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卫市沙坡头区第四十五批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公示名单

编号
申请人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申请人类型

家庭
人口
或同
住人
口

工作单位
家庭人
均收入

现住
房情
况

户籍所在地
(村/居委会)

同住人
姓名

配偶姓
名

配偶身份证号

1 权俊亮 男 6422**********2041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科技局 3000 借住 石嘴山市惠农区

2 田鑫 男 6422**********0698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中卫市净美环卫绿化有限公司 2200 借住 中卫市海原县

3 宋一凡 男 6403**********1773 新就业无房职工 2 中卫市住房保障中心 3200 借住 中卫市中宁县 魏婷 魏婷 6403**********004X

4 龚俊超 男 6403**********3315 新就业无房职工 3 中卫市市委办公室 2312 借住 中宁县大战场镇
李东霞,

龚子谦
李东霞 6127**********0483

5 石魁 男 6227**********7416 新就业无房职工 3 中卫市中医医院 1666.67 借住 灵台县中台镇
王接弟,

石柏鹤
王接弟 6227**********6222

6 段彬彬 男 6205**********4212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中医医院 2500 借住 秦安县陇城镇

7 胡亚楠 女 6223**********7485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中医医院 2000 借住 凉州区下双镇

8 李明兰 女 6422**********3225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中医医院 3000 借住 海原县郑旗乡

9 王文婷 女 6422**********184X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共中卫市沙坡头区委组织部 3572.8 借住 中卫市兴仁镇

10 张志花 女 6422**********1785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国共产党中卫市委员会党校 4175 借住 中卫市海原县

11 马娜 女 6223**********3120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国共产党中卫市委员会组织部 4170 借住 古浪县黑松驿镇

12 丁昊 男 6402**********0019 新就业无房职工 3 中卫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350.67 借住 石嘴山市平罗县
王艳君,

丁煜宸
王艳君 6402**********2425

13 马燕妮 女 6422**********0049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3500 借住 泾源县香水镇

14 呼克 男 6422**********1019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检察院 3500 借住 彭阳县古城镇

15 樊婷 女 6403**********094X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张洪学校 3183 借住 中卫市东园镇

16 杨亚亚 女 6422**********4263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人民政

府
3476 借住 银川市大武口区



17 陈蕊 女 6403**********1543 新就业无房职工 4 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观音学校 1475 租住 银川市金凤区
乔文,乔
晨媛,乔

晨曼

乔文 1526**********071X

18 李诏 女 6403**********1944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人民政府 2800 借住 中卫市中宁县

19 顾丽阳 女 6422**********0068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4100 借住 银川市金凤区

20 马功 男 6422**********161X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地方志编审委员会办公室 4130 租住 银川市金凤区

21 张洁 女 6403**********074X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3 中卫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200 借住 中卫市迎水桥镇
刘彬,刘

颜铭
刘彬 6403**********2515

22 郭玉蓓 女 6403**********1723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沙坡头区宣和镇人民政府 3500 借住 中卫市宣和镇

23 张磊 男 6403**********1338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三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3000 借住 中卫市常乐镇

24 刘青 男 6403**********2732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三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3000 借住 中卫市迎水桥镇

25 王建国 男 1304**********1551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2 宁夏中盛新科技有限公司 4250 借住
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
张媛 张媛 1502**********2082

26 李小虎 男 6205**********2590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三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3000 租住 中卫市文昌镇

27 鲁桂芳 女 6403**********0923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中卫市润厚源奶牛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
1500 借住 中卫市东园镇 王培宇

28 金红军 男 6421**********1217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扬州市易枫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3500 借住 中卫市

29 张通 男 6422**********0898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1 宁夏乐宁科技有限公司 3000 借住
固原市原州区头

营镇

30 朱成林 男 4331**********711X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1 宁夏中盛新科技有限公司 3700 借住
湖南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

31 韦开国 男 3210**********2416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2 宁夏中盛新科技有限公司 2250 借住
江苏省南京市栖

霞区
洪小凤 洪小凤 3210**********246X

32 李莎 女 6403**********2729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沙坡头旅游产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4200 借住 中卫市迎水桥镇

