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9月临时救助
序号 姓名 申请日期 家庭住址 救助类别 备注

1 陈银朋 2021.6.29 西陌镇马夭村 二类

2 原劳劳 2021.7.16 西陌镇奉公村 三类

3 王连锁 2021.6.10 西陌镇马夭村 三类

4 张攀攀 2021.7.7 西陌镇上庄村 三类

5 张亚婷 2021.5.7 南磑镇大禹渡联 二类

6 董双学 2021.7.3 南磑镇冯村 三类

7 刘占占 2021.7.7 南磑山底联村 三类

8 杨翠绒 2021.7.15 南磑新村 三类

9 王梅英 2021.6.18 南磑镇石门联村 二类

10 吕桂成 2021.7.6 南磑镇石门联村 三类

11 张占良 2021.7.3 南磑镇新南张村 三类

12 张当玉 2021.6.28 南磑镇新南张村 三类

13 杨芳兰 2021-7-13 永乐镇原村 二类

14 李永峰 2021-7-13 永乐镇沟渠头 二类

15 张自治 2021.6.6 风陵渡镇西阳村 三类

16 刘蓬勃 2021.6.22 风陵渡镇匼河村 三类

17 杨长法 2021.6.23 风陵渡镇西侯度村 三类

18 秦艳朋 2021.7.5 风陵渡镇七里村上阳 二类

19 李文娃 2021.7.5 风陵渡镇汉渡村 三类

20 宁生社 2021.7.20 风陵渡镇东章村 三类



21 薛占民 2021.7.29 风陵渡镇西侯度村 一类

22 宁小茹 2021.8.21 风陵渡镇西王村 三类

23 李亚贤 2021.5.20 大王镇斜坡村 三类

24 张娟娟 2021.5.28 大王镇古仁村 三类

25 董虎权 2021.6.20 大王镇大阳村 二类

26 张琐玲 2021.6.20 大王镇上坊村 三类

27 杨彦海 2021.11.21 大王镇新兴村 三类

28 王建辉 2021.6.8 大王镇韩卓村 二类

29 王秀荣 2021.8.6 大王镇大王村 三类

30 王娟娟 2021.8.22 大王镇前坪村 二类

31 段月青 2021.8.24 大王镇金盆村 二类

32 李方生 2021.7.2 陌南镇朱吕村 二类

33 李芮莲 2021.6.10 陌南镇朱吕村 二类

34 荆柳 2021.9.3 陌南镇东峪村 二类

35 陈红 2021.7 东垆乡城垣村 二类

36 阴美刁 2021.7 东垆乡崔家村 二类

37 吕民生 2021.7 东垆乡圪塔村 三类

38 许仲泽 2021.8.13 古魏东正街 三类

39 贺志刚 2021.8.10 古魏永乐北路 三类

40 李尚阳 2021.8.18 永乐岳村 二类

41 周玲霞 2021.8.1 古魏柴涧 一类

42 樊迎泽 2021.8.11 古魏兴耀 三类

43 韩彩虹 2021.7.29 古魏新村 三类



44 刘治治 2021.8.9 古魏刘原 三类

45 王晋祥 2021.6.21 古魏柴涧 二类

46 刘爱荣 2021.7.2 古魏刘原 二类

47 姚三虎 2021.7.11 古魏县南 三类

48 赵江辉 2021.7.20 古魏令花 三类

49 吴红芳 2021.7.12 古魏王夭 一类

50 薛腊绒 2021.8.6 古魏刘原 三类

51 董运缩 2021.7.22 古魏王夭 三类

52 王引引 2021.8.16 古魏王夭 三类

53 薛串锁 2021.5.7 学张神西村马沟组 三类

54 赵小红 2021.7.3 学张桥头村三组 三类

55 尉建设 2021.7.7 学张水峪村十六组 三类

56 寇惠婷 2021.7.15 学张神西村神西组 三类

57 张泽云 2021.6.18 学张杜家村柳家组 三类

58 尉天印 2021.7.6 学张水峪村高村组 三类

59 薛万照 2021.7.3 学张三坑村 三类

60 周彩便 2021.8.6 学张乡神西村 三类

61 翟小文 2021.06.29 阳祖村阳丰组 三类

62 骆建勋 2021.07.06 阳城村尧村组 三类

63 赵军佐 2021.08.06 阳城常村 三类

64 刘自康 2021.06.25 阳城东任村 三类

65 赵彩霞 2021.06.15 阳城常村 三类

66 翟少峰 2021.8.17 阳城镇阳祖村 三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