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爱清尘2022年1月制氧机捐赠名单
序号 省份 区县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志愿者 发货日期

1 湖南 汝城 李*贱 男 4328281966******10 李海燕 2022年1月7日
2 湖南 临武 黄*成 男 4328271961******15 张叶灵 2022年1月7日
3 湖南 桂东 郭*林 男 4328291967******12 徐妮 2022年1月7日
4 湖南 桂东 张*华 男 4328291969******15 李海燕 2022年1月7日
5 辽宁 南票 才*廷 男 2107191963******11 谷艳苓 2022年1月7日
6 辽宁 连山 王*刚 男 2107191970******10 谷艳苓 2022年1月7日
7 辽宁 连山 王*山 男 2107191966******11 谷艳苓 2022年1月7日
8 辽宁 连山 王*品 男 2107191958******19 谷艳苓 2022年1月7日
9 青海 民和 马*平 男 6321221976******11 冶平 2022年1月7日
10 青海 民和 马*文 男 6321221979******12 冶平 2022年1月7日
11 青海 民和 王*江 男 6321221963******74 祁发土莫 2022年1月7日
12 青海 大通 阿*仁 男 6301211969******10 郭守文 2022年1月7日
13 河北 滦平 周*青 男 1326261980******12 孙丽国 2022年1月7日
14 河南 栾川 王* 男 4103241962******56 史秋丽 2022年1月14日
15 重庆 武隆 朱*禄 男 5123261972******93 邵霞 2022年1月14日
16 湖南 安化 刘*明 男 4323261969******7X 袁新强 2022年1月14日
17 湖北 浠水 黄* 男 4211251984******33 汤咏 2022年1月14日
18 湖南 安化 唐*锋 男 4323261966******98 袁新强 2022年1月14日
19 四川 盐亭 袁*荣 男 5107231947******39 刘勇 2022年1月14日
20 宁夏 中宁 何*宗 男 6422211968******59 徐向钊 2022年1月14日
21 湖南 武冈 肖*民 男 4326231948******73 欧青云 2022年1月14日
22 湖北 巴东 杨*平 男 4228231959******1x 冯永山 2022年1月14日
23 甘肃 靖远 朱* 男 6204211958******54 路进 2022年1月14日
24 重庆 涪陵 盛*高 男 5123011971******32 任明奎 2022年1月14日
25 重庆 涪陵 刘*江 男 5123011960******52 任明奎 2022年1月14日
26 湖南 安化 熊*春 男 4323261946******58 袁新强 2022年1月22日
27 湖北 建始 李*柏 男 4228221961******51 熊涛 2022年1月22日
28 江西 莲花 刘*林 男 3603211951******14 李秋莲 2022年1月22日
29 辽宁 连山 张*彬 男 2114021959******33 谷艳苓 2022年1月22日
30 湖北 建始 雷*培 男 4228221941******1X 熊涛 2022年1月22日
31 河南 登封 景*文 男 4101251955******10 景书文 2022年1月22日
32 青海 湟中 马*军 男 6321241977******35 马连军 2022年1月22日
33 辽宁 连山 孟*起 男 2107191943******59 孟凡才 2022年1月22日
34 湖南 安化 殷*剑 男 4302811953******11 殷辉剑 2022年1月22日
35 陕西 石泉 桂*友 男 6124231969******10 余雪梅 2022年1月26日
36 重庆 开州 廖*政 男 5122251974******78 刘明芳 2022年1月26日
37 重庆 涪陵 邹*贵 男 5123011967******56 秦纯华 2022年1月26日
38 重庆 城口 杨*松 男 5112281978******10 刘双 2022年1月26日
39 重庆 城口 张*富 男 5122291952******37 任明奎 2022年1月26日
40 陕西 镇安 张*宏 男 6125261969******94 沈良艮 2022年1月26日

41 重庆 巫溪 廖*军 男 5122281970******75 任明奎 2022年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