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5月大爱清尘制氧机捐赠名单
序号 省份 区县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志愿者 发货日期

1 陕西 山阳 李*和 男 6125261970******93 沈唐艮 2022年5月6日

2 重庆 万州 魏*华 男 5122211970******91 李春林 2022年5月6日

3 重庆 万州 杨*贵 男 5122211968******55 任明奎 2022年5月6日

4 重庆 万州 张*忠 男 5122211957******53 李春林 2022年5月6日

5 重庆 开州 郑*云 男 5122221968******51 刘明芳 2022年5月7日

6 重庆 涪陵 邹*贵 男 5123011967******56 秦纯华 2022年5月7日

7 重庆 涪陵 程*明 男 5123011963******35 秦纯华 2022年5月7日

8 陕西 平利 黄*朋 男 6124271976******13 余雪梅 2022年5月7日

9 重庆 巫山 杨*富 男 5122271963******3x 纪晓雪 2022年5月7日

10 重庆 万州 韩*位 男 5122211965******58 任明奎 2022年5月7日

11 辽宁 南票 陈*华 男 2114041977******15 谷艳苓 2022年5月7日

12 辽宁 连山 刘*国 男 2114021962******14 谷艳苓 2022年5月7日

13 辽宁 南票 郑*超 男 2114041969******37 谷艳苓 2022年5月7日

14 辽宁 南票 孟*银 男 2114041963******39 谷艳苓 2022年5月7日

15 辽宁 南票 张*德 男 2114041960******12 谷艳苓 2022年5月7日

16 辽宁 南票 王*新 男 2107191968******13 谷艳苓 2022年5月7日

17 辽宁 南票 赵*海 男 2114041970******17 谷艳苓 2022年5月7日

18 辽宁 连山 施*全 男 2114021960******31 谷艳苓 2022年5月7日

19 湖南 安化 熊*山 男 4323261966******58 袁新强 2022年5月7日

20 湖南 安化 喻*勇 男 4323261963******77 袁新强 2022年5月7日

21 湖南 安化 龚*建 男 4323261955******75 袁新强 2022年5月7日

22 湖南 涟源 龙*湄 男 4313821950******51 邱韶丽 2022年5月7日

23 湖南 攸县 马*全 男 4302231974******17 陈跃龙 2022年5月7日

24 湖南 攸县 邓*国 男 4302231957******18 陈跃龙 2022年5月7日

25 湖南 安化 熊*美 男 4323261972******94 袁新强 2022年5月7日

26 湖南 武冈 蒋*伟 男 4326231961******17 李世跃 2022年5月7日

27 江西 崇义 陈*生 男 3621261948******10 卢小凤 2022年5月7日

28 河南 镇平 李* 男 4129251977******19 李军令 2022年5月7日

29 湖北 利川 谯*玖 男 4228021981******53 叶红安 2022年5月7日

30 河南 卢氏 宋*堂 男 4112241970******19 张瑞宏 2022年5月7日

31 云南 兰坪 和*东 男 5333251978******10 雷宣邦 2022年5月11日

32 云南 兰坪 邱*洒 男 5333251981******11 雷宣邦 2022年5月11日

33 辽宁 连山 郭* 男 2107191970******10 谷艳苓 2022年5月11日

34 辽宁 连山 王*银 男 2107191962******10 谷艳苓 2022年5月11日

35 湖南 永兴 李*文 男 4328231970******11 李海燕 2022年5月11日

https://www.aliwork.com/APP_JL61KQWS6W96WPRIELI4/javascript:void(0);
https://www.aliwork.com/APP_JL61KQWS6W96WPRIELI4/javascript:void(0);
https://www.aliwork.com/APP_JL61KQWS6W96WPRIELI4/javascript:void(0);
https://www.aliwork.com/APP_JL61KQWS6W96WPRIELI4/javascript:void(0);


