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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生源地 户籍所在地
低保证、残疾人证、孤儿

或助学贷款
合同类型

低保证、残疾人证、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孤儿、特困人
员或助学贷款合同发放机构

低保证、残疾人证、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孤儿、特
困人员或助学贷款合同编

号

1 牛立立 甘肃省镇原县 甘肃省镇原县  低保证  低保证

2 王淑娟 甘肃省秦安县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郭嘉
镇郭嘉村

 低保证 秦安县民政局 620522196312122524

3 王瑞娟 甘肃省临泽县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天鹅
湖小区

 低保证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民政
局

620723101127

4 张健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
区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 低保证 天水市秦州区民政局 C-03116

5 康小龙 甘肃省省漳县 定西市漳县三岔镇 低保证 漳县民政局 621125034065

6 包鹏红 甘肃省岷县 甘肃省定西市岷县梅川镇 低保证 岷县民政局 621126103206

7 马玉洁 甘肃省天水 甘肃天水 低保证 天水市民政局 G03754

8 李蕊 甘肃省金塔 甘肃金塔 低保证 金塔县民政局 620921204611

9 丁小妹 甘肃省西和县 甘肃省西和县 低保证

10 罗兢兢 甘肃省临夏县 甘肃省临夏县 低保证 临夏县扶贫办 6229216284



11 韩旭珍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舟曲县 低保证 舟曲县扶贫办

12 李继恩 甘肃省广河县 甘肃省成县 低保证 广河县民政局

13 唐回 甘肃省成县 甘肃省临潭县 低保证 成县民政局 621221091003

14 李云峰 甘肃省武山县 甘肃省武山县 低保证 武山县民政局 620524702412

15 尹慧慧 甘肃省静宁县 甘肃省静宁县 低保证 静宁县扶贫办 620826342176

16 马潭龙 甘肃省临潭县 甘肃华亭县 低保证 临潭县民政局 623021207045

17 阿康 甘肃省迭部县 甘肃省临潭县 残疾人家庭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62302419620513004173

18 郭彩兰 甘肃省临潭县 甘肃省临潭县 残疾人家庭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62302119700615101343

19 申丽丽 甘肃省省礼县 陇南市礼县桥头镇 残疾人家庭 礼县残疾人联合会 62262819711015720012

20 周小巧 甘肃省省定西县 甘肃定西 残疾人家庭

21 马彪 甘肃省卓尼 甘肃卓尼 残疾人家庭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62302219541201602513

22 李江利 甘肃省甘谷 甘肃甘谷 残疾人家庭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62052319650704199043

23 王玉艳 甘肃省秦安县 甘肃省秦安县 残疾人家庭 秦安县残疾人联合会 62052219710830314612

24 李欣雨 甘肃省金塔县 甘肃省金塔县 残疾人家庭 金塔县残疾人联合会 6221231940406141243



25 蔡苗苗 甘肃省漳县 甘肃省舟曲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漳县扶贫办公室

26 豆娜娜 甘肃省陇南 甘肃陇南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2366472

27 王雅娟 甘肃省舟曲 甘肃舟曲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舟曲县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3125401

28 赵亚丽 甘肃省卓尼 甘肃卓尼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卓尼县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2875920

29 王银东 甘肃省陇南 甘肃陇南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贫开发办公室 5700000178406479

30 丁秀娟 甘肃省岷县 甘肃岷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岷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31 包美林 甘肃省西和县 甘肃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2456650 

32 李健文 甘肃省陇南 甘肃陇南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礼县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2894181

33 后小琴 甘肃省省岷县 甘肃岷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岷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2996622

34 王林 甘肃省甘谷 甘肃甘谷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甘谷县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2095362

35 张红珍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金山乡金山村三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凉州区扶贫开发办 86200016485274

36 杜爱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
区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天水
镇双闫村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天水市秦州区扶贫开发办 86200023156268

37 李婷婷 甘肃省省礼县 甘肃礼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38 王爱健 甘肃省省礼县 甘肃礼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39 杜玉莲 甘肃省省临潭县 甘肃临潭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临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40 刘西让加措 甘肃省省舟曲县 甘肃舟曲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41 吕兰 甘肃省古浪县 甘肃省古浪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古浪县扶贫办 86200022978724