33 梁峥峥 女 6204**********1363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七中 3000 借住 甘肃省靖远县 任晓玉 任晓玉 6403**********1140

34 刘姝麟 女 6403**********02022 新就业无房职工 2 中卫第五小学 3000 借住 宁夏盐池县

35 吕红依 女 6422**********823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常乐镇人民政府 2000 租住 中卫市海原县

36 韩金龙 男 6226**********1212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2 中卫卫尔康精神病医院 7000 借住
甘肃省陇南市宕

昌县
赵志花 赵志花 6224**********5722

37 李书文 男 6421**********0513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宁夏塞上应理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
1400 借住 中卫市镇罗镇 冯学玲 冯学玲 6421**********0544



38 杨秀贤 男 6422**********2254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3
中卫市卫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

校
1166.67 借住 海原县李旺镇

杨嘉怡,

马桃
马桃 6422**********2360

39 陈莉萍 女 6403**********0722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3 中卫市聖鑫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1500 租住 中卫市柔远镇
徐闯云,

徐一宸
徐闯云 3213**********1218

40 杨占华 男 6403**********1711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宁夏民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中卫

分公司
950 借住 中卫市宣和镇 侯小梅 侯小梅 6403**********1769

41 张颖 女 6403**********0969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4
宁夏众诚能源环保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750 借住 中卫市柔远镇

周子航,

周平,周

子萱

周平 6421**********0713

42 李亚 女 6403**********3321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3 中卫中学分校 3466.67 借住 中宁县舟塔乡
张万金,

张初夏
张万金 6403**********1132

43 张燕红 女 6403**********0522 新就业无房职工 3 中卫市第二幼儿园 500 借住 中卫市东园镇
李寅熙,

李海
李海 6403**********0918

44 闫学仓 男 6403**********1119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中卫市广鑫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2000 借住 中卫市迎水桥镇 杨玉梅 杨玉梅 6403**********112X

45 李玉玲 女 6403**********2622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3 宁夏伟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 租住 中卫市东园镇
田浩,田

甜

46 牛立婷 女 6403**********0327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4 宁夏华御化工有限公司 1750 借住 中卫市滨河镇
王伊娜,

王成,王

依冉

王成 6403**********2712

47 刘兴亮 男 3707**********7179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4 中卫中照化工有限公司 1625 借住
河南省新乡市牧

野区

刘明昊,
刘明宇,

李翠芳

李翠芳 4521**********3021

48 刘红文 男 6421**********1215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宁夏蓝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750 借住 中卫市迎水桥镇 蒋秀琴 蒋秀琴 6403**********1128

49 王燕 女 6403**********054X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3 宁夏中卫市银河冶炼有限公司 1000 借住 中卫市镇罗镇
孟子涵,

孟子彤

50 李瑞芳 女 6403**********0965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3 中卫市净美环卫绿化有限公司 1201.67 借住 中卫市柔远镇
孟佳逸,

孟文勇
孟文勇 6421**********0913

51 谢春梅 女 3505**********6681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4 宁夏朗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850 借住 福建省南平市
陈所攀,

陈俊语,

陈禹璇

陈所攀 3505**********6610

52 林炎德 男 3505**********6690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4 宁夏朗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00 借住 福建省南平市
林则鸣,
林则凡,

侯玉琼

侯玉琼 3505**********6646

53 赵玉红 女 6421**********094X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3 宁夏三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533.33 借住 中卫市东园镇
党英明,

党嘉仪
党英明 6403**********0977

54 王鹏 女 6403**********1126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4 宁夏三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450 借住 中卫市常乐镇
王玥茗,

王斌,王
春林

王斌 6403**********1314

55 方杰江 男 3302**********2837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4 宁夏三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300 借住 浙江省杭州市
史颖,方
俊钦,方

曦悦

史颖 6403**********002X

56 姚航 女 6403**********2720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宁夏金鹰保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中卫分公司
2100 借住 中卫市中卫市

57 王博 男 6228**********3112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1 宁夏中盛新科技有限公司 4000 借住
甘肃省庆阳市镇

原县

58 路康康 男 6227**********3510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1 宁夏中盛新科技有限公司 3700 借住
甘肃省静宁县城

川镇



59 张莉莉 女 6422**********2026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1 中卫市第五幼儿园 2000 借住
固原市西吉县平

