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初审公示 

艺术设计学院 

序号 姓名 生源地 困难类别 身份证号码 

1 袁烁 湖北黄冈 精准扶贫 421124****11042524 

2 肖丽平 河南南阳 助学贷款 411323****09070545 

3 刘芳 河南信阳 助学贷款 411522****01145420 

4 霍冉 河南南阳 助学贷款 411302****03300520 

5 申雯丽 山西临汾 精准扶贫 141031****01060041 

6 白涛涛 甘肃庆阳 助学贷款 622821****10212151 

7 燕浩浩 甘肃正宁 助学贷款 622825****04111512 

8 王鹏 云南镇雄 助学贷款 532128****11263556 

9 陈杰 贵州安顺 助学贷款 520423****02139813 

10 丁成 湖北竹溪 助学贷款 420324****10152772 

11 刘进刚 贵州盘州 助学贷款 520202****05100417 

12 赵桃梅 甘肃陇南 残疾人 622626****03275667 

13 杨亮 湖北竹溪 助学货款 420324****04191919 

14 董丽 湖北房县 助学贷款 420325****04283326 

15 李丽思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03****06121568 

16 龙佳瑜 广西柳州 助学贷款 452229****05210620 

17 田玉悦 河南安阳 助学贷款 410502****05120021 

18 芮佳乐 甘肃庆阳 助学贷款 622822****03143521 

19 王燕 贵州铜仁 精准扶贫 522225****05217825 

20 刘楠 河南南阳 助学贷款 411330****10170520 

机电学院学院 

1 杨云飞 河南南阳 精准扶贫 411323****02103850 

2 李 凯 湖北邓州 助学贷款 411381****09235331 

3 杨富康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24****10200551 

4 李旭飞 甘肃平凉 精准扶贫 622726****01111353 

5 安旭升 甘肃平凉 助学贷款 622726****08282018 

6 施融东 湖北麻城 助学贷款 421181****10213130 

7 吴  鸣 河南新乡 助学贷款 410727****10209539 

8 赵维洲 河南濮阳 助学贷款 410927****05244039 

9 刘  栋 湖北孝昌 精准扶贫 420921****06273017 

10 胡晓君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5****11271112 

11 崔  雨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1****08031718 

12 周家澳 湖北十堰 低保 420325****12210012 

13 刘建涛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25****08025714 

14 吴娇凤 广西桂平 助学贷款 450881****12255044 



15 杨旺 湖北秭归 助学贷款 429021****02121012 

16 刘康 湖北郧阳 精准扶贫 420321****03017215 

17 王高 湖北英山 助学贷款 421124****05090017 

18 罗鑫 湖北郧西 精准扶贫 420322****10195112 

19 王东东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906121X 

20 胡炎新 湖北郧西 助学贷款 420322****0616513X 

21 尹颖庆 湖北郧阳 助学贷款 420321****08210030 

22 刘杨杨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2062455 

23 何籽杰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12166717 

24 石教湘 湖北阳新 精准扶贫 420222****03051414 

25 何焕 湖北麻城 助学贷款 421181****07297639 

26 孟泽峰 山西五台 助学贷款 142223****07063018 

27 李浩田 山西孝义 助学贷款 142301****04015413 

28 朱  嘉 湖北郧西 精准扶贫 420322****02072737 

29 吴桥桥 湖北竹溪 精准扶贫 420324****06093458 

30 汪明宇 湖北竹山 助学贷款 420323****12223718 

31 谢晓峰 湖北沙洋 精准扶贫 420822****0817685X 

32 陈  宁 湖北英山 助学贷款 421124****05173026 

33 张  清 湖北恩施 精准扶贫 422801****10173618 

34 王全成 湖北丹江口 精准扶贫 420381****07115417 

35 乐光强 广西钟山 助学贷款 452427****06262313 

36 毛上文 甘肃红古 低保 620111****08101014 

37 陈 敏 甘肃秦州 精准扶贫 620502****01236317 

38 李晓辉 甘肃镇原 助学贷款 622827****0713415X 

39 王孝俊 湖北郧西 助学贷款 420322****11095132 

40 王海延 湖北竹溪 助学贷款 420324****10270015 

