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湖区2020-2021学年“雨露计划”资助公示
序号 乡(镇) 行政村 学生姓名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1 安邑街道 大市北村 石心乐 临猗县第一职业中学 计算机应用
2 安邑街道 黄家卓村 杨斌杰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 安邑街道 庙村 杨淼翔 登封少林中等专业学校 运动训练
4 安邑街道 任村 芦莉元 山西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5 安邑街道 任村 董佳琛 运城市财经学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
6 安邑街道 西里庄村 马瑶 运城市农业机电工程学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
7 安邑街道 辛卓村 李刘衡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营养与检测
8 安邑街道 辛卓村 杨凯波 运城市新港职业技术学校 印刷（图文信息处理）
9 安邑街道 东街村 李晓伟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工程技术
10 安邑街道 任村 芦意媛 运城市财经学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
11 安邑街道 丁家卓村 李玉清 平陆县第一高级职业中学 美术设计与制作
12 安邑街道 北街村 李嵘峥 运城市职业技能学校 口腔修复工艺
13 安邑街道 周家坡村 周雨茹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会计
14 北城街道 东留村 刘程霖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15 北城街道 西冯村 张高雄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16 北城街道 西冯村 姚姝彤 运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幼儿教育
17 北城街道 西留村 刘锐璇 运城市财经学校 美术设计与制作
18 北城街道 原王庄村 王青山 运城市河东商贸技术学校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19 北城街道 原王庄村 张著琳 晋南综合职业技术学校 网站建设与管理
20 北城街道 原王庄村 王凤山 运城市河东商贸技术学校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21 北相镇 北相村 相国邦 运城市实强汽车科技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22 北相镇 东张贺村 崔晓豆 运城市龙翔工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23 北相镇 李村 贾顶立 兰州交通大学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24 北相镇 李村 杨卓雅 运城市财经学校 会计
25 北相镇 西张贺村 孙江伟 运城市博艺美工制版印刷学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
26 北相镇 相东村 苑体恩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27 大渠街道 南李村 史琳姗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学教育
28 大渠街道 南李村 刘冰妮 运城龙翔高级技工学校 幼儿教育
29 大渠街道 北张村 郭猛涛 山西冶金技师学院 新能源汽车监测与维修
30 大渠街道 寺北村 张永胜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音乐
31 大渠街道 寺北村 刘佳琪 运城市景胜职业高中 美发与形象设计
32 东城街道 贺村铺村 介晨昕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英语教育
33 东城街道 贺村铺村 周萌萌 西安外事技工学校 健康服务与管理
34 东城街道 贺村铺村 李圣岚 晋中市卫生学校 助产
35 东郭镇 东郭村 连浩森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6 东郭镇 下段村 葛玉莹 运城龙翔高级技工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37 东郭镇 下段村 裴佳瑶 山西冶金技师学院 计算机网络应用
38 东郭镇 下月村 杨丹妮 晋南综合职业技术学校 网站建设与管理
39 冯村乡 大郭村 庞博倩 运城市口腔卫生学校 口腔修复工艺
40 冯村乡 东畔村 王海宇 山东协和学院 临床医学
41 冯村乡 东阳村 景倩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口腔医学
42 冯村乡 杜村 邵亚锋 西安航空学院 液压与气动技术
43 冯村乡 冯村 张颖玉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
44 冯村乡 郭西庄村 窦秋月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政府采购管理
45 冯村乡 景家卓村 李小爱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46 冯村乡 景家卓村 景欣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
47 冯村乡 太方村 卫辰怡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计算机应用
48 冯村乡 西阳村 王柏春 山西省运城天龙学校 电子商务
49 冯村乡 西阳村 王瑶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会计



50 冯村乡 新顺郭村 杨晨松 运城市体育运动学校 运动训练
51 解州镇 北贾村 乔佳颖 山东英才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52 解州镇 柳马村 徐豪杰 运城市农业机电工程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53 解州镇 曲村 耿鑫怡 运城市财经学校 会计电算化
54 解州镇 曲村 张彤彤 山西省运城华美中等技术学校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55 解州镇 社东村 卫洪源 运城市信息工程学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
56 解州镇 郑费村 费聪敏 运城市财经学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
57 解州镇 郑费村 樊萌莎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管理
58 解州镇 岱家窑村 岱英 运城市口腔卫生学校 口腔修复工艺
59 金井乡 赤社村 侯雨婷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60 金井乡 卫唐村 平聪慧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信息管理
61 金井乡 西王村 刘宁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学教育