42 录目吉 甘肃省卓尼县 甘肃省卓尼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卓尼县扶贫办 86200019629167

43 剡亚丽 甘肃省西和县 甘肃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办 86200022452743

44 郑月兰 甘肃省卓尼县 甘肃省卓尼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卓尼县扶贫办 86200022913844

45 刘典 甘肃省西和县 甘肃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办 5700000179801393

46 严斐 甘肃省西和县 甘肃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办 86200022678005

47 姚松利 甘肃省甘谷县 甘肃省广河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甘谷县扶贫办 86200023166394

48 代改莲 甘肃华亭县 甘肃省舟曲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华亭市开发办公室

49 杨淑芹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临潭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舟曲县扶贫办公室 86200022780902

50 冯永梅 甘肃省临潭县 甘肃省安定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临潭县扶贫办公室 86200022922849

51 左文豪 甘肃省安定县 甘肃省徽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定西市安定区扶贫办公室

52 刘瑞华 甘肃省徽县 甘肃省临潭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徽县扶贫办公室 86200022261781



53 王彦军 甘肃省临潭县 甘肃省古浪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临潭县扶贫办公室 623021012010

54 王开昌 甘肃省古浪县 甘肃省漳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古浪县扶贫办公室

55 徐凤珍 甘肃省岷县 甘肃省岷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岷县扶贫办 86200017230636

56 张鹏杰 甘肃省甘谷县 甘肃省甘谷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甘谷县扶贫办 5700000182442969

57 杨丽 甘肃省甘谷县 甘肃省甘谷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甘谷县扶贫办 86200023131183

58 蒋丽 甘肃省定西市 甘肃省定西市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安定区扶贫办 86200023076113

59 边彦科 甘肃省漳县 甘肃省漳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漳县扶贫办 86200022923110

60 李泽 甘肃省徽县 甘肃省徽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微县扶贫办 86200016267684

61 崔佳龙 甘肃省静宁县 甘肃省静宁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静宁县扶贫办 86200023294493

62 浦云花 甘肃省临潭县 甘肃省临潭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临潭县扶贫办 86200022394312

63 杨小花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舟曲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舟曲县扶贫办 86200017665703

64 孙亮霞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舟曲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舟曲县扶贫办 86200022483334

65 张燕霞 甘肃省岷县 甘肃省岷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岷县扶贫办 6211260080150050

66 种鸿英 甘肃省永登县 甘肃省永登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永登县扶贫办 86200022420646



67 邱阳霞 甘肃省岷县 甘肃省岷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岷县扶贫办 5700000332831186

68 郭红娟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舟曲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舟曲县扶贫办

69 许文丽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舟曲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舟曲县扶贫办

70 万千加 甘肃省碌曲县 甘肃省碌曲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碌曲县扶贫办 86200022210580

71 王万珊 甘肃省古浪县 甘肃省古浪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古浪县扶贫办 5700000178810484

72 王洁 甘肃省徽县 甘肃省徽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徽县扶贫办 8620200022876756

73 李钰倩 甘肃省甘谷县 甘肃省甘谷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甘谷县扶贫办 86200022696367

74 赵瑞霞 甘肃省甘谷县 甘肃省甘谷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甘谷县扶贫办 B6200023100851

75 刚云朋 甘肃省省西和县 甘肃省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3212846

76 高爽 甘肃省省秦安县 甘肃省省秦安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秦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3345154

77 李晶 甘肃省省西和县 甘肃省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3295314

78 李升 甘肃省省西和县 甘肃省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16331560

79 卢琳琅 甘肃省省西和县 甘肃省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2836283

80 王苏荣 甘肃省省陇南县 甘肃省省陇南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2766887



81 王云芳 甘肃省省西和县 甘肃省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3217592

82 杨栋 甘肃省省西和县 甘肃省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2538399

83 杨涛 甘肃省省西和县 甘肃省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2970979

84 余雪梅 甘肃省省西和县 甘肃省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2719496

85 庞魁伟 甘肃省省西和县 甘肃省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2508453

86 冉娟娟 甘肃省省西和县 甘肃省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2036267

87 王广龙 甘肃省省镇原县 庆阳市镇原县马渠乡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镇原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2080599