峰镇

60 王卫荣 男 6421**********0532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中卫市茂烨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1500 借住 中卫市镇罗镇 张洁 张洁 6403**********0521

61 吴玉慧 女 6403**********0923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宁夏天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500 租住 中卫市柔远镇 马琦

62 拜新勇 男 6421**********0036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中卫市骨噜骨噜酱骨火锅店 1500 借住 中卫市中卫市 拜彦丞

63 孙尚佳 女 6403**********2224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顾力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560 借住
中卫市中卫市香

山乡

64 吕秀娟 女 6403**********0724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500 借住 中卫市镇罗镇

65 张毓 女 6403**********0326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中卫市时尚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2500 借住 中卫市东园镇

66 丁伟亮 男 6403**********151X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4 中卫光明生态智慧牧场有限公司 875 租住 中卫市永康镇
丁嘉艺,
丁嘉琦,

唐婷

唐婷 6403**********1543

67 景燕 女 6403**********0542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宁夏中卫市大有冶炼有限公司 1500 租住 中卫市镇罗镇 张雨萌

68 尹嘉琪 女 6403**********0026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宁夏沙坡头旅游产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3476 借住 中卫市文昌镇

69 常霞 女 6403**********1744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3 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2000 借住 中卫市宣和镇
袁宸逸,

袁文
袁文 6204**********0431

70 阎治福 男 6421**********1519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4 中卫市鸿运通物流有限公司 1400 租住 中卫市永康镇
闫建芳,

刘学花,
闫建锋

刘学花 6403**********1527

71 李晶 女 6403**********1722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中卫市众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2600 借住 中卫市迎水桥镇

72 牛振元 男 6403**********1718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昊丰伟业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3700 借住 中卫市宣和镇

73 张进礼 男 6403**********1319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3 宁夏中卫市明通砼业有限公司 766.67 租住 中卫市常乐镇
李子娟,

李裕
李子娟 6403**********1347

74 孟翔 男 6403**********0918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中卫市华琳源农牧有限公司 2200 借住 中卫市柔远镇

75 陈玉芳 女 6403**********1761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中卫市华琳源农牧有限公司 2000 借住 中卫市宣和镇

76 张丽 女 6403**********1525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3 宁夏泰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33.33 租住 中卫市东园镇
张菡熙,

张翰宇

77 刘清礼 男 6421**********2210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中卫市香山林场 1160.62 借住 中卫市文昌镇 张秀梅 张秀梅 6421**********2225

78 严天银 男 6403**********1753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中卫市净美环卫绿化有限公司 1200 租住 中卫市宣和镇 侯彩霞 侯彩霞 6421**********1540

79 万菊 女 6422**********1646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3 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1906.67 借住 中卫市兴仁镇
乔星妍,

乔德海
乔德海 6422**********1616



80 郭志华 男 6403**********0930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江河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4300 借住 中卫市东园镇

81 张占海 男 6403**********0717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中卫市合发冶炼有限公司 1900 借住 中卫市柔远镇 俞桂霞 俞桂霞 6403**********0745

82 于晴 女 6403**********0527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3500 借住 中卫市文昌镇

83 邢文华 女 6422**********1807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沙坡头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3380 借住 中卫市海原县

84 赵晨 女 6422**********162X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660 借住 中卫市海原县

85 董雅欣 女 6403**********1320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鹏程杞立酒业有限公司 3000 借住 中卫市常乐镇

86 李丹 女 6403**********2125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第三人民医院 2291.5 借住 中卫市永康镇

87 魏娉 女 6403**********0086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永康中学 4200 借住 中卫市文昌镇  

88 包小梅 女 6422**********3623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宣和小学 4000 借住 中宁县

89 高萌萌 女 6403**********0028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宣和小学 4200 借住 中卫市滨河镇

90 王玥月 女 6403**********0022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宁夏中卫市工业园区管委会 3060 借住 中卫市文昌镇

91 马梅花 女 6403**********0445 新就业无房职工 2 中卫市永康镇西台学校 1400 借住 吴忠市同心县 罗成 罗成 6403**********0430

92 李瑜琦 女 6401**********2448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沙坡头区审计局 3500 借住 银川市兴庆区

