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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时间：2021年 1月 7日-1月 13日 

B 班第一阶段： 

报到时间：2021年 1月 18日 14;00-18:00 

培训时间：2021年 1月 19日-1月 25日 

注意：请按相应班次按时报到，第二阶段培训安排另行通知。 

培训地点：温和瑞锦酒店（宁夏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街 470-1号） 

酒店联系电话：8118333 

乘车公交：12 路、29 路、37 路、45 路、102 路、316 路、512

路。 

三、报到须知 

1．根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教师培训工

作的通知》，以及宁夏疫情防控工作相关文件要求，认真做好教师线

下培训活动期间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工作。具体工作包括：学员报到时

需提供健康码，14天体温检测记录，个人 14天行程轨迹证明，并填

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登记表》（详见附件 2）。培训报到前 14

天内有疫区行程史的或出现发烧、干咳等不适应症状的，不得参加培

训。 

2．学员不应带病或带孕参训，若有长期服用的药品，请务必携

带，个人病情、病史、过敏情况须在报到时告知项目组工作人员。 

3．因培训入住需要，报到时请务必携带本人身份证，房卡押金

个人支付。 

4．建议参训学员携带个人生活、洗漱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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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有条件，请参训学员携带笔记本电脑，以便更好的完成研

修作业和任务。 

6．按照财政部、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集中培训期间学员的住

宿费、培训费由国培专项资金提供，往返交通费由学员所在单位报销。 

7．请相关市县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此次培训，协助做好相关

通知、安排、督促工作。并请注意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培训人员为同

一批人，请勿中途随意更换增删学员。 

8．请务必准时报到，如有特殊情况，请提前致电。因故推迟报

到（或推迟报到）的，须提前来电说明情况，并报所在辖区县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更换其他教师参加培训；人员调换需携带当地教育

部门出具的书面同意函；无故逾期两天不到者，视为自动弃权。 

四、扫码入群 

1．请按分班表使用 QQ扫码入群。 

2．进群后请修改群名片“姓名+区县+学校”。 

              A 班群                      B 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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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A 班、B 班新入职特岗师范类教师参训名单 

 

A 班（中宁县） 

序

号 

所在

省 

所在

市 
所在县 姓名 

性

别 
所在单位 

1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孟佳丽 女 中宁县渠口九年制学校 

2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马莉 女 中宁县长山头九年制学校 

3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唐婷婷 女 中宁县下流水九年制学校 

4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马玲 女 中宁县渠口九年制 

5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薛倩 女 中宁县徐套九年制学校 

6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马小燕 女 中宁县徐套九年制学校 

7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董兰 女 中宁县徐套九年制学校 

8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王虹 女 中宁县下流水九年制学校 

9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张银银 女 中宁县长山头九年制学校 

10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张骅 男 中宁县喊叫水九年制学校 

11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柳巧娟 女 中宁县太阳梁二小 

12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王婷婷 女 中宁县长山头中学 

13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陈盼丽 女 中宁县徐套九年制学校 

14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李淑英 女 中宁县太阳梁一小 

15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李青 女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16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田浩 男 中宁县渠口九年制学校 

17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田莉 女 中宁县徐套乡徐涛完全小学 

18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靳秋霞 女 中宁县徐套乡徐套完小 

19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李建梅 女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20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焦栋强 男 中宁县徐套乡徐套完小 

21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王娅涛 女 中宁县下流水九年制学校 

22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梁雪 女 中宁县下流水九年制学校 

23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马淑娟  中宁县渠口太阳梁第二小学 

24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杜红芳  中宁县太阳梁二小 

25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叶倩  中宁县长山头九年制学校 

26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李晓梅  中宁县宽口井九年制中学 

27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闫慧  中宁县特殊教育学校 

28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郝鹏瑶 女 中宁县下流水九年制学校 

29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康永芳 女 中宁县大战场西沙梁完小 

30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王艺 女 中宁县大战场完全小学 

31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杨国锐 女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32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刘晓燕 女 中宁县喊叫水乡王庄子完全小学 

33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蒋海欣 女 中宁县大战场完全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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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李玲 女 中宁县渠口九年制学校 

35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周圆圆  中宁县大战场完全小学 

36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孟萍  中宁县东华九年制学校 

37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张晓蕾 女 中宁县渠口九年制学校 

38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赵亚利  中宁县大战场镇完全小学 

39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李瑞兰 女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40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王红阳 女 中宁县长流水完全小学 

41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毛海东 女 中宁县徐套乡九年制学校 

42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王倩茹 女 中宁县大战场镇长山头完小 

43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杨静 女 中宁县渠口九年制学校 

44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虎艳亭 女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45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张睿智 女 中宁县渠口九年制学校 