41 唐成伟 甘肃陇南 助学贷款 622621****01151555 

42 梁朝松 广西桂平 助学贷款 450881****0524623X 

43 胡扬喜 湖北竹溪 精准扶贫 420324****11032756 

44 江  平 湖北郧阳 低保 420321****11010013 

45 杨宏博 湖北郧阳 精准扶贫 420321****09105918 

46 李元森 湖北丹江口 精准扶贫 4203****0106186237   

47 张 涛 湖北老河口 精准扶贫 420682****10264512 

48 杨立华 湖北丹江口 精准扶贫 420381****04166216 

49 朱  洋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207471x 

50 江伦建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8255813 

51 朱本顺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1282031 

52 王  琪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8164911 

53 刘自强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1222810 

54 敖昌涛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10024715 

55  李  赛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8082016 

56 常青青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5070813 

57 华纪林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5016115 



58 熊鑫鑫 湖北郧西 助学贷款 140830****05190034 

59 李庆 湖北黄冈 精准扶贫 421121****0501403X 

60 沈盼 湖北英山 精准扶贫 421124****10183018 

61 李锦涛 湖北谷城 精准扶贫 420625****09144412 

62 仲安疆 甘肃金塔 助学贷款 622123****03240354 

63 刘志伟 湖北郧县 精准扶贫 420321****04210711 

64 姜涛 湖北郧西 助学贷款 420322****12286010 

65 程大坤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2****04205716 

66 任波 湖北郧西 精准扶贫 420323****02164937 

67 李彦堂 甘肃白银 助学贷款 620402****03262713 

68 高庆朝 河南虞城 助学贷款 411425****1013691X 

生态环境学院 

1 纪道军 湖北郧阳 精准扶贫 420321****11234917 

2 陈姗 湖北丹江口 精准扶贫 420381****08133027 

3 陈海华 甘肃 国家贷款 622621****04134822 

4 孙津泽 湖北省十堰 城乡低保 420381****08010019 

5 冉兴莲 湖北省建始 建档立卡 422822****04104511 

6 沈娟娟 湖北省十堰 建档立卡 420624****11277612 

7 付方奇 湖北省十堰 建档立卡 422625****03081918 

8 蔡双燕 湖北省十堰市 建档立卡 422624****12291515 

9 刘襄郧 湖北省十堰 建档立卡 422622****07301213 

10 李官印 湖北省襄阳 建档立卡 420626****10223011 

11 张雪 湖北省丹江口 建档立卡 420381****06257611 

12 杨阳 湖北省十堰  建档立卡 420321****12133517 

13 庹明芬 湖北省十堰市 城乡低保 420321****05263823 

14 万紫怡 湖北省宜昌 城乡低保 420526****01290242 

15 王艳红 山西省吕梁市 国家贷款 142332****10174028 

16 罗睿 湖北省十堰 建档立卡 420324****08201512 

17 牛昊 湖北省十堰 国家贷款 420322****02271832 

18 范文凯 山西省长治市 国家贷款 140424****02158056 

19 付大学 湖北省郧西 建档立卡 420322****0828693x 

20 刘世琳 湖北省兴山县 建档立卡 420526****11200429 

21 张荣煌 湖北十堰 建档立卡 420322****07103018 

汽车工程学院 

1 顾嘉宁 甘肃古浪 助学贷款 622323****10147423 

2 卢长勇 湖北利川 精准扶贫 422802****12123917 

3 朱力军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5272431 

4 牟洋洋 甘肃天水 精准扶贫 620522****08110520 

5 邹宜友 湖北竹溪 精准扶贫 420324****01014610 

6 严丁炜 湖北英山 精准扶贫 421124****08204510 

7 甘先存 甘肃兰州 助学贷款 620111****07280511 



8 唐仲玺 甘肃临夏 助学贷款 622901****09050530 

9 李明 湖北宜昌 精准扶贫 420528****0618281X 

10 闫勇 甘肃天水 助学贷款 620503****04292316 