93 桑晶 女 6201**********5724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第三人民医院 3123 借住 甘肃省榆中县

94 代莉 女 6403**********2940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金鹰保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400 借住 中宁县余丁乡

95 竺莹 女 6403**********0545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中卫金岭塑料有限公司 2600 借住 中卫市镇罗镇

96 刘润平 男 6403**********0516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中卫市跃鑫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4000 借住 中卫市镇罗镇

97 王丽莉 女 6422**********0028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3
宁夏中通公路养护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1419 借住 中卫市

蔡永辰,

蔡永杰

98 赵志龙 男 6421**********2731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利安隆新材料有限公司 4500 借住 中卫市

99 李叶 女 6403**********0542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中卫市云智慧教育培训中心 1500 借住 中宁县 刘瑞熙

100 孙占勤 男 6403**********1313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中卫市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50 借住 中卫市常乐镇 张红霞 张红霞 6403**********1342



101 康健 男 6403**********1517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中卫市靖远麦燕羊羔肉 3013 租住 中卫市永康镇

102 陶鹏 男 1529**********5314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1 宁夏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500 借住
内蒙古阿拉善左

旗

103 秦罡 男 6422**********3014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000 借住 海原县贾塘乡

104 高建宁 男 6403**********0534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胜金水泥有限公司天景矿山 2500 借住 中卫市镇罗镇

105 吴磊 男 6403**********0957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500 借住 中卫市东园镇

106 孙喜来 女 6403**********0943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宁夏亚东化工有限公司 1750 借住 中卫市东园镇 王梓馨

107 胡超然 男 6403**********2913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安达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2300 借住 中宁县余丁乡

108 何晨 女 6403**********0528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中卫市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1560 借住 中卫市镇罗镇

109 郭子亮 男 6403**********0773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中卫市净美环卫绿化有限公司 1697.47 借住 中卫市文昌镇 张淑莲 张淑莲 6403**********132X

110 倪添峰 男 6403**********1336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00 借住 中卫市常乐镇

111 姚文东 男 6403**********0518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宁夏三元中泰冶金有限公司 2250 借住 中卫市镇罗镇 施红梅 施红梅 6403**********0527

112 张斌 男 6403**********1736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宁夏协鑫晶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500 借住 中卫市宣和镇 宋春春 宋春春 6403**********0729

113 梁伟 男 4203**********3491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2 宁夏中盛新科技有限公司 2250 借住
湖北省十堰市张

湾区
王鸿娟 王鸿娟 3306**********3007

114 王盼林 男 6205**********2999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1 中卫市沐沙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4000 借住
甘肃省天水市武

山县龙台镇

115 杨旭宁 男 6422**********4415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3 宁夏川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2000 借住 中卫市迎水桥镇
张蓉蓉，

杨佳晨
张蓉蓉 6422**********4420

116 石小虎 男 6106**********331X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1 中卫市沐沙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3500 借住 陕西省延安市

117 邵全生 男 6421**********1317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宁夏柯源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180 借住 中卫市常乐镇 宋自花 宋自花 6403**********1329

118 康秀玲 女 6403**********1524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4
宁夏塞上应理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
1200 租住 中卫市永康镇

张印山
张稚苑

张誉凡

张印山 6403**********1530

119 马进鑫 男 6405**********1317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伟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300 租住 中卫市迎水桥镇

120 陆春辉 男 6421**********171X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宁夏浩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00 租住 中卫市宣和镇
李学兰

陆悦
李学兰 6403**********1729

121 蒋秀英 女 6403**********112X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2175 租住 中卫市迎水桥镇



122 孙万银 男 6403**********0012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874 危房 滨河镇城北村

123 严玉凤 女 6403**********0023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211 危房 滨河镇城北村

124 范淑林 女 6403**********0323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211 危房 滨河镇城北村

125 赵涛 男 6403**********0317 城镇低收入家庭 3 1100 租住 滨河镇官桥村
赵梦瑶

王立勋

126 犹丽丽 女 5221**********0425 城镇低收入家庭 3 500 租住 滨河镇阳光社区
张宏鹏

张芷毓
张宏鹏 6403**********0011

127 张学英 女 6421**********1123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850 租住 滨河镇阳光社区 王文平 王文平 6421**********0075

