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记者证2017年度核验表

单位名称:济南市人民广播电台

序号 姓名 所在部门

1 刘敏 交通节目部采编岗
2 刘蒙 交通节目部采编岗
3 卢宗阳 交通节目部采编岗
4 张梅 总编室采编岗
5 曾宪春 总编室采编岗
6 陈岭 新闻中心采编岗
7 陈晓莉 新闻中心采编岗
8 乔巍 交通广播采编岗
9 丁琳 交通广播采编岗

10 李小晏 交通广播采编岗
11 柏毅 交通广播采编岗
12 潘钢 新闻中心采编岗
13 姜波 音乐频率采编岗
14 方芳 新闻中心采编岗
15 王靖 交通广播采编岗
16 王媛媛 交通节目部采编岗
17 王卫东 新闻中心采编岗
18 崔凯 新闻中心采编岗
19 李冬艳 新闻综合广播采编岗
20 李建涛 新闻综合广播采编岗
21 韩忠池 新闻综合广播采编岗
22 李兴革 新闻中心采编岗
23 王萌 新闻综合广播采编岗
24 臧立中 新闻中心采编岗
25 于毅琴 新闻中心采编岗
26 杨若琳 音乐频率采编岗
27 王卿 音乐广播采编岗
28 姚兰 经济部采编岗
29 衣晓莺 文艺部采编岗
30 于小杉 戏曲广播采编岗
31 徐倩 文艺部采编岗
32 鲍茜茹 文艺部采编岗
33 孙阳 经济部采编岗
34 王淑红 总编室采编岗
35 李志艳 经济部采编岗
36 郭京 总编室采编岗
37 张林 交通节目部采编岗
38 王东 交通节目部采编岗
39 王磊 总编室采编岗
40 蔡琰 新闻中心采编岗
41 金山 新闻中心采编岗
42 李全 新闻中心采编岗
43 马艺 新闻中心采编岗
44 伦佳乐 新闻中心采编岗
45 刘方方 新闻中心采编岗
46 李奕萱 新闻中心采编岗
47 李燕 新闻中心采编岗
48 薛洋 新闻中心采编岗



49 孔维娅 经济部采编岗
50 李卉 文艺部采编岗
51 贾晶 文艺部采编岗
52 杜梅 经济部采编岗
53 郭慧 经济广播采编岗
54 陈晓雪 经济广播采编岗
55 王静宇 新闻综合广播采编岗
56 申东玫 新闻综合广播采编岗
57 孙娜 新闻中心采编岗
58 徐宁 新闻中心采编岗
59 许伟 总编室采编岗
60 杨育林 新闻中心采编岗
61 易健 新闻中心采编岗
62 张澜鑫 新闻中心采编岗
63 郑中杉 新闻中心采编岗
64 丁宁 经济部采编岗
65 刘成 经济部采编岗
66 刘凡 经济部采编岗
67 王冠敏 经济部采编岗
68 宋冰冰 文艺部采编岗
69 张真 戏曲广播采编岗
70 李文辉 戏曲广播采编岗
71 张雪野 戏曲广播采编岗
72 张向合 文艺部采编岗
73 颜秉正 戏曲广播采编岗
74 齐志敏 新闻中心采编岗
75 王敏 新闻中心采编岗
76 许娟 新闻中心采编岗
77 李军莉 经济部采编岗
78 董坡 新闻中心采编岗
79 杨波 新闻中心采编岗
80 李晓彤 交通节目部采编岗
81 于红雨 交通节目部采编岗
82 范东妹 交通节目部采编岗
83 胡快 新闻中心采编岗
84 李亚男 新闻中心采编岗
85 尹衍霞 新闻中心采编岗
86 郑洁 新闻中心采编岗
87 郑兆富 新闻中心采编岗
88 周凯 新闻中心采编岗
89 王志坚 音乐频率采编岗
90 张海燕 音乐频率采编岗
91 郭少梅 经济部采编岗
92 郝丽娟 经济部采编岗
93 孔哲如 经济部采编岗
94 马鸣 经济部采编岗
95 隋少波 经济部采编岗
96 邢伟 经济部采编岗
97 勇翔 经济部采编岗
98 赵军 经济部采编岗
99 赵艳 经济部采编岗

100 董建 文艺部采编岗
101 李洪滨 文艺部采编岗
102 魏华 文艺部采编岗



103 杜建东 音乐频率采编岗
104 许莉 新闻中心采编岗
105 刘文清 新闻中心采编岗
106 曹进 总编室采编岗
107 曹克辛 经济部采编岗
108 王敏 文艺部采编岗
109 王东 总编室采编岗
110 赵洪真 电台文艺部采编岗
111 段丽英 交通节目部采编岗
112 杨晓静 新闻中心采编岗
113 王有为 新闻中心采编岗
114 李勇慧 文艺部采编岗
115 原瑞雪 新闻中心采编岗
116 杨文姬 交通节目部采编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