88 陈博 甘肃省省庄浪县 平凉市庄浪县杨河乡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庄浪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17325517

89 吕丽丽 甘肃省省静宁县 平凉市静宁县界石铺镇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静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6200023154312

90 刘佰园 甘肃省西和县 甘肃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办 86200022744625

91 杨喜娟 甘肃省西和县 甘肃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办 86200022143878

92 董英林 甘肃省卓尼县 甘肃省卓尼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卓尼县扶贫办 86200023180623

93 闫纪军 甘肃省通渭县 甘肃省通渭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甘肃通渭扶贫办 86200023020383

94 王菲玉 甘肃省西和县 甘肃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甘肃西和扶贫办 82600022245533



95 赵圆圆 甘肃省西和县 甘肃省西和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西和县扶贫办 8620002233926

96 闫钰戈 甘肃省庆城县 甘肃省庆城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庆城县扶贫办 86200022805532

97 张文杰 甘肃省宁县 甘肃省宁县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宁县扶贫办 86200023141557

98 朱文祥 甘肃省敦煌市 甘肃省敦煌市 身体残疾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发 62210319990403301X42

99 达拉草 甘肃省迭部县 甘肃省迭部县 身体残疾 迭部县残疾人联合会 62302419980115004213

100 苏春燕 甘肃省靖远县 甘肃省靖远县 身体残疾 甘肃靖远扶贫办 62242919980301192X44

101 马力 甘肃省省西和县 甘肃省省西和县 助学贷款 西和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22501H20200001798

102 马军 甘肃省省临夏县 甘肃省省临夏县 助学贷款
东乡族自治县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

62292601H20200000406

103 李昱飞 甘肃省省庆阳市 甘肃省省庆阳市 助学贷款
庆阳市西峰区学生管理资
助中心

62100201H20200001290

104 刘超 甘肃省省西和县 甘肃省省西和县 助学贷款 西和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22501H20200001327

105 徐志文 甘肃省省庆阳市 甘肃省省庆阳市 助学贷款
庆阳市西峰区学生管理资
助中心

62100201H20200001923

106 王巧芳 甘肃省省甘南县 甘肃省省甘南县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301H20200000262

107 慕文辉 甘肃省省镇原 庆阳市镇原县城关镇 助学贷款 镇原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02701H20200005372

108 王哲 甘肃省省漳县 定西市漳县三岔镇 助学贷款 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12501H20200000991



109 王堯 甘肃省省镇原县 庆阳市镇原县马渠乡 助学贷款 镇原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02701H20200001110

110 令伟刚 甘肃省省武山县 天水市武山县城关镇 助学贷款 武山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52401H20200002469

111 雷照东 甘肃省省漳县 定西市漳县武阳镇 助学贷款 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12501H20200000502

112 苗宝平 甘肃省省临潭县 合作市临潭县新城镇 助学贷款 临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101H20200001213

113 康志帆 甘肃省省镇原县 庆阳市镇原县平泉镇 助学贷款 镇原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02701H20200002314

114 刘红平 甘肃省省临潭县 合作市临潭县新城镇 助学贷款 临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101H20200001227

115 郭亚昊 甘肃省省镇原县 庆阳市镇原县城关镇 助学贷款 镇原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02701H20200004264

116 刘亚兵 甘肃省省静宁县 甘肃静宁 助学贷款 静宁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82601H20200009649

117 张耀龙 甘肃省省景泰县 甘肃景泰 助学贷款 景泰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42301H20200004124

118 常粉英 甘肃省省泾川县 甘肃泾川 助学贷款 泾川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82101H20200002109

119 陈爱子 甘肃省省武山县 甘肃武山 助学贷款 武山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52401H20200005145

120 杨莹莹 甘肃省省清水县 甘肃清水 助学贷款 清水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52101H20200001866

121 鲁艳梅 甘肃省省舟曲县 甘肃舟曲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301H20200000975

122 胡严芳 甘肃省省舟曲县 甘肃舟曲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301H20200001329



123 张继贤 甘肃省省临潭县 甘肃临潭 助学贷款 临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101H20200000919

124 苗小丽 甘肃省省舟曲县 甘肃舟曲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301H20190000109

125 秦丽丽 甘肃省省临潭县 甘肃临潭 助学贷款 临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101H20200000725