128 李永忠 男 6403**********0317 城镇低收入家庭 3 997 借住
滨河镇沙渠桥村

四队

张红梅

李金金
张红梅 6403**********0320

129 陶秀茹 女 6403**********1726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440 租住
滨河镇幸福里社

区

130 周成海 男 6403**********0312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3 1600 租住 滨河镇官桥村
张学凤

周杰
张学凤 6403**********0327

131 俞秀兰 女 6421**********0327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800 租住 滨河镇官桥村

132 赵慧琴 女 6421**********0745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800 租住 滨河镇高庙村

133 李楠 男 6403**********1314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3100 借住 滨河镇瑞丰社区 李楠

134 胡燕玲 女 6403**********1020 城镇低收入家庭 3 1000 借住 滨河镇大板村
罗忠

罗方遥
罗忠 6403**********1132

135 刘秀萍 女 6403**********0028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1300 租住 滨河镇高庙村 曹柳芝   

136 熊光胜 男 6403**********003X 城镇低收入家庭 3  1500 租住 滨河镇平安社区
董莹

熊冰艳
董莹 6403**********1128

137 赵洪儒 男 6421**********031X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600 租住 滨河镇炭场子村 施彦丛 施彦丛 6421**********0329

138 龚进华 男 6403**********0316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1000 租住 滨河镇炭场子村 龚晴 龚晴 6405**********032X

139 吴晓军 男 6403**********0592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960 借住 滨河镇向阳社区

140 张鹏 男 6421**********0031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0 借住 滨河镇向阳社区

141 范佳惠 女 6403**********0029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800 危房 滨河镇城北村

142 陈学玲 女 6403**********0025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2035 危房 滨河镇城北村



143 沈秀珍 女 6403**********20023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992 危房 滨河镇城北村

144  黄海涛 男 6403**********0035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2 1750 危房 滨河镇城北村 黄思豪   

145 白红忠 男 6403**********0018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2000 危房 滨河镇城北村

146 曹玉秀 女 6421**********0066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1065 危房 滨河镇城北村 王芬   

147 周清华 女 6403**********002X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3 1666 危房 滨河镇城北村
王靖其

王杰
王靖其 6403**********0014

148 孙元忠 男 6421**********0018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0 危房 滨河镇城北村

149 张学诗 男 6403**********1123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931 租住 滨河镇涝池村
张学诗

李桂花
李桂花 6403**********1129

150 韦秀琴 女 6403**********1126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862 租住 滨河镇涝池村

151 张生银 男 6403**********1115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991 租住 滨河镇涝池村
张生银

张淑梅
张淑梅 6403**********1128

152 王凯丽 女 6224**********1225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800 租住 滨河镇前锋村

153 施艳琴 女 6403**********0047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中卫市消防器材经销部 1400 借住 滨河镇阳光社区 李松洋   

154 宋学芳 女 6421**********0546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800 租住
滨河镇槐树北巷

社区

155 李晓聪 女 6421**********0921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2000 租住 滨河镇官桥村

156 赵金英 女 6421**********1125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400 租房 滨河镇涝池村

157 马玉香 女 6421**********0144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宁夏君联工贸有限公司 600 租住
文昌镇五里村村

委会
  

158 李月珍 女 6421**********0529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209 借住 中卫市镇罗镇 王金平 王金平 6421**********0512

159 刘兴华 男 6403**********0017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佳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600 租住
文昌镇和睦社区

居委会

160 冀天麒 男 6421**********0013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2  0 租住
文昌镇文昌阁社

区
冀欣冉   

161 孟晶 女 6403**********0069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0 租住
文昌镇文昌阁社

区

162 莫朋 男 6403**********0114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0 借住
文昌镇文昌阁社

区

163 王喜 女 5107**********0422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0 借住 文昌镇东关村



164 张如兰 女 6403**********0725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2 2331.86 借住
文昌镇双桥村委

员会
常春

165 谢凤玉 女 6403**********096X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2000 借住
文昌镇双桥村委

员会
 

166 常学贤 男 6421**********0712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2 1844 借住
文昌镇双桥村委