11 杨缠 湖北郧县 助学贷款 420321****02188012 

12 柯善文 湖北英山 助学贷款 421124****12182019 

13 张仲宣 湖北红安 助学贷款 421122****0519211X 

14 张永科 甘肃合作 助学贷款 623021****05074217 

15 和前 湖北恩施 助学贷款 422827****0829051x 

16 刘德志 湖北恩施 精准扶贫 422822****04181012 

17 王云飞 甘肃岷县 助学贷款 622429****10120219 

18 项行国 湖北麻城 助学贷款 421181****12291917 

19 全鑫 湖北竹山 助学贷款 420323****09122430 

20 黄进喜 湖北公安 精准扶贫 421022****04233954 

21 侯小龙 湖北丹江口 精准扶贫 420381****01174619 

22 郭天天 甘肃庆阳 低保 622825****03092719 

23 王兴波 甘肃张掖 助学贷款 622201****10027516 

24 李德翔 山西汾阳 助学贷款 142303****11196112 

25 乔磊 湖北竹溪 精准扶贫 420324****04256818 

26 贺宏伟 甘肃平凉 助学贷款 622725****06152611 

27 杜海洋 湖北十堰 低保 420321****05111715 

28 明阳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4****08136159 

29 董乾坤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81****0428301x 

30 杜攀 甘肃庆阳 助学贷款 622801****11280030 

31 方辉 湖北宜昌 精准扶贫 420528****02070319 

32 刘晓宇 甘肃大同 助学贷款 140211****10044419 

33 李帆 甘肃陇南 助学贷款 622621****12022014 

34 赵奎 甘肃陇南 助学贷款 622621****05012312 

35 白常亮 甘肃定西 精准扶贫 622421****11011731 

36 王满仓 甘肃陇南 精准扶贫 621202****08074012 

37 段威 湖北黄冈 精准扶贫 421124****12090018 

38 刘昆 湖北英山 精准扶贫 421124****11144512 

39 林小飞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4****10053870 

40 彭锐 湖北英山 助学贷款 421124****05220021 

41 丰博 湖北黄冈 助学贷款 421102****08090439 

42 李志奇 甘肃天水  精准扶贫 620522****12211911 

43 李鑫 甘肃张掖 助学贷款 622201****07082717 

44 任学永 甘肃武威 助学贷款 622323****12041817 

45 余世龙 湖北孝感 精准扶贫 420984****10101739 

46 黄忠文 湖北省房县 精准扶贫 420325****01297631 

47 邓兴林 湖北省竹山县 助学贷款 420323****09157211 

48 乐鹏 湖北省竹山县 精准扶贫 420323****0108203X 

49 彭宅勇 湖北省郧西县 精准扶贫 420322****07250950 

50 陈景涛 湖北省郧阳区 助学贷款 420321****07282419 



51 张绍华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3****10011511 

建筑工程学院 

1 覃海峰 湖北宜昌 精准扶贫 420528****03312818 

2 吴拓 湖北赤壁 精准扶贫 421281****09081717 

3 王永发 甘肃舟曲 助学贷款 623023****03113011 

4 刘俊鹏 甘肃张掖 低保 622226****09093011 

5 善青学 甘肃临夏 助学贷款 622927****02205513 

6 周锦涛 甘肃白银 助学贷款 620403****12103315 

7 善杰天 甘肃积石山 助学贷款 622927****09215511 

8 徐向 甘肃陇南 助学贷款 622621****03132016 

9 南超超 甘肃陇南 助学贷款 622624****07051658 

10 巨兴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1****08141119 

11 程家会 河南驻马店 助学贷款 412828****06201853 

12 赵林飞 河南南阳 助学贷款 411330****0712403X 

13 李啸 甘肃天水 低保 620525****09210012 

14 刘同元 湖北省十堰市 助学贷款 420321****01080077 

15 薛潞 山西省长治市 助学贷款 140481****01083651 

16 徐培燃 湖北省十堰市 建档立卡 420381****09142216 

17 刘浩东 湖北省丹江口市 助学贷款 420381****01160639 

18 胡玉捷 山西省长治市 助学贷款 140431****06150020 

19 杜家仁 甘肃省武威市 建档立卡 620622****08035513 

20 张良 湖北省监利县 城乡低保 421023****112255754 

21 赵鑫萍 湖北省郧阳区 助学贷款 420321****11141726 

22 冯伟 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 助学贷款 142333****05191618 