46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白金玲 女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47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张慧 女 中宁县渠口九年制学校 

48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雍瑞 女 中宁县宽口井九年制学校 

49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魏滢 女 中宁县喊叫水九年制学校 

50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李小兰 女 中宁县喊叫水九年制学校 

51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王粉粉 女 中宁县渠口太阳梁一小 

52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吴鱼鱼 女 中宁县长山头九年制学校 

53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赵普 女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54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王英茹 女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55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杨慧芳 女 中宁县特殊教育学校 

56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海向花 女 中宁县喊叫水九年制学校 

57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张艳 女 中宁县大战场白岗完小 

58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高竞霞 女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59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鲍青 女 中宁县大战场镇北滩完小 

60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王晓梅 女 中宁县大战场镇固唐完小 

61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马晓慧 女 中宁县下流水九年制学校 

62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苏海燕 女 中宁县长流水完全小学 

63 宁夏 中卫市 中宁县 锁建国 男 中宁县大战场初级中学 

A 班（沙坡头区） 

序

号 

所在

省 

所在

市 
所在县 姓名 

性

别 
所在单位 

1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余文倩 女 东月学校 

2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杨文芳 女 曹山小学 

3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刘秀芳 女 常乐小学 

4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徐亚楠 女 宣和中学 

5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罗兰英 女 东台学校 

6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赵郁松 男 张洪学校 

7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田雅欣 女 中卫市常乐中学 

8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麦晶晶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景台小学 

9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张成芳 女 东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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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訾雅芬 女 张洪学校 

11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贺妍 女 宣和中学 

12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田雪 女 张洪学校 

13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苟亚萍 女 张洪学校 

14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马小玉 女 中卫市兴仁中学 

15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刘盼盼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康乐燕宝学校 

16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张一芳 女 宣和中学 

17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宋思敏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西台学校 

18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范璐婷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凯歌学校 

19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卢晓亮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郝集小学 

20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周文清 女 草台小学 

21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张佳璐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兴仁小学 

22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马慧 女 东月学校 

23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马晓燕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王团小学 

24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贾治福 男 宣和小学 

25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李亚丽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阳沟小学 

26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刘晓瑞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兴仁小学 

27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李小宁 女 马滩小学 

28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杨立琴 女 东月学校 

29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刘婷 女 宣和小学 

30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李梦莹 女 宣和小学 

31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高  莎 女 草台小学 

32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焦欣悦 女 曹山小学 

33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王培竹 女 丹阳小学 

34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李秉梅 女 山羊场小学 

35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丁晓琴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温寨柯小学 

36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马慧 女 丹阳小学 

37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王佳璐 女 宣和小学 

38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赵佳莉 女 东台学校 

39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李婉滢 女 东月学校 

40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张文玉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兴仁小学 

41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李佳莉 女 宣和中学 

42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石晚弟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高庄小学 

43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王佳宁 女 东台学校 

44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何姿 女 东台学校 

45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韩金波 男 东台学校 

46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刘欣 女 宣和中学 

47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张何泽 女 宣和中学 

48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董等宏 男 沙坡头小学 

49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马风录 男 张洪学校 

50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李小利 女 宣和中学 

51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尹贤慧 女 宣和中学 

52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韩佳玲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康乐燕宝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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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张静 女 宣和中学 

54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郑亚芬 女 东台学校 

55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金彩虹 女 宣和中学 

56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杨军 男 中卫市沙坡头区康乐燕宝学校 

57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马丽燕 女 郝家塘小学 

58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党瑞丽 女 郝家塘小学 

59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李艳明 女 曹山小学 

60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马诗君 女 宣和中学 

61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高帜 女 宣和小学 

62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高艳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兴仁小学 

63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张丽荣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温寨柯小学 

64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王淇 女 丹阳小学 

65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尹能红 女 东台学校 

66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杨勇 男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高庄小学 

67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徐倩倩 女 常乐小学 

68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王岩茹 女 东月学校 

69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崔艳雪 女 宣和小学 

70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胡亚芳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郝集小学 

71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张媛 女 马滩小学 

72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李丹 女 汪园小学 

73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杨天乐 女 中卫市沙坡头区康乐燕宝学校 

74 宁夏 中卫市 沙坡头区 马楠 女 中卫市镇罗中学 

A 班（海原县） 

序

号 

所在

省 

所在

市 
所在县 姓名 

性

别 
所在单位 

1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李小英 女 海原县兴海中学 

2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曹佩 女 海原县关庄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3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刘娜 女 海原县贾塘乡中心小学 

