洋保税库办公楼303 农业推广硕士
刘滨波 开发区黄河路300号北厂总装车间 农业推广硕士
丛明光 米山镇人民政府 农业推广硕士
范建波 永达街881号 农业推广硕士



高原 开发区马莲山生活区水务家园 农业推广硕士
郭春香 清泉路30号烟台大学校报编辑部 农业推广硕士
胡军 枣林前街32号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农业推广硕士
江磊 澳柯玛大街盛泉工业园南首荣乌高速烟台管理处 农业推广硕士
李海山 高新区创业大厦东塔楼25楼北大厅党群工作部 农业推广硕士
刘晓 埠岚小区51号楼二单元四楼东湖 农业推广硕士
刘亦男 枣林前街32号 农业推广硕士
马骋 松风小区39号2单元101 农业推广硕士
彭雅梦 宁海路96号紫郡城小区7-2-1001 农业推广硕士
秦子涵 东仓浦巷3-14 农业推广硕士
王丹丹 统一路411号 农业推广硕士
王刚 黄务街道办事处 农业推广硕士
谢孟学 凤凰台路27号凤凰台街道办事处 农业推广硕士
修金雨 中央公园9号楼1601室 农业推广硕士
杨晓牧 府后路2号15-08 农业推广硕士
杨妍慧 西大街118号 农业推广硕士
于俊显 院上镇永丰庄村159号 农业推广硕士
于涛 平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农业推广硕士
于滟方 县府街198号经济和信息化局 农业推广硕士
张雷 黄河路355号富海交运大厦1009 农业推广硕士
张瑜 银海路体育公园游泳运动学校 农业推广硕士
张煜琳 文化西路288号火炬大厦2206室 农业推广硕士
章琦 平安街22-1-2 农业推广硕士
赵亚宁 市府街76号（政府办公室） 农业推广硕士
邹末 西南台子20-8号 农业推广硕士
李琳 建安路19号 农业推广硕士
李军岩 轸大路3199号 农业推广硕士
毛馨 通伸南街17-2-14 农业推广硕士
汤日鹏 彩虹西区17号楼104室 农业推广硕士
王永恒 世纪花园6032 农业推广硕士
周遵吾 莱阳市五龙南路89号 农业推广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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