23 申冬昊 甘肃兰州 精准扶贫 622623****01210311 

24 熊钰 湖北省保康县 精准扶贫 420626****01220541 

25 凌宇 湖北省郧西县 助学贷款 420322****09277217 

26 张鑫源 湖北省丹江口市 残疾人 420381****12313918 

27 霍秉东 广西藤县 助学贷款 450422****07052138 

28 孙梁朕 湖北省竹山县 精准扶贫 420323****06095812 

29 王宝成 甘肃庆阳 低保 622827****01102533 

30 高靖洋 湖北竹山县 精准扶贫 420323****04035514 

31 贾龙森 湖北省郧西县 低保 420322****12112416 

32 潘丽涛 甘肃酒泉 助学贷款 622102****10256221 

33 陈威 湖北监利 精准扶贫 421023****08035735 

34 刘汉毅 湖北襄阳 精准扶贫 420626****06144533 

35 李真凯 湖北襄阳 精准扶贫 420626****07133510 

36 彭玉堂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4****09160513 

37 李鑫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4****09223457 

38 刘仁亦 湖北黄冈 助学贷款 421181****05214411 

39 钱萍玲 湖北孝感 助学贷款 420922****08234923 

40 肖瑶 湖北黄冈 助学贷款 421121****09192428 



41 惠彦清 甘肃白银 低保 622827****03042116 

42 沈明阳 湖北十堰 低保 420321****12100010 

智能工程学院 

1 柯鑫 湖北郧西 精准扶贫 420322****1005331X 

2 佘敏 湖北咸宁 精准扶贫 421202****12126225 

3 连纯 湖北天门 精准扶贫 429006****07091226 

4 贺廷睿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3****08102059 

5 王娇 湖北襄阳 精准扶贫 420624****02124022 

6 朱玲 湖北南漳 精准扶贫 420325****03110626 

7 苏冠龙 广西上林 精准扶贫 452124****01040054 

8 刘欢 甘肃天水 精准扶贫 620522****0507312X 

9 刘晏强 湖北长阳 精准扶贫 420528****08212816 

10 田甜 湖北长阳 精准扶贫 420528****08101825 

11 郑豪 湖北黄冈 精准扶贫 421124****05085034 

12 沈言 湖北黄冈 精准扶贫 421124****06217027 

13 吴妙 湖北郧县 精准扶贫 420321****10094120 

14 李佳乐 甘肃陇南 精准扶贫 622627****02141015 

15 陈俊杰 湖北宜昌 精准扶贫 420527****08305311 

16 石杰 湖北黄冈 精准扶贫 421126****04010030 

17 程明强 甘肃天水 精准扶贫 620523****09192613 

18 吴海龙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81****02264317 

19 李章丽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2****01046326 

20 刘天生 湖北丹江口 精准扶贫 420381****07313915 

21 曹杰 甘肃天水 精准扶贫 620502****02294332 

22 尚伟 甘肃陇南 精准扶贫 621222****04154018 

23 田云峰 湖北恩施 精准扶贫 422827****07261618 

24 干龙辉 湖北黄冈 精准扶贫 421182****08035511 

25 李梦雯 湖北丹江口 精准扶贫 420381****06181228 

26 高军亮 甘肃陇南 精准扶贫 622628****06244697 

27 王娜娜 甘肃白银 精准扶贫 620421****06071824 

28 吴梦梦 湖北孝感 精准扶贫 420921****09192682 

29 储霞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23****09045826 

30 李文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3****12046125 

31 李定洲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5****09191914 

32 马龙 湖北郧阳区 精准扶贫 420321****02101132 

33 高昌成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1****07202458 

34 谭园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3****03204910 

35 石少航 甘肃省天水市 精准扶贫 620523****10075591 

36 龚强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3****04127515 