4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罗玉燕 女 海原县贾塘乡中心小学 

5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刘敏 女 海原县甘城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6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马丽 女 海原县李旺中学 

7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韩雪兰 女 海原县李旺中学 

8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王永萍 女 海原县李旺中学 

9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马丽梅 女 海原县郑旗乡中心小学 

10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王和明 男 海原县郑旗乡中心小学 

11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陈晨 女 海原县郑旗中学 

12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马丽娜 女 海原县关桥中学 

13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李欣彤 女 海原县关桥中学 

14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汪锋 男 海原县关桥中学 

15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张恬欣 女 海原县关桥中学 

16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王亚娟 女 海原县关桥中学 

17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秦小梅 女 海原县关桥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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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朱佳荣 女 海原县关桥中学 

19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李燕 女 海原县关桥中学 

20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马小兰 女 海原县李旺镇中心小学 

21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买朋红 女 海原县李旺镇中心小学 

22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虎武 男 海原县李旺镇中心小学 

23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马瑛 女 海原县李旺镇中心小学 

24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高晓芸 女 海原县关桥乡中心小学 

25 宁夏 中卫市 海原县 乔丽娜 女 海原县三河中学 

 

B 班（兴庆区） 

序号 
所在

省 
所在市 所在县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1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张谷雨 女 兴庆区回民三小（掌镇分校） 

2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张文静 女 兴庆区六小（碱富桥分校） 

3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王馨 女 兴庆区二十八小学 

4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陆姣 女 兴庆区唐徕回民小学（通南分校） 

5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黎骁 女 兴庆区掌政中学 

6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杨小红 女 大塘中心小学 

7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南彩红 女 兴庆区月牙湖回民第二中学 

8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秦霞霞 女 兴庆区第二十九小学 

9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汪茹 女 银川第四中学小学部 

10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苏豆豆 女 大塘中心小学 

11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杨辉 女 兴庆区月牙湖回民第二中学 

12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杨玉茹 女 兴庆区月牙湖回民第二中学 

13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田楠 女 兴庆区月牙湖回民第二中学 

14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买红丽 女 兴庆区月牙湖大塘中心小学 

15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蒋娜 女 兴庆区掌政中学 

16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陈婷 女 兴庆区月牙湖回民中学 

17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龚茂祥 男 月牙湖回民中学 

18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李瑞梅 女 兴庆区第五中学 

19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黄起 男 兴庆区第五中学 

20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王欣 女 兴庆区掌政中学 

21 宁夏 银川市 兴庆区 马环环 女 兴庆区大塘中心小学 

B 班（贺兰县） 

序号 
所在

省 
所在市 所在县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1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刘宇琪 女 贺兰县第二中学 

2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张颖楠 女 贺兰县第二中学 

3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卜岩 女 贺兰县第二中学 

4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马爽 女 贺兰县第二中学 

5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赵越 女 贺兰县第二中学 

6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纳学儒 女 贺兰县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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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段立强 男 贺兰县第二中学 

8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李楠 女 贺兰县第二中学 

9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王丹 女 贺兰县第二中学 

10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张博媛 女 贺兰县第二中学 

11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曹茹 女 贺兰县第二中学 

12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李晓燕 女 贺兰县第二中学 

13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陈珍 女 贺兰县第二中学 

14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刘旭龙 男 贺兰县第二中学 

15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晁永祥 男 贺兰县第二中学 

16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韩月 女 贺兰县第二中学 

17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刘伊雯 女 贺兰县第三中学 

18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马金买 女 贺兰县第三中学 

19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肖佳 男 贺兰县第三中学 

20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张彦霞 女 贺兰县第三中学 

21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王硕 男 贺兰县第三中学 

22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郑媛媛 女 贺兰县第三中学 

23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张雪莲 女 贺兰县奥莱小学 

24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李启沛 女 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25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雷海妮 女 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26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李丽 女 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27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魏巍 女 贺兰县洪广镇金山小学 

28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车存叶 女 贺兰县立岗镇民乐回民小学 

29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鲁莹 女 贺兰县金贵镇潘昶小学 

30 宁夏 银川市 贺兰县 马小萍 女 贺兰县暖泉农场小学 

B 班（西夏区） 

序号 
所在

省 
所在市 所在县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1 宁夏 银川市 西夏区 薛玉 女 银川市西夏区芦花学校 

2 宁夏 银川市 西夏区 张丹 女 银川市第八中学 

3 宁夏 银川市 西夏区 杨丽娜 女 银川西夏区兴泾镇回民二小 

B 班（青铜峡市） 

序号 
所在

省 
所在市 所在县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1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苏晒 女 青铜峡市铝业学校 

