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永康镇 沙滩村 刘旭 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 中医康复技术 中职 2021.9 刘文和 脱贫户

2 永康镇 永康村 张煜 中卫职业中学 汽修 中职 2021.9 张建军 脱贫户

3 永康镇 党家水村 崔权 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预算 高职 2019.9 崔自凯 边缘易致贫户

4 永康镇 党家水村 崔栋 宁夏新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西点 中职 2020.9 崔自凯 边缘易致贫户

5 永康镇 党家水村 崔筱 银川市洪石艺术学校 环境艺术设计 高职 2022.9 崔子平 边缘易致贫户

6 永康镇 永乐村 余昱萱  银川市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 中职 2021.9 刘贵文 脱贫户

7 兴仁镇 兴仁村 王文兵 宁夏理工学院 机电一体化 高职 2022.09 王满才 脱贫户

8 兴仁镇 兴仁村 张建瀛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护理 高职 2020.09 王建丽 突发严重困难户

9 兴仁镇 团结村 田玲 宁夏理工学院 会计 高职 2020.1 田广旭 脱贫户

10 兴仁镇 团结村 田海林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 中职 2022.09 田广鹏 脱贫户

11 兴仁镇 泰和村 马海俊 银川能源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高职 2021.09 马利 脱贫户

12 兴仁镇 拓寨村 杨小兰 银川科技学院财经学院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高职 2021 杨立荣 脱贫户

13 兴仁镇 郝集村 张晓勇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 高职 2020.01 王耀菊 脱贫不稳定户

14 兴仁镇 川裕村 马霞 宁夏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高职 2021.09 马玉成 脱贫户

15 兴仁镇 川裕村 谢湘梅 宁夏医科大学 护理 高职 2020.1 谢平 脱贫户

16 兴仁镇 团结村 田小丽 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与护理系 高职 2021.09.01 田旭文 边缘易致贫户

17 兴仁镇 团结村 田小花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康养服务系幼儿保育专业 中职 2022.09.01 田旭文 边缘易致贫户

18 兴仁镇 团结村 田小丽 陕西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医学摄像技术 高职 2022.09.01 田发福 边缘易致贫户

19 兴仁镇 兴仁村 王亚涛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高职 2020.1 冯学霞 边缘易致贫户

20 兴仁镇 郝集村 张伟 线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交通旅游 高职 202109 张玉满 脱贫户

21 东园镇 金沙村 景治萍 银川能源学院 幼教 高职 202009 景兆扬 边缘易致贫户

22 东园镇 柔新村 徐佳怡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学 高职 202010 徐勇 边缘易致贫户

23 东园镇 黑山村 王宁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高职 202209 王存涛 边缘易致贫户

24 东园镇 新星村 王佳欣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高职 202109 王国香 边缘易致贫户

25 宣和镇 兴海村 马丽丽 宁夏警官职业学院 法律事务 高职 2022.9.1 马学明 监测对象

26 宣和镇 福兴村 李宝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新能源汽车技术 高职 2022.9.13 李俊生 监测对象

27 宣和镇 福兴村 王彤 武威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高职 2022.9.3 张淑霞 监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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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宣和镇 福兴村 王文弟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文化艺术系20级绘画班 中职 2020.9.15 王海知 监测对象

29 宣和镇 海和村 罗荫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健康管理 高职 2021年9月 罗永林 监测对象

30 宣和镇 赵滩村 俞佳欣 中卫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与酒店管理 中职 2020年9月 李会德 监测对象

31 宣和镇 山羊场 马小东 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高职 2021.9 沙德花 监测对象

32 迎水桥镇 夹道村 张妙格 河北省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高铁 高职 20210901 张小平 边缘易致贫户

33 迎水桥镇 迎水村 杨玉麒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高职 202209017 杨国栋 边缘易致贫户

34 迎水桥镇 杨渠村 杜亮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平面设计 中职 20190907 杜建平 边缘易致贫户

35 迎水桥镇 何滩村 彭彤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食品安全与检测技术 中职 20210901 彭家军 边缘易致贫户

36 迎水桥镇 何滩村 彭茹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幼儿保育 中职 20210901 彭家军 边缘易致贫户

37 迎水桥镇 鸣沙村 马小兰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专业 高职 20220901 马德品 边缘易致贫户

38 迎水桥镇 南长滩村 拓云星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幼儿保育 中职 20220901 陈庆先 脱贫户

39 迎水桥镇 南长滩村 拓明杰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食品安全与检测技术 中职 20220901 拓万亮 脱贫户

40 常乐镇 康乐村 米海霞 宁夏医科大学 护理 高职 202209 田希兰 脱贫户

41 常乐镇 康乐村 贺石杰 青海卫生职业学校 护理 高职 202209 贺学贵 脱贫户

42 常乐镇 海乐村 陈星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汽修 中职 202209 陈健东 脱贫户

43 常乐镇 海乐村 田亚雄 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 化学工艺 中职 202209 田彦贵 脱贫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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