36 湖南 永兴 黄*元 男 4328231969******16 李海燕 2022年5月11日

37 湖南 安化 熊*强 男 4323261970******3X 袁新强 2022年5月11日

38 湖南 安化 周*钦 男 4323261963******30 袁新强 2022年5月11日

39 湖南 攸县 姚*政 男 4302231964******18 陈跃龙 2022年5月11日

40 湖南 攸县 欧*祥 男 4302231968******73 陈跃龙 2022年5月11日

41 湖南 攸县 曾*胜 男 4302231964******14 陈跃龙 2022年5月11日

42 湖南 攸县 董*松 男 4302231957******34 陈跃龙 2022年5月11日

43 湖南 攸县 何*继 男 4302231968******39 陈跃龙 2022年5月11日

44 湖南 攸县 何*德 男 4302231960******11 陈跃龙 2022年5月11日

45 湖南 攸县 黄*建 男 4302231956******16 陈跃龙 2022年5月11日

46 湖南 攸县 李*林 男 4302231957******19 陈跃龙 2022年5月11日

47 湖南 攸县 廖*香 男 4302231966******18 陈跃龙 2022年5月11日

48 云南 兰坪 李*全 男 5333251984******13 李双江 2022年5月11日

49 云南 兰坪 邱*合 男 5333251972******11 罗增木 2022年5月11日

50 陕西 山阳 马*水 男 6125251961******12 胡德琴 2022年5月11日

51 湖南 安化 周*夫 男 4323261961******39 袁新强 2022年5月11日

52 陕西 紫阳 宋*才 男 6124251977******71 余雪梅 2022年5月11日

53 陕西 紫阳 黄*军 男 6124251970******38 余雪梅 2022年5月11日

54 陕西 紫阳 陈*华 男 6124251967******70 余雪梅 2022年5月11日

55 陕西 山阳 潘*水 男 6125251969******19 陈保峰 2022年5月25日

56 重庆 忠县 周*蓉 女 5122231966******02 任明奎 2022年5月25日

57 陕西 山阳 陈*顺 男 6125251969******53 陈保峰 2022年5月25日

58 陕西 山阳 徐*发 男 6125251970******32 陈保峰 2022年5月25日

59 陕西 山阳 魏*全 男 6125251957******15 陈保峰 2022年5月25日

60 陕西 平利 詹*祥 男 6124271966******75 余雪梅 2022年5月25日

61 陕西 平利 邱* 男 6124271976******78 余雪梅 2022年5月25日

62 陕西 白河 柯*海 男 6124301977******17 余雪梅 2022年5月25日

63 重庆 万州 任*华 男 5122211959******53 任明奎 2022年5月25日

64 陕西 山阳 刘*祥 男 6125251971******39 沈唐艮 2022年5月25日

65 重庆 酉阳 龙*槐 男 5135241973******76 吴娜 2022年5月25日

66 陕西 山阳 何*平 男 6125251960******14 沈良艮 2022年5月25日

67 四川 江阳 王* 男 5105021986******12 冯勇  
邱贤祥

2022年5月25日

68 四川 龙泉
驿

罗*华 男 5108211973******36 罗乾江 2022年5月25日

69 重庆 城口 赵*凯 男 5122291966******17 杨家琼 2022年5月25日

70 陕西 镇安 周*兵 男 6125261973******94 李娟 2022年5月25日

71 重庆 城口 肖*付 男 5122291966******17 杨家琼 2022年5月25日

72 湖南 桂东 李*波 男 4328291968******59 李海燕 2022年5月25日



73 湖南 汝城 阮*才 男 4328281965******00 李海燕 2022年5月25日

74 湖南 汝城 钟*红 男 4328281973******17 李海燕 2022年5月25日

75 辽宁 连山 王* 男 2114021962******19 谷艳苓 2022年5月25日

76 辽宁 南票 李*利 男 2107191965******10 谷艳苓 2022年5月25日

77 辽宁 连山 陈*林 男 2107191967******1X 谷艳苓 2022年5月25日

78 湖南 安化 毛*葵 男 4323261955******34 袁新强 2022年5月25日

79 湖南 安化 吴*久 男 4323261966******7X 袁新强 2022年5月25日

80 湖南 涟源 陈*生 男 4313821950******51 邱韶丽 2022年5月25日

81 辽宁 北票 梁*青 男 2113191971******17 于凤生 2022年5月25日

82 湖南 攸县 刘*平 男 4302231965******39 陈跃龙 2022年5月25日

83 湖南 武冈 李*祥 男 4326231958******77 李世跃 2022年5月26日

84 湖南 武冈 李*云 男 4326231959******7ⅹ 李世跃 2022年5月26日

85 湖南 武冈 李*祥 男 4326231967******19 李世跃 2022年5月26日

86 贵州 思南 彭*清 男 5222251958******36 冷雪刚 2022年5月26日

87 江西 崇义 肖*明 男 3621261968******10 卢小凤 2022年5月26日

88 湖南 武冈 肖*松 男 4326231967******70 李世跃 2022年5月26日

89 甘肃 古浪 韩*财 男 6223231953******18 武登范 2022年5月26日

90 湖南 武冈 邓*友 男 4305811953******15 刘叶辉 2022年5月26日

91 湖南 武冈 管*民 男 4326231965******14 李世跃 2022年5月26日

92 湖南 武冈 黄*骏 男 4326231958******13 李世跃 2022年5月26日

93 湖南 武冈 李*兵 男 4326231952******13 李世跃 2022年5月26日

94 湖北 建始 黄*全 男 4228221948******14 熊涛 2022年5月26日

95 湖南 安化 吴*才 男 4323261959******39 袁新强 2022年5月26日

96 辽宁 连山 魏*纯 男 2107191953******19 谷艳苓 2022年5月26日

97 辽宁 连山 何*平 男 2114021950******53 谷艳苓 2022年5月26日

98 湖南 攸县 罗*如 男 4302231969******16 陈跃龙 2022年5月26日

99 江西 上栗 吴*梅 男 3603111963******32 叶新萍 2022年5月26日

100 辽宁 连山 刘*拥 男 2107191949******1x 谷艳苓 2022年5月26日

101 河南 卢氏 李*安 男 4112241954******17 张瑞宏 2022年5月26日

102 重庆 城口 刘*清 男 5122291964******70 任明奎 2022年5月26日

103 陕西 岚皋 唐*清 男 6124261980******31 余雪梅 2022年5月26日

104 陕西 平利 黄*平 男 6124271969******12 余雪梅 2022年5月26日

105 重庆 巫山 张*飞 男 5122271970******73 任明奎 2022年5月26日

106 重庆 城口 李*刚 男 5122291964******1x 任明奎 2022年5月26日

107 陕西 镇安 王*义 男 6125261972******1X 李娟 2022年5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