员会
李淑梅 李淑梅 6403**********0769

167 黄玉红 男 6403**********0795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708 借住
文昌镇双桥村委

员会
张立琴 张立琴 6403**********0725

168 黄冬萍 女 6403**********0743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3 933 借住
文昌镇双桥村委

员会
徐冰洁 徐中华 6421**********0715

169 雍冬华 男 6421**********0710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422 借住
文昌镇双桥村委

员会

170 刘瑞琴 女 6421**********0069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530 借住
文昌镇双桥村委

员会

171 张生有 男 6421**********0716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000 借住
文昌镇双桥村委

员会

172 范淑英 女 6421**********0740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1553 借住
文昌镇双桥村委

员会
林生枝 林生枝 6403**********0732

173 冯淑珍 女 6403**********1120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949.77 借住
文昌镇东花园社

区

174 崔玉财 男 6403**********0336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2  2152.45 租住
文昌镇东花园社

区
陈秀珍 陈秀珍 6403**********0361

175 陈苏宁 男 6403*********0031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3 3000 借住
文昌镇黄河花园

社区

176 鲍玉兰 女 6421**********092X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889.06 借住
文昌镇东花园社

区

177 徐梅英 女 6421**********198X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600 借住
中宁县宁安镇营

盘滩村二队77号
王占宁 王占宁 6421**********198X

178 侯艳玲 女 6403**********1546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小星星幼儿园 1150 借住
文昌镇黄河花园

集体户
张艺宣 张艺宣 6405**********0023

179 张平学 男 6421**********935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2000 借住
文昌镇黄河花园

社区

180 范永凤 女  6421**********0946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213 借住
文昌镇黄河花园

社区
冯秀琴   

181 田苗 女 6403**********0523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宁商酒店 2000 借住
甘肃省泾川县高

平镇黄家铺村

182 张淑花 女 6421**********0948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982 借住
文昌镇杞香苑社

区

183 郭淑琴 女 6403**********0327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956 借住
文昌镇蔡桥村委

会

184 刘燕玲 女 6421**********094X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2  3000 租住
文昌镇雍楼村委

会
张东亮 张东亮 1528**********1216



185 张学勇 男 6421**********0013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1430 借住
文昌镇雍楼村委

会
冯桂莲 冯桂莲 6421**********0062

186 麦祖令 男 4127**********7910 城镇低收入家庭 3  1000 租住
文昌镇文昌阁社

区

张梦云、

麦泽悦
张梦云 6403**********0520

187 周立忠 男 6403**********0010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525 借住
文昌镇民族巷社

区
王秀梅 王秀梅 6421**********1142

188 刘生俊 男 6421**********1513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2 3103 借住
文昌镇文昌阁社

区

189 苏沙沙 女 6403**********1128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600 租住
文昌镇雍楼村委

会

190 王存德 男 6421**********0038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1300 借住
文昌镇雍楼村委

会
张淑琴 张淑琴 6403**********0027

191 张淑梅 女 6403**********0028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1500 借住
文昌镇雍楼村委

会
韩玉忠 韩玉忠 6421**********0071

192 郭自珍 男 6421**********0545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2 杰能电梯有限公司 1900 租住 文昌镇明珠社区 何永升 何永升 6421**********0545

193 王强 男 6421**********0718 城镇低收入家庭 4 1200 借住 文昌镇郭营村
王佳乐、

王佳丽
张静 6403**********0746

194 许银茹 女 6403**********1746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250 借住 文昌镇郭营村  

195 刘聪 男 6403**********0794 城镇低收入家庭 3 1200 借住 文昌镇郭营村
刘学平、

赵红
 

196 王兴其 男 6421**********0717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2 2150 借住 文昌镇郭营村 王秀琴 王秀琴 6421**********072X

197 徐吉升 男 6421**********0711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600 借住 文昌镇郭营村 魏淑霞 魏淑霞 6421**********0725

198 徐晨 男 6403**********0712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1000 借住 文昌镇郭营村 徐贵荣  

199 闫玉芳 女 6421**********0726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700 借住 文昌镇郭营村  

200 孟玉红 女 6403**********0728 城镇低收入家庭 3 1200 借住 文昌镇郭营村 李昌键 李卫升 6421**********0718

201 范新秀 女 6421**********0729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200 借住 文昌镇郭营村  