37 董严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1****06233511 

38 陈洁 湖北咸宁 助学贷款 421202****05304222 

39 段溢鑫 湖北黄冈 助学贷款 421124****0126203X 



40 罗艳 湖北郧西 助学贷款 420322****03155446 

41 柯伟 湖北竹溪 助学贷款 420324****07232771 

42 詹灿 湖北蕲春 助学贷款 421126****10297210 

43 韩莉 湖北老河口 助学贷款 420682****05203547 

44 梁存 河南淅川 助学贷款 411323****12160525 

45 杨翠红 广西桂平 助学贷款 450881****10076220 

46 汤小龙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23****04012013 

47  柴伟 甘肃永昌 助学贷款 620321****1005242X 

48 刘金鑫 湖北郧西 助学贷款 420322****01110017 

49 段家奥 湖北房县 助学贷款 420325****12201116 

50 杨春兰 甘肃武威 助学贷款 622301****03161325 

51 陈玉龙 甘肃张掖 助学贷款 622201****11202777 

52 李杰 山西汾阳 助学贷款 142303****08254123 

53 周旭东 甘肃天水 助学贷款 620522****04240712 

54 吉哲冬 山西运城 助学贷款 142730****11150716 

55 王浩 湖北郧西 助学贷款 420322****07210011 

56 张天宏 甘肃武威 助学贷款 622301****09214459 

57 候占鹏 山西运城 助学贷款 142730****03040717 

58 王倩 甘肃九泉 助学贷款 622126****12161422 

59 周彩虹 广西河池 助学贷款 451225****07190022 

60 洪露露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652901****12283042 

61 于昊楠 内蒙古赤峰 助学贷款 150421****01205116 

62 张自强 甘肃陇西 助学贷款 621122****06205733 

63 刘岩 河北承德 助学贷款 130826****11274310 

64 李宝 湖北利川 助学贷款 422802****10215113 

65 白佳乐 甘肃庆阳 助学贷款 622825****10240011 

66 彭亚茹 甘肃天水 助学贷款 620523****09052901 

67 李晋宇 山西临纷 助学贷款 141034****04090010 

68 赵文 甘肃泾川 助学贷款 622722****12114113 

69 罗家园 广西河池 助学贷款 452726****02030224 

70 余航 甘肃兰州 助学贷款 612525****02235334 

71 常娟莉 甘肃陇西 助学贷款 622425****04255442 

72 常伟 内蒙古赤峰 助学贷款 150421****02132115 

73 杨安石 湖北襄阳 助学贷款 420321****10100033 

74 闭树华 广西南宁 助学贷款 450111****04152111 

75 张文军 甘肃兰州 助学贷款 622427****02277034 

76 苟月霞 甘肃陇南 助学贷款 622628****06246385 

77 贺涛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21****05210019 

78 刘云芳 山西吕梁 助学贷款 142303****0323262X 

79 谢一凡 甘肃庆阳 助学贷款 622825****10120036 

80 周小宇 河南南阳 助学贷款 411323****03183012 

81 张悦 甘肃天水 助学贷款 620503****09204562 

82 卢玉春 甘肃白银 助学贷款 620423****08152844 



83 卢宏颖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23****07186748 

84 高靖凯 山西运城 助学贷款 142725****07184899 

85 高大年 甘肃武威 助学贷款 622301****12259172 

86 覃振达 广西来宾 助学贷款 452226****1208275X 

87 张付树 湖北郧西县 助学贷款 420322****01171215 

88 刘旭 湖北孝感 助学贷款 420921****10123131 

89 刘罗义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21****12088018 

90 苏涛 甘肃庒浪县 助学贷款 622726****08271218 

91 马帅 河南信阳 低保 411521****02197912 

92 郭宏扬 甘肃白银 精准扶贫 620421****07146146 

93 王纪源 甘肃天水 精准扶贫 620523****0605141X 

94 刘惠昌 甘肃武威 低保 622322****08250671 

95 陈美娜 甘肃陇南 低保 622621****9221028 