62 金井乡 西王村 李欣茹 山西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63 龙居镇 杜家坡村 于康强 山西警察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64 龙居镇 杜家坡村 于康杰 太原学院 会计
65 龙居镇 美玉村 鱼雅舒 运城市财经学校 计算机应用
66 龙居镇 赎马村 李阳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美术绘画
67 龙居镇 下张耿村 张舜 运城市体育运动学校 计算机应用
68 龙居镇 新东张耿村 耿胜然 山西冶金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69 龙居镇 罗义村 岱盈 永济市职业中专学校 航空服务
70 龙居镇 下张耿村 李若禅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71 龙居镇 王南村 王梦婷 运城市财经学校 美术设计与制作
72 南城街道 柏口窑村 李丽娜 山西省运城关圣旅游学校 社会文化艺术
73 南城街道 西姚村 闫佳明 运城市农业机电工程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74 南城街道 西姚村 李文姝 运城龙翔高级技工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75 南城街道 西姚村 闫瑞德 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中药生产与加工(中药炮制与配制)
76 南城街道 小李村 景昊航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
77 南城街道 小李村 景吴疆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类
78 南城街道 小李村 马雯娅 运城市博艺美工制版印刷学校 平面媒体印制技术
79 三路里镇 墩张村 王钊伦 运城市政法职业学校 播音与节目主持
80 三路里镇 墩张村 王盼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81 三路里镇 墩张村 李周丹 运城龙翔高级技工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82 三路里镇 墩张庄村 王雨荣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83 三路里镇 墩张庄村 贾雯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84 三路里镇 沟东村 雷佳惠 陕西华山技师学院 铁道运输管理
85 三路里镇 沟西村 李亚蓉 西安外事技工学校 多媒体制作
86 三路里镇 三路里村 吕江浩 运城市新港职业技术学校 印刷（图文信息处理）
87 三路里镇 三路里村 王晨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88 三路里镇 三路里村 李舒月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89 三路里镇 三路里村 杨玫 晋中市卫生学校 中医
90 三路里镇 三路里村 雷嫦德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91 三路里镇 三路里村 翟田荣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针灸推拿
92 三路里镇 石沟南村 雷巧丽 山西省河东旅游学校 计算机应用
93 上郭乡 郭家岔村 范金尧 运城市农业机电工程学校 计算机应用
94 上郭乡 上郭村 李文琦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
95 上郭乡 上郭村 周怡甜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96 上郭乡 上郭村 周佳茹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法律事务
97 上郭乡 上郭村 赵甜洁 朔州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98 上郭乡 上郭村 李家旭 运城市农业机电工程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
99 上郭乡 上郭村 崔志民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0 上郭乡 上郭村 李超泽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动漫设计
101 上郭乡 上郭村 李源博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102 上郭乡 上郭村 李少聪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103 上郭乡 邵村 陈艺伟 晋南综合职业技术学校 网站建设与管理
104 上郭乡 邵村 邵乙草 山西管理职业学院 建筑经济管理
105 上郭乡 邵村 邵腾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心理咨询
106 上郭乡 邵村 马超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计算机信息管理(大数据分析)
107 上郭乡 苏村 薛佳琪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108 上郭乡 苏村 薛嘉豪 运城市财经学校 计算机应用
109 上郭乡 邵村 马玉莹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110 上郭乡 上郭村 李强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口腔医学
111 上郭乡 邵村 谢晋甜 山西经贸职业学院 会计
112 上郭乡 西北庄村 邵邦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113 上王乡 郭村 李瑶 运城龙翔高级技工学校 幼儿教育
114 上王乡 郭村 王璐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语文教育(师范类)
115 上王乡 郭村 牛亚鹏 运城龙翔高级技工学校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116 上王乡 郭村 庾婷 运城市体育运动学校 运动训练
117 上王乡 郭村 何润萍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戏曲表演
118 上王乡 郭村 王晋渝 运城市农业机电工程学校 计算机应用
119 上王乡 郭村 刘耀平 运城市财经学校 美术设计与制作
120 上王乡 郭村 王怡婵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与农村用水
121 上王乡 牛庄村 程沛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122 上王乡 牛庄村 韩昊卓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23 上王乡 牛庄村 裴紫阳 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124 上王乡 牛庄村 裴三锋 运城市河东商贸技术学校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125 上王乡 牛庄村 吕心茹 运城龙翔高级技工学校 多媒体制作
126 上王乡 牛庄村 程曼 山西师范大学 英语教育(师范类)
127 上王乡 三合村 裴欣彤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戏曲表演