202 刘铭欣 女 6403**********0748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500 借住 文昌镇郭营村  

203 张志国 男 6403**********0797 城镇低收入家庭 3 1000 借住 文昌镇郭营村 张莹 王茹 6403**********0722

204 王艳 女 6421**********0925 城镇低收入家庭 1 1500 租住 文昌镇五里村

205 冯挺 男 6403**********0558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4 1825 租住
文昌镇民族巷社

区

张艳青  
冯思语

冯铭轩

张艳青 6403**********1800



206 谭秀琴 女 6403**********0769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2 宏伟百谦酒店 1800 借住
文昌镇华西居委

会
韩治福 韩治福 6421**********0716

207 张振忠 男 6403**********0736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500 借住
文昌镇双桥村委

会
张风玲 张风玲 6403**********0723

208 李小霞 女 6421**********0529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宁夏佰眀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400 借住 中卫市镇罗镇 李福军 李福军 6403**********0532

209 吕占鹏 男 6204**********3119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1 宁夏朗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借住 甘肃省白银市

210 陈振龙 男 6204**********2815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1 宁夏朗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借住 甘肃省靖远县

211 贾鸿博 男 6224**********3714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1 宁夏朗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借住 甘肃省通渭县

212 赵同同 男 6227**********0297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1 宁夏朗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借住 甘肃省华亭县

213 秦芸楠 女 6403**********1523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3499 借住 中卫市永康镇

214 何亚琴 女 6422**********1289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4194 借住 固原市原州区

215 姬小楠 女 6422**********0629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4194 借住 固原市彭阳县

216 王希燕 女 6422**********004X 新就业无房职工 3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中心卫生

院
2933 借住 中卫市海原县

周吉军

周子言
周吉军 6403**********241X

217 郭瑞 男 6227**********3213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3 宁夏华御化工有限公司 1750 借住 甘肃省静宁县
郭梓辰

郭梓涵
 

218 田彦军 男 6422**********3416 新就业无房职工 3 中卫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24.33 借住 银川市兴庆区
田国祎

田国雅

219 王伟丽 女 6403**********1727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伟中能源有限公司 2000 借住 中卫市宣和镇

220 王瑶 女 6403**********0727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宁夏中卫市众泰工贸有限公司 1250 借住 中卫市柔远镇 焦博霖

221 张志华 男 6421**********053X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宁夏中卫市大有冶炼有限公司 2300 借住 中卫市镇罗镇

222 闫学玲 女 6421**********0741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3
宁夏塞上应理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
966.67 借住 中卫市柔远镇

杨佳欣

杨佳辉

223 孙森 男 6403**********0916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凡客杰瑞影视文化艺术传媒

有限公司
2166.67 借住 东园镇

224 雷燕 女 6403**********056X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宁夏胜金水泥有限公司 2750 借住 中卫市镇罗镇 吴晓荣 吴晓荣 6421**********0553

225 刘静 男 6403**********2034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4 中卫市胜金北拓建材有限公司 1500 借住 中卫市宣和镇
陈伟娟
刘佳熙

刘佳奇

陈伟娟 6403**********2025

226 史彩霞 女 6403**********0027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1578 借住 中卫市滨河镇



227 韩燕 女 6403**********072X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中心卫生

院
3500 借住 中卫市柔远镇

228 张丽娜 女 6403**********1786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沙坡头区常乐镇中心卫生

院
3500 借住 中卫市宣和镇

229 郑润红 女 6421**********0521 城镇中等偏城镇低收入家庭 1 宁夏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00 借住 中卫市滨河镇

230 雷鸣 男 6421**********0512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2 宁夏胜金水泥有限公司 1500 借住 中卫市镇罗镇 张蕾 张蕾 6403**********0582

231 周怡 女 6402**********2022 新就业无房职工 1 中卫市审计局 3626 租住 银川市贺兰县

232 林文红 女 6421**********0720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 1 宁夏新华实业集团钢铁有限公司 2000 借住 中卫市柔远镇

233 雍雯华 女 6403**********0920 城镇低收入家庭 2 600 借住
文昌镇黄河花园

社区
余佳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