96 汪育炳 湖北郧阳区 低保 420321****04260073 

97 舒江涛 湖北丹江口 低保 420381****05041215 

98 殷立平 湖北武汉 低保 420114****04172810 

99 张臻 甘肃天水 低保 620523****11212302 

100 刘丹 甘肃兰州 低保 620123****02213221 

101 林江 甘肃定西 低保 622429****02101330 

102 马旭辉 甘肃天水 低保 620522****11201319 

103 尚先帅 湖北襄阳 贫困残疾人家庭 420621****08090418 

旅游商贸学院 

1 薛雯雯 湖北房县 低保 420325****08187021 

2 王晓岚 湖北房县 助学贷款 420325****03180023 

3 杜茜 湖北房县 助学贷款 420325****12300042 

4 贾丹丹 湖北郧阳区 助学贷款 420321****1214462X 

5 吴娟 湖北郧阳区 精准扶贫 420321****03092124 

6 吴涯楠 湖北郧西 低保 420322****07103026 

7 徐天焕 湖北郧西 精准扶贫 420322****07150626 

8 杨洁 湖北房县 精准扶贫 420325****07066749 

9 王舟丹 湖北郧阳区 精准扶贫 420321****11031129 

10 谭园园 湖北丹江口 精准扶贫 420381****11244326 

11 陈晓 湖北郧阳区 精准扶贫 420321****06223126 

12 田林林 湖北神农架 精准扶贫 429021****12140823 

13 李慧 湖北郧阳区 助学贷款 420321****07061528 

14 李冰燕 湖北丹江口 精准扶贫 420381****08186249 

15 胡艳虹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25****09022627 

16 龙森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4****03161512 

17 罗伟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4****12041531 

18 刘一帆 湖北房县 低保 420325****10274813 

19 马娟丽 甘肃白银 助学贷款 620422****11153726 

20 王美羽 甘肃金昌 助学贷款 622722****01272022 



21 胡新玉 湖北郧县 助学贷款 420321****03302424 

22 杜含潇 湖北宜昌 精准扶贫 420527****0226132X 

23 来伶俐 湖北郧西 助学贷款 420322****07156622 

24 梁鸣 湖北竹溪 精准扶贫 420324****07205028 

25 屈宏春 湖北宜昌 低保 420527****02042602 

26 朱小艳 甘肃平凉 助学贷款 622722****0816242X 

27 徐嘉 湖北咸宁 助学贷款 422325****02131849 

28 夏海云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7123720 

29 夏海燕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7123747 

30 吴学娇 湖北宜昌 精准扶贫 420528****07072823 

31 金红霞 甘肃陇南 精准扶贫 622626****0604702X 

32 李炆 湖北宜昌 助学贷款 420528****04160027 

33 胡源圆 湖北宜昌 精准扶贫 420526****03250220 

34 郑雯妹 甘肃定西 精准扶贫 622421****10055222 

35 向福玲 湖北宜昌 精准扶贫 420528****09080325 

36 全英 湖北竹山 助学贷款 420323****03312428 

37 李光霞 甘肃陇南 助学贷款 622626****03235624 

38 郑娟娟 湖北竹溪 精准扶贫 420323****12142424 

39 王玲玲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7230825 

40 张欢欢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11276121 

41 厉丹丹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81****03203049 

42 袁达 湖北随州 精准扶贫 420983****08074413 

43 王思勇 湖北郧西 精准扶贫 420322****10230953 

44 沈德乾 湖北竹山 助学贷款 420323****05252414 

45 田金龙 湖北宜昌 助学贷款 420528****11132219 

46 王德智 甘肃永昌 助学贷款 620321****11021211 

47 刘元 湖北咸宁 助学贷款 421202****05065321 

48 陈周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7170818 

49 朱覃涛 湖北宜昌 精准扶贫 420528****08203514 

50 张碧波 山西汾阳 助学贷款 142303****05113616 