126 曾苗苗 甘肃省省舟曲县 甘肃舟曲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301H20200001112

127 杨培霞 甘肃省省积石山县 甘肃积石山 助学贷款
积石山县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

62292701H20200001976

128 李丽梅 甘肃省省康县 甘肃康县 助学贷款 康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22401H20200001235

129 郭庭媛 甘肃省省景泰县 甘肃景泰 助学贷款 景泰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42301H20200001761

130 东东 甘肃省省甘南县 甘南迭部 助学贷款 迭部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401H20200000709

131 毛耀倩 甘肃省省甘南县 甘南舟曲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301H20200000961

132 白才让卓玛 甘肃省舟曲 甘肃舟曲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301H20200000264

133 王东强 甘肃省临夏 甘肃临夏 助学贷款 临夏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290101H20200000080

134 马环环 甘肃省会宁 甘肃会宁 助学贷款 会宁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42201H20200004335

135 陈巧霞 甘肃省漳县 甘肃漳县 助学贷款 漳县学生资源管理中心 62112501H20200000904

136 脱玉兰 甘肃省西峰 甘肃西峰 助学贷款 庆阳西峰资助中心 62100201H20200002167



137 赵国花 甘肃省积石山 甘肃积石山 助学贷款
积石山县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

62292701H20200000321

138 李富海 甘肃省临潭 甘肃临潭 助学贷款 临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101H20200000445

139 雒盼盼 甘肃省静宁 甘肃静宁 助学贷款 静宁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82601H20200001675

140 李旺兰 甘肃省陇南 甘肃陇南 助学贷款 礼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22601H20200000499

141 杨续斌 甘肃省东乡 甘肃东乡 助学贷款
东乡族自治县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

62292601H20200000500

142 卢佳玉 甘肃省西和 甘肃西和 助学贷款 西和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22501H20200000805

143 刘卓越 甘肃省庆阳市 甘肃庆阳 助学贷款 庆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02101H20200000501

144 马克雅 甘肃省康县 甘肃省康县 助学贷款 康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22401H20180002053

145 刘欣 甘肃省白银市 甘肃省白银市 助学贷款
白银市白银区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

62040201H20200001298

146 王亚茹 甘肃省宕昌县 甘肃省宕昌县 助学贷款 宕昌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22301H20200000705

147 魏芳娟 甘肃省庄浪县 甘肃省庄浪县 助学贷款
庄浪县国家助学贷款管理
中心

62082501H20200005693

148 常青霞 甘肃省镇原县 甘肃省镇原县 助学贷款 镇原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02701H20200004641

149 王载锡 甘肃省和政县 甘肃省和政县 助学贷款 和政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292501H20200000418

150 马英良 甘肃省积石山县 甘肃省积石山县 助学贷款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
族自治县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

62292701H20200000968



151 杨英云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舟曲县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301H20200000937

152 袁学珍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舟曲县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301H20200000861

153 陈彩兰 甘肃省夏河县 甘肃省夏河县 助学贷款 夏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701H20200000342

154 王丽丽  甘肃省庄浪县  甘肃省庄浪县 助学贷款 庄浪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82501H20200003817

155 魏菁  甘肃省会宁县  甘肃省会宁县 助学贷款 会宁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42201H20200017125

156 祁花花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
区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 助学贷款 西峰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00201H20200000704

157 李成明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舟曲县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301H20200000983

158 杨小琪  甘肃省临潭县  甘肃省临潭县 助学贷款 临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101H20200000963

159 岳洲  甘肃省庄浪县  甘肃省庄浪县 助学贷款 庄浪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82501H20200002695

160 韩万庚 甘肃省靖远县 甘肃省靖远县 助学贷款 靖远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42101H20200005413

161 乜文智 甘肃省临潭县 甘肃省临潭县 助学贷款 临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101H20200001496

162 徐运云 甘肃省临潭县 甘肃省临潭县 助学贷款 临潭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101H20200000733

163 高丰玉 甘肃省古浪县 甘肃省古浪县 助学贷款
古浪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62201H20200006117

164 何正龙 甘肃省临泽县 甘肃省临泽县 助学贷款 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 62072301H20200000414



165 杨苏琴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舟曲县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301H20200001193