2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王佳玲  青铜峡市第四中学 

3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丁寅崧  青铜峡市汉坝小学 

4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张聪 女 青铜峡市第三中学 

5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马雪 女 青铜峡市第六小学 

6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白志明  青铜峡市第五中学 

7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周小瑞 女 青铜峡市第三中学 

8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杨丽  青铜峡市汉坝小学 

9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沙芮 女 青铜峡市铝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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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李小花 女 青铜峡市第二小学 

11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朱轩艺  青铜峡市第三小学 

12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刘喜  青铜峡市第五小学 

13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吴昊 女 青铜峡市职业教育中心 

14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田静宇 女 青铜峡市职业教育中心 

15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程菲儿 女 青铜峡市职业教育中心 

16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李秉达 男 青铜峡市职业教育中心 

17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张丽 女 青铜峡市职业教育中心 

18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马娟 女 青铜峡市第一中学 

19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海静 女 青铜峡市汉坝小学 

20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雷蕾 女 青铜峡市第一中学 

21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薛璐 女 青铜峡市甘城子中心学校 

22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周娜 女 青铜峡市高级中学 

23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刘晓燕 女 青铜峡市第五小学 

24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王晶晶 女 青铜峡市铝业学校 

25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张丽婷 女 青铜峡市回民中学 

26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马灵芝 女 青铜峡市第七中学 

27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董清  青铜峡市第六中学 

28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祁霞飞  青铜峡市汉坝小学 

29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吴苗 女 青铜峡市铝业学校 

30 宁夏 吴忠市 青铜峡市 杨婷 女 青铜峡市第六小学 

B 班（盐池县） 

序号 
所在

省 
所在市 所在县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1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马芳 女 盐池县第五小学 

2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马英 女 盐池县惠安堡中心小学 

3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王晨 女 盐池县长城希望小学 

4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杨佳蓉 女 盐池县第三小学 

5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杨茹 女 盐池县第五小学 

6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饶晓琴 女 盐池县第一小学 

7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周欣彦 女 盐池县大水坑镇第一小学 

8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武洪标 男 盐池县第一小学 

9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吴慧艺 女 盐池县大水坑镇第二小学 

10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余梅丽 女 盐池县第三中学 

11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高丽 女 盐池县第五中学 

12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李海林 男 盐池县高级中学 

13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蔡积文 女 盐池县高沙窝中心小学 

14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苏海仓 男 盐池县高级中学 

15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石静霞 女 盐池县高级中学 

16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刘永丽 女 盐池县第四中学 

17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虎红霞 女 盐池县第三中学 

18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高莉 女 盐池县第三中学 

19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高乐 女 盐池县第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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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郑伟琴 女 盐池县第一中学 

21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马丽娟 女 盐池县第四小学 

22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杨玉轩 男 盐池县第六小学 

23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樊锐 男 盐池县长城希望小学 

24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姜蕊 女 盐池县第四中学 

25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张佳佳 女 盐池县惠安堡中心小学 

26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朱佳敏 男 盐池县第六小学 

27 宁夏 吴忠市 盐池县 贺蕊 女 盐池县高沙窝中心小学 

B 班（同心县） 

序号 
所在

省 
所在市 所在县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1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马贵慧 女 同心县河西中心艾家小学湾 

2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马林 男 同心县河西中心春蕾完小 

3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樊鹏亮 女 同心县韦州镇中心学校 

4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金彦荣 女 同心县韦州镇中心学校 

5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杨琴 女 同心县韦州镇中心学校 

6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熊佳 女 同心县王团镇中心小学 

7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田萍 女 同心县马高庄中心学校 

8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苗小花 女 同心县河西镇中学 

9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马乐 女 同心县河西中学 

10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王非 男 同心县河西镇中学 

11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苗金银 男 同心县王团中学 

12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杨若涵 女 同心县王团中学 

13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马金龙 男 同心县王团中学 

14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白雪 女 同心县王团中学 

15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田芳 女 同心县王团中学 

16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刘晶晶 女 同心县王团中学 

17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田兴奎 男 同心县下马关中学 

18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马丽娟 女 同心县下马关中学 

19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王耀惠 女 同心县下马关中学 

20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马萍 女 同心县下马关中学 

21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宋小琴 女 同心县下马关中学 

22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马萍 女 同心县下马关中学 

23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杨芳 女 同心县下马关中学 

24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杨晶晶 女 同心县丁塘镇中学 

25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丁钰洋 女 同心县丁塘镇中学 

B 班（红寺堡区） 

序号 
所在

省 
所在市 所在县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1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乔艳 女 新泉 