51 肖峰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21****01274114 

52 冯金文 湖北郧西 精准扶贫 420322****0125183X 

53 贺智颖 湖北黄冈 精准扶贫 421121****05176012 

54 宋灵灵 湖北荆门 精准扶贫 420821****09173443 

55 王莹莹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3244920 

56 闵国虎 湖北郧西 精准扶贫 420322****10075110 

57 杨顺 湖北房县 助学贷款 420325****02118110 

58 查培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822171X 

59 贺雅琪 湖北云梦 低保 420923****06284381 

60 王旭日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21****06145925 

61 方敏 湖北房县 助学贷款 420325****08142627 

62 董汶杰 湖北郧西 助学贷款 420322****05280363 

63 王婵 湖北郧西 精准扶贫 420322****10143921 



64 杨玉娇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1****06012428 

65 邓贵红 湖北宜昌 精准扶贫 420527****11283320 

66 郑锦玲 广西贵港 助学贷款 450821****06154808 

67 李兰兰 湖北郧阳区 精准扶贫 420321****09264126 

68 郭翔 甘肃酒泉 助学贷款 622102****0920431X 

69 陈明 湖北竹山 助学贷款 420323****08273755 

70 赵洋 内蒙古呼伦贝尔 助学贷款 152127****09181810 

71 朱文纪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02****12211520 

72 朱慧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23****05174129 

73 陈姗姗 广西博白 助学贷款 450923****03153568 

74 李玲梅 青海民和 助学贷款 632122****10104829 

75 孙洁 湖北郧阳区 助学贷款 420321****08281728 

76 龚霜 湖北郧阳区 精准扶贫 420321****10123163 

77 刘娜 湖北房县 贫困残疾人家庭 420325****11137626 

78 王慧 湖北郧阳区 低保 420321****07044125 

79 孔德高 湖北通山 助学贷款 422326****11091910 

80 李延君 青海刚察 助学贷款 632125****0614391X 

81 李素梅 甘肃文县 助学贷款 622626****10155621 

82 赵星宇 湖北竹溪 助学贷款 420324****03161929 

83 常文霞 甘肃西和 助学贷款 622627****09151224 

84 谢金霞 甘肃武山 助学贷款 620524****10085966 

85 吕婷婷 甘肃西和 精准扶贫 622627****1212186X 

86 叶丽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8235847 

87 曹成 湖北麻城 精准扶贫 421181****07253545 

88 刘永秀 青海化隆 助学贷款 632127****03081688 

89 雒娴静 甘肃甘谷 助学贷款 620523****06210388 

90 包亚霞 甘肃省岷县 助学贷款 622429****06061025 

91 吴晓冉 湖北郧阳区 精准扶贫 420321****05130086 

92 青亚莉 甘肃西和 精准扶贫 622627****02124223 

93 多吉措 青海玛沁 助学贷款 632621****01011768 

94 李治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6101255 

95 王鼎威 甘肃白银 低保 620402****03101816 

96 许露露 湖北竹溪 精准扶贫 420324****03016166 

97 鲁荣 湖北郧阳区 精准扶贫 420321****11174421 

98 熊玉龙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03****06011721 

99 李婵 湖北十堰 精准扶贫 420303****08231568 

100 王麒程 甘肃会宁 助学贷款 620422****0624173X 

101 黄梦楠 湖北竹山 助学贷款 420323****1121342X 

102 侯爽 湖北房县 精准扶贫 420325****08055427 

103 杜凤 湖北利川 精准扶贫 422802****05232149 

104 刘丽 湖北郧阳区 精准扶贫 420321****12225729 

105 杨秦欢 湖北长阳 精准扶贫 420528****08104743 

106 解星星 湖北郧阳区 精准扶贫 420321****0606384X 



107 陈何 湖北十堰 建档立卡 420321****01050076 