166 魏凤苗 甘肃省甘谷县 甘肃省甘谷县 助学贷款
甘谷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资助管理中心

62052301H20200003302

167 白生宇 甘肃省金塔县 甘肃省金塔县 助学贷款 金塔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92101H20200001160

168 赵正梅 甘肃省卓尼县 甘肃省卓尼县 助学贷款 卓尼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201H20200000706

169 何毛娃 甘肃省岷县 甘肃省岷县 助学贷款 岷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12601H20200003834

170 李典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
区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 助学贷款
庆阳市西峰区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

62100201H20200000174

171 赵玮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舟曲县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301H20200001489

172 刘彤彤 甘肃省清水县 甘肃省清水县 助学贷款 清水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52101H20200001807

173 常强霞 甘肃省岷县 甘肃省岷县 助学贷款 岷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126201H2020000383

3

174 陈信军 甘肃省岷县县 甘肃省岷县县 助学贷款 岷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12601H20180005646

175 王杰 甘肃省陇南县 甘肃省陇南县 助学贷款 礼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22601H20200001661

176 常盼盼 甘肃省陇西县 甘肃省陇西县 助学贷款 陇西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12201H20200003140

177 马春梅 甘肃省夏河县 甘肃省夏河县 助学贷款 夏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701H20200000075

178 杨梅燕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舟曲县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301H20200000942



179 高毅洋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
区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 助学贷款
天水市秦州区信用助学贷
款资助管理中心

62050201H20200002030

180 李风伟
甘肃省康乐甘肃省
天水市秦州区

甘肃省康乐甘肃省天水市
秦州区

助学贷款 康乐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292201H20200000806

181 西合道草 甘肃省玛曲县 甘肃省玛曲县 助学贷款 玛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501H20200000340

182 赵雨润 甘肃省定西市 甘肃省定西市 助学贷款 安定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10101H20200001965

183 白建宇 甘肃省金塔县 甘肃省金塔县 助学贷款 金塔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92101H20200001436

184 黄珍兰 甘肃省临夏县 甘肃省临夏县 助学贷款 永靖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292301H20200000963

185  吴申红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舟曲县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301H20200001196                                          

186 马晓霞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
县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 助学贷款
东乡族自治县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

62292601H20200000440

187 杨喜红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舟曲县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301H20200000827

188 后鹏丽 甘肃省定西市岷县 甘肃省定西市岷县 助学贷款 岷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12601h20200003962

189 冯宏江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舟曲县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302301H20200001278

190 安建伟 甘肃省镇原县 甘肃省镇原县 助学贷款 镇原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102701H20200000539

191 姚蕊丽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临夏市 助学贷款 舟曲县学生资助中心 62302301H20200000993

192 石永琛 甘肃省临夏市 甘肃省临夏市 助学贷款 临夏市学生资助中心 62290101H20200000922



193 马永龙 甘肃省广河县 甘肃省广河县 助学贷款 临夏市学生资助中心

194 王丽艳 甘肃省秦安县 甘肃省景泰县 助学贷款
秦安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资助管理中心

195 寇佳卉 甘肃省景泰县 甘肃省武山县 助学贷款 景泰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62042301H20200002599

196 王晓丽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营镇碑岭村八组 助学贷款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学生资助中心62060201H20200003208

197 任必显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
县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双塔
镇金河村8组16号

助学贷款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学生
资助中心

62092201H20200000732

198 路瑶
甘肃省庆阳市镇原
县

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中原
乡路湾行政村路湾自然村

助学贷款
庆阳市镇原县学生资助中
心

62102701H20200001834

199 秦梦瑶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
区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东大
街龙门路1单元

助学贷款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学生资助中心62060201H20200003933

200 宋贵科 甘肃省秦安县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郭嘉
镇宋沟村杨坪15号

助学贷款
天水市秦安县学生资助中
心

62052201H20200006617

201 张子娟 甘肃省庄浪县
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大庄
乡南湾村三社38号

助学贷款 庄浪县学生资助中心 62082501H20200001939

202 薛文霞 甘肃省舟曲县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
曲县东山乡罗家行政村薛
家

助学贷款
甘肃省舟曲县学生资助中
心

62302301H20200001184

203 付文艳 甘肃省武山县 甘肃省迭部县 孤儿 武山县民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