2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吕婷婷 女 柳泉 

3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勉海坤 男 羊坊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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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黑梦梅 女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沙草墩小学 

5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王永秀 女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新台小学 

6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杨强 男 吴忠市红寺堡区马渠小学 

7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杨文雯 女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中心小学 

8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锁自红 女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集红阳小学 

9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马建莹 女 吴忠市红寺堡区大河第一小学 

10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王金秀 女 红寺堡区大河第九小学 

11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袁明月 女 大河第十小学 

12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张乃欢 女 大河中心小学 

13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陈慧英 女 大河第七小学 

14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吴旭灵 女 红寺堡梨花小学 

15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田静霞 女 红寺堡区回民小学 

16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邹林烜 女 红寺堡区回民小学 

17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白雪 女 红寺堡镇燕宝小学 

18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杨叶 女 红寺堡镇燕宝小学 

19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陆亚宁 女 太阳山中心小学 

20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郑艳 女 太阳山中心小学 

21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马瑜明 女 太阳山中心小学 

22 宁夏 吴忠市 红寺堡区 禹治龙 男 太阳山中心小学 

B 班（泾源县） 

序号 
所在

省 
所在市 所在县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1 宁夏 固原市 泾源县 禹林燕 女 —— 

2 宁夏 固原市 泾源县 陈实 男 —— 

3 宁夏 固原市 泾源县 罗玲 女 —— 

4 宁夏 固原市 泾源县 王燕燕 女 —— 

5 宁夏 固原市 泾源县 顿慧慧 女 —— 

B 班（原州区） 

序号 
所在

省 
所在市 所在县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1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王敏 女 黄铎堡马庄小学 

2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许秋琳 女 黄铎堡学校 

3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董莉娜 女 黄铎堡学校 

4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唐浩兰 女 黄铎堡镇中心小学 

5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沈婷 女 黄铎堡镇中心小学 

6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杨璐 女 三营镇中心小学 

7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张雲霞 女 三营镇中心小学 

8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马晓旭 男 三营镇中心小学 

9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王娟 女 三营镇中心小学 

10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马杰 女 三营中心小学 

11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冉斌 男 炭山乡中心小学 

12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高花 女 头营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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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樊巧丽 女 头营镇中心小学 

14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罗婷婷 女 头营镇中心小学 

15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马晓霞 女 头营镇中心小学 

16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郭凯 男 头营镇中心小学 

17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赵强 男 寨科中心小学 

18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唐飞 男 张易镇中心小学 

19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苏瑞 女 张易镇中心小学 

20 宁夏 固原市 原州区 王义钧 男 张易镇中心小学 

B 班（石嘴山市） 

序号 
所在

省 
所在市 所在县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1 宁夏 
石嘴山

市 
大武口区 张珍 女 石嘴山市育才学校 

2 宁夏 
石嘴山

市 
大武口区 翟转红 女 石嘴山市丽日小学 

3 宁夏 
石嘴山

市 
大武口区 杨玉婷 女 石嘴山市星海小学 

4 宁夏 
石嘴山

市 
大武口区 马小倩 女 宁夏隆湖扶贫经济开发区二站小学 

5 宁夏 
石嘴山

市 
大武口区 明小荣 女 宁夏隆湖扶贫经济开发区六站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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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登记表 

 

姓名：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近 21天有无到境外旅居史   无   有：国家        ，交通方式             

近 14 天有无境外归国人员密

切接触史  
 无   有：国家            

近 14 天有无中高风险地区旅

居史 
 无   有：城市          ，交通方式           

近 14 天有无接触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无   有：接触地点     ，可能接触方式        

近 14 天有无接触新冠肺炎无

症状感染者 
 无   有：接触地点     ，可能接触方式        

近 14 天有无接触新冠肺炎疑

似病例 
 无   有：接触地点     ，可能接触方式        

近 14天有无以下临床表现：无 ，有： 

发热（≥37.3℃），干咳，咳痰，咽痛，乏力，气促，胸闷，头痛，恶

心，呕吐，腹泻，其他症状：                   

健康电子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行程码 绿码      黄码    红码 

近 7天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未开展    阴性    阳性    结果未出 

备注： 

1．请您如实填写此表，如有隐瞒，根据传染病法律规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请保管好此表格，在报到时交予工作人员。 

3．所填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如有弄虚作假一切后果自负。（内容不得涂改） 

本人承诺所填信息：                                                                                                                                                                            

（请用正楷字抄写第3条下划线部分）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