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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所学专业 学历 开户行营业部 手机号 就业地 备注

1 安晓丽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67
山西省大
同市

ZD

2 崔雪雪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8435224150
陕西省西
安市

ZD

3 符修联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72
海南省海
口市

ZD

4 郭歌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73
山西省运

城市
ZD

5 韩星星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74
山西省大
同市

JD

6 胡斌斌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75
江西省吉
安市

JD

7 霍晓菲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76
山西省太
原市

JD

8 蒋潼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78
山西省大
同市

ZD

9 李彪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8734642014
山西省大

同市
ZD

10 李思梦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82
山西省大
同市

ZD

11 李伊楠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83
山西省大
同市

ZD

12 刘学惠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86 山西省晋中市 ZD

13 吕娇燕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87
山西省运
城市

ZD

14 彭雪琪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91
山西省大

同市
ZD

15 史建荣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93
山西省大
同市

ZD

16 宋晓宇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5635290150
山西省长
治市

DB

17 王君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8404913635
山西省大
同市

ZD

18 魏娇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04 甘肃省兰州市 ZD

19 武晓娇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06
山西省太

原市
ZD

20  许晓甜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08 山西省太原市 ZD

21 闫祺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09
山西省太
原市

ZD
学院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字：                                    电话：                  



附件3：

填报单位（公章）

山西省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汇总表
填报时间:2021年    月    日                             

22 杨梦金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8235276314
湖南省长

沙
ZD

23 岳旭阳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13
山西省忻
州市

ZD

24 赵倩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19
山西省忻
州市

ZD

25 周星怡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21
湖南省长
沙市

JD

26 白瑞清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23 山西省大
同市

ZD

27 常鑫宇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24 山西省长
治市

JD

28 陈迅迅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威宁 17835204525 贵州省毕
节市

JD

29 杜梦霞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27 山西省大
同市

ZD

30 高美容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28 山西省大
同市

ZD

31 胡喻昕
怡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垫江支行 17835204531 重庆市 ZD

32 吉彦锦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32 山西省吕
梁市

ZD

33 焦艳花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34 山西省吕
梁市

ZD

34 李伟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8636295983 山西省大
同市

DB

35 刘伯昌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40 山西省朔
州市

ZD

36 刘玉彪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5235849393 山西省 ZD

37 吕苗苗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43 山西省运
城市

ZD

38 宋新洁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50 山西省大
同市

ZD

39 王敏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56 山西省大
同市

ZD

40 王世珍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57 青海省 ZD

41 魏天星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59 山西省大
同市

ZD

42 武超超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60 山西省吕
梁市

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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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武旭艳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61 山西省吕
梁市

ZD

44 辛小梅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62 山西省吕
梁市

ZD

45 张慧玉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70 山西省大
同市

ZD

46 张婷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72 山西省大
同市

ZD

47 张雅婷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73 山西省大
同市

ZD

48 张泽源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御河西路支
行

17835204574 山西省大
同市

ZD

49 赵思清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75 山西省大
同市

ZD

50 王国正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53 山西省临
汾市

ZD

51 吕小龙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2150 山西省大
同市

ZD

52 陈慧露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80 山西 ZD

53 薛芳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20 山西 ZD

54 孔国平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91 山西 ZD

55 高庭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84 山西 ZD

56 黄春林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87 广西 ZD

57 赵志姣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32 山西 ZD

58 丁心如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82 山西 ZD

59 宋大洋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06 山西 ZD

60 刘昊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726614781 重庆 ZD

61 杨馥瑞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21 山西 ZD

62 尹国香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24 山西 ZD

63 王燕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宁支行 17835204613 河北 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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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王丽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12 山西 ZD

65 张婷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28 山西 ZD

66 武国春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17 山西 ZD

67 郭欣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85 山西 ZD

68 文风海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16 山西 ZD

69 潘其丽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03 湖南 ZD

70 郝伟娟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86 山西 ZD

71 齐雅芝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04 宁夏 ZD

72 宋志珍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07 山西 ZD

73 刘姗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97 山西 ZD

74 解晓琴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90 山西 JD

75 王思成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14 云南 ZD

76 徐康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8083483453 贵州 ZD

77 李敏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593 山西 ZD

78 刘忠睿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54 吕梁 JD

79 刘慧玲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52 大同 ZD

80 孙艺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2553 大同 ZD

81 刘涛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53 天镇 ZD

82 赵晓娟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86 应县 DB

83 冯绍芳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39 大同 JD

84 杨红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76 忻州 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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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陈静澜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36 大同 ZD

86 雷飞飞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47 甘肃 ZD

87 宫晓蕊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40 大同 ZD

88 陈玉婷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37 四川自贡 ZD

89 王耀东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5735297213 大同 ZD

90 李强强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49 吕梁 ZD

91 杨志英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78 忻州 ZD

92 尹佳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79 贵州贵阳 ZD

93 景红英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45 临汾 ZD

94 苏巧燕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62 甘肃通渭 ZD

95 贾淼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44 忻州 ZD

96 李登宣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48 阳泉 ZD

97 王红艳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65 晋中 ZD

98 向亚辉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73 长治 ZD

99 王婵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8636299665 朔州 ZD

100 边锦涛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3935234993 大同 ZD

101 梁辰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51 云南 DB

102 马迪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6825 吕梁 ZD

103 朱煜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3393428739 大同 ZD

104 宫臣彪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3593007991 大同 ZD

105 孟昕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8636290285 晋中 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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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董文静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93 太原 ZD