108 靳莉莉 甘肃天水 助学贷款 620522****08231923 

109 谭天芳 湖北竹溪 助学贷款 420324****12217184 

110 包鹏琴 甘肃省定西 助学贷款 622429****11072965 

111 叶雯静 湖北十堰 建档立卡 420303****06251741 

112 江桥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24****11273157 

113 任海霞 湖北房县 建档立卡 420325****03146725 

114 王伟 湖北竹溪 助学贷款 420324****07203452 

115 岳真诚 湖北竹山 助学贷款 420323****10094932 

116 赵鹏 湖北郧西 助学贷款 420322****01023370 

117 瞿华泉 湖北竹溪 建档立卡 420324****06082417 

118 卢仁启 湖北十堰 建档立卡 420321****08135114 

119 刘威 湖北郧西 残疾人 420322****09284516 

120 覃香连 广西南宁 助学贷款 452127****01023026 

121 王思懿 湖北宜昌 建档立卡 420527****10312123 

122 田亮 湖北竹山 建档立卡 420323****11042416 

123 陈安丽 湖北房县 建档立卡 420325****07233944 

124 许志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24****12281933 

125 陈安美 湖北房县 建档立卡 420325****07233928 

126 张强 湖北竹山 建档立卡 420323****10052038 

127 郑春华 湖北宜昌 建档立卡 420527****03223034 

128 秦立威 湖北宜昌 建档立卡 420527****01184916 

129 雷婷婷 湖北竹山 助学贷款 420323****0604342X 

130 卢小小 广西来宾 助学贷款 452226****12071225 

131 魏晓敏 湖北竹溪 助学贷款 420324****01271921 

132 阮国强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21****11135916 

133 钟秋林 湖北竹溪 助学贷款 420324****02270023 

134 刘玲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8203124 

135 肖丹丹 湖北竹溪 助学贷款 420324****09205427 

136 赵静 甘肃甘谷 助学贷款 620523****07280049 

137 曹琴 湖北郧县 助学贷款 420321****08143149 

138 杨婷婷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5026724 

139 邓佳蓉 湖北广水 精准扶贫 420983****10282422 

140 张晋 湖北竹山 助学贷款 420323****1007283X 

141 袁海云 湖北竹山 助学贷款 420323****05291229 

142 郭玉姣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8043124 

143 马平原 湖北房县 助学贷款 420325****0630002X 

144 谢海霞 湖北竹山 助学贷款 420323****03282046 

145 田亚红 湖北英山 助学贷款 421124****11127042 

146 张超宗 山西汾阳 助学贷款 142303****0302162X 

147 顾洁 湖北竹山 助学贷款 420323****07223724 

148 朱芊芊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12164922 

149 刘姗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21****08281146 



150 柯尊双 湖北郧西 精准扶贫 420322****04051243 

151 李白雪 甘肃甘谷 助学贷款 620523****1010142X 

152 李薇 河南淅川 助学贷款 411323****04091128 

153 王鑫潍 湖北竹山 助学贷款 420323****08034711 

154 夏欢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11283727 

155 王鑫怡 湖北十堰 助学贷款 420303****04211543 

156 许志勇 湖北房县 助学贷款 420325****02020610 

157 张欢欢 湖北郧西 精准扶贫 420322****07136621 

158 章曼 湖北房县 助学贷款 420325****01062317 

159 刘聪聪 湖北竹山 精准扶贫 420323****0620752X 

160 黄德娟 湖北谷城 精准扶贫 420625****01124748 

161 柯涛 湖北郧西 助学贷款 420322****10294535 

162 夏艳芳 湖北房县 助学贷款 420325****07207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