128 上王乡 垣峪村 吕婵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 戏曲表演
129 上王乡 垣峪村 贾若妮 晋南综合职业技术学校 网站建设与管理
130 上王乡 垣峪村 吕夏丽 运城市高级技工学校 幼儿教育
131 上王乡 垣峪村 裴鑫鑫 垣曲县高级职业中学 焊接技术应用
132 上王乡 垣峪村 张育育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预防医学
133 上王乡 垣峪村 曹堯熙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134 上王乡 垣峪村 王鑫涛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135 上王乡 垣峪村 雷雨夏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136 上王乡 垣峪村 马丹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护理
137 上王乡 郭村 郑惠芳 山西省河东中医少儿推拿学校 中医
138 上王乡 郭村 王浩文 运城市龙翔工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技术
139 上王乡 郭村 何怡玺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计算机应用
140 上王乡 垣峪村 张浩然 东营科技职业学院 石油化工技术
141 上王乡 垣峪村 马芯荣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口腔医学技术
142 陶村镇 裴郭村 侯亿亭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语文教育
143 陶村镇 陶村 王荟雯 运城市信息工程学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
144 陶村镇 陶村 张肖东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建筑工程技术
145 陶村镇 张良村 张茜彤 运城市农业机电工程学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
146 陶村镇 张良村 张欣玥 山西省运城华美中等技术学校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147 陶村镇 赵棠庄村 张梦烜 运城龙翔高级技工学校 幼儿教育
148 王范乡 王范村 闫二国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149 王范乡 下马村 蒋金娟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舞蹈表演
150 西城街道 韩家营村 王星凯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计算机应用
151 席张乡 柴家窑村 柴博磊 运城市盐湖区第二高级职业中学 建筑装饰
152 席张乡 柴家窑村 柴帅 运城市农业机电工程学校 计算机平面设计
153 席张乡 柴家窑村 柴晓晨 太原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
154 席张乡 柴家窑村 裴雨晴 汉江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师范类)
155 席张乡 柴家窑村 柴神州 山西冶金技师学院 计算机网络应用



156 席张乡 东底张村 姜轩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口腔医学技术
157 席张乡 东底张村 任昌杰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计算机应用
158 席张乡 东底张村 任梦飞 运城市龙翔工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
159 席张乡 东底张村 曹嘉琪 西安思源学院 学前教育
160 席张乡 黄花峪村 梁诌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161 席张乡 李家坟村 奚世雄 运城市河东商贸技术学校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162 席张乡 李家庄村 张玉 阳泉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163 席张乡 南贾村 张玉琪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电子技术应用
164 席张乡 南贾村 张玉帅 运城龙翔高级技工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165 席张乡 南贾村 李佳源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166 席张乡 南贾村 王晓婵 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167 席张乡 西胡村 张金泽 运城市职业技能学校 口腔修复工艺
168 席张乡 西胡村 张世豪 永济电机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机床装配与维修
169 席张乡 西胡村 张鑫婕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170 席张乡 席张村 肖博洋 山西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171 席张乡 南贾村 王晋哲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
172 席张乡 南贾村 王金博 晋南综合职业技术学校 美术绘画
173 席张乡 南贾村 董鑫怡 运城龙翔高级技工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174 席张乡 东底张村 任哲 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5 姚孟街道 曲渠村 王思丹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176 姚孟街道 曲渠村 黄媚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口腔医学
177 姚孟街道 新南村 李泽鹏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178 姚孟街道 阳倦村 张馨月 太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师范类)
179 姚孟街道 姚孟村 苗旭阳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180 姚孟街道 岳坛村 吕志河 运城市河东商贸技术学校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181 姚孟街道 岳坛村 牛葱葱 山西华澳商贸职业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182 泓芝驿镇 乔阳村 王蕊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183 泓芝驿镇 张岳村 霍畅森 山西冶金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共计：183人 549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