107 冯悦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94 大同 ZD

108 贺亚权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697 朔州 ZD

109 贾亚琪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01 太原 ZD

110 李贵鹏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04 临汾 ZD

111 李瑞梅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05 太原 ZD

112 李焱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06 大同 ZD

113 梁森凡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07 大同 ZD

114 刘姣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8636288198 太原 ZD

115 裴鑫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14 临汾 ZD

116 任翠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15 太原 ZD

117 孙鸿伟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18 大同 ZD

118 孙钰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19 临汾 ZD

119 王美美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23 吕梁 ZD

120 吴德勇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27 大同 ZD

121 武军秀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28 太原 ZD

122 杨佳宇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32 太原 ZD

123 张彩凤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36 吕梁 ZD

124 张雨荷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40 运城 ZD

125 赵公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永和路支行 17835284741 朔州 DB

126 赵毅娜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蓝田县蓝新中路支行 17835204742 西安 ZD
学院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字：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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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郑桃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43 贵州 ZD

128 邹兴秋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44 昆明 JD 

129 敬易蓉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57 成都 ZD

130 霍嘉妮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54
山西省长
治市沁县

ZD

131 王丹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75
山西省长

治市
ZD

132 岳丽清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90 山西省 ZD

133 马鹏丽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67 山西省 ZD

134 王晴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79
山西省运
城市

ZD

135 符冬妹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50 海南省 ZD

136 薛亚楠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5034291479 山西省 ZD

137 刘婧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63 山西省 ZD

138 崔娇娇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48 山西省 ZD

139 王志欣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81 山西省 ZD

140 杨俊丽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87 山西省 ZD

141 张敏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92 山西省 ZD

142 任雅丽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70 山西省 ZD

143 雒文慧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65 山西省 ZD

144 张星泰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94 山西省 ZD

145 张光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91 山西省 ZD

146 张帅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5035802066 山西省 ZD

147 姚作鹏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永和路支行 19831435410 山西省 ZD
学院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字：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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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王馨怡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8234257642 山西省 ZD

149 刘旭飞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永和路支行 17835204764 山西省 ZD

150 左镕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8636290264 山西省 ZD

151 周晓玉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98 山西省 ZD

152 林国卿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5635293510 山西省 ZD

153 李佳伟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5698388865 山东省 ZD

154 武斯瑾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83 山西省 ZD

155 陈烁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8723456571 重庆市 ZD

156 王静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76 山西省 ZD

157 许方慧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785 吉林省 ZD

158 曹飞鹏 男 数学与应用数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永和路支行 15698386123 山西省 ZD

159 白娟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3720920953 太原 ZD

160 曹鑫萍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03 太原 JD

161 曹圆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04 天津 ZD

162 陈致敏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06 大同 ZD

163 丁晨旭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08 运城 ZD

164 丁世英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09 大同 ZD

165 冯新洋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10 大同 ZD

166 李洪熠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15 大同 ZD

167 李田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19 大同 ZD

168 刘新月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20 大同 ZD
学院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字：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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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刘雅丽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8617185906 大同 ZD

170 刘子怡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23 阳泉 DB

171 裴娜颖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26 长治 ZD

172 任晓丽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29 大同 ZD

173 石佳乐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30 大同 ZD

174 宋屹宏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8636288336 大同 ZD

175 孙云艳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32 大同 JD

176 王太 男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36 大同 ZD

177 王晓阳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37 大同 ZD

178 王鑫浩 男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39 太原 ZD

179 王星月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50 大同 ZD

180 王月琴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51 大同 JD

181 吴英英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54 大同 ZD

182 员蜜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60 太原 ZD

183 原晓婷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61 太原 ZD

184 张霞 女 经济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464 大同 ZD

185 郑凌宇 男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54 山西 DB

186 梁媛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28 太原 ZD

187 武晓银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42 太原 ZD

188 李雨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25 太原 ZD

189 张悦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53 太原 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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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武晋蓉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8535226192 吕梁 ZD

191 白雅茹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03 大同 ZD

192 刘璇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30 太原 ZD

193 张圆鑫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52 吕梁 ZD

194 李美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20 太原 ZD

195 刘慧慧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29 太原 ZD

196 张丹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49 太原 ZD

197 聂慧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37 朔州 ZD

198 王子涵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40 太原 ZD

199 郝俊卫 男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14 山西 ZD

200 孟丽君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5635292766 太原 CJ

201 冯超 男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08 大同 ZD

202 刘艳阳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永和路支行 17636573572 临汾 ZD

203 白璐璐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02 太原 ZD

204 郭鑫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13 太原 ZD

205 李宇慧 女 统计学 本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北城支行 17835204824 太原 ZD

说明：1、此表需用excel表制作，便于统计。2、此表每一页均需加盖学院公章，学院负责人、填表人签字。3、备注栏注明
（只填写字母）：DB.低保家庭，JD.建档立卡贫困家庭，CJ.残疾，ZD.获得国家助学贷款，TK.特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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