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6月27日

户主

姓名 姓名 学校 学段 年级 村 组

1 李俊山 胡洁 陕西石泉县三中 初中 8 明阳 3 儿子死亡，儿媳多病，两个老人年龄大，2个孩子读书。 900

2 赵玉山 孙海艳 曾家中学 初中 7 张家 2 母亲患精神病，丈夫去世，家有两个学生上学。 900

3 赵明奎 赵伟 曾家小学 小学 4 石鹰 1 赵明奎手指断裂，房子遭遇火灾，家有2个学生上学。 800

4 焦德春 焦欢 曾家中学 初中 9 石鹰 4 母亲患有肺气肿，生活不能自理，还有2个学生上学。 900

5 鄢玉伟 鄢琇菊 四川工商学院 专科 13 石鹰 5 母亲患精神病，2个学生上学。 1500

6 马远保 马春梅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专科 13 荣乐 1 马远保有车祸后遗症，家有2个学生上学。 1400

7 马子能 马蓉 曾家中学 初中 8 荣乐 1 学生祖父马子能患直肠癌，祖母患肝功能慢性衰竭，长期吃药。 800

8 张万江 张小顺 南京农业大学 本科 15 荣乐 7 张万江患脑溢血病，2个学生上大学。 1800

9 张万忠 张彬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 14 荣乐 5 张万忠患心脏瓣膜病，无法劳动，还要供学生上大学。 1800

10 张万元 冯莉 四川师范大学 本科 15 石烛 5 张万元听力三级和妻子视力二级残疾，还有2个学生上学。 1800

11 张成杰 张梨烨 曾家小太阳幼儿园 学前 0 响水 7 妻子去世，儿子残疾。 500

12 张万均 张仕平 广元中学 高中 10 响水 7 张万均智力障碍，且受过伤。 1200

13 陈永华 陈兴容 曾家小学 小学 1 白鹰 5 母亲焦忠连患肺气肿、妇科病，妻子改嫁，无稳定收入。 600

14 向仕贵 陈皓 曾家小学 小学 4 白鹰 3 两老人年龄大，儿子陈永华受伤，颈椎断裂，治疗费巨大。 800

15 孙德先 孙葆怡 广元黄冈小学 小学 4 白鹰 4 儿子死亡，儿媳改嫁，孙德先和老伴年龄较大。 700

16 张云朝 张智仁 曾家小学 小学 2 前卫 3 张云朝腰椎盘突出，家庭无稳定收入来源，有2个学生上学。 800

17 严金宝 严玉娇 曾家小学 小学 2 前卫 4 严金宝遭遇车祸，受伤严重，生活无法自理，2个学生上学。 700

18 李菊山 刘橘 曾家小学 小学 3 前卫 5 老伴死亡，儿媳改嫁，与孙子生活，无稳定经济收入来源。 700

19 郭喜宣 郭玉 朝天中学 高中 12 山峰 3 妻子智力残疾。 1200

20 付兴云 付朝秀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专科 13 中柏 5 妻子骨折，治疗费巨大，2个学生上学。 1400

21 张成安 张诗若 成都师范学院 本科 14 中柏 1 张成安严重残疾，2个学生上学。 1800

22 王化意 王艳 乐山职业技术学校 专科 13 太平 4 王化意两人患有内风湿，无法劳动，缺乏劳动力。 1400

救助
金额

（元）

                                                              广元市朝天区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申请事由摘要（现实特困原因）
序号

    2019年5月，各乡镇对所辖村组有子女就读各级各类学校且经济特别困难的建卡户进行摸底排查。经统计，全区共有466户建卡户486名子女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朝天区教育扶贫救助基金拟对这
466户486名学子实施救助。现将相关情况及救助额度公示于后，公示期为2019年6月27日至2019年7月4日。若有不实，欢迎大家投诉，投诉电话：0839-8625733。

         朝天区2019年度教育基金救助名单公示（2019-第2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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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何东平 何祥铨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专科 15 太平 5 何东平手指断裂，妻子有精神病，缺乏劳动力。 1400

24 李学勇 李玉红 朝天二小 小学 6 李家 2 李学勇患有骨髓癌及其他多种疾病，花费巨大，且无稳定收入来源。 1000

25 李国方 李天羽 利州中学 小学 4 李家 7 李国方患有脑肿瘤，高龄母亲常年腿疼，家庭条件困难。 800

26 刘东荣 刘福林 朝天职业中学 中职 12 李家 8 刘东荣患有高血压慢性病，曾摔倒致肩周骨断裂，没有稳定经济来源，家庭条件困难。 1200

27 刘德均 刘  杰 曾家中学 初中 2 毛坝 3 刘德均因肢体三级残疾，配偶常年在外与家中无联系，家庭无稳定经济来源。 900

28 邓国均 何  强 曾家中学 初中 3 毛坝 2 邓国均肢体残疾，供养两名学生读书，家庭经济困难。 900

29 严大庆 严金舜 曾家小学 小学 0 毛坝 2 严仕凯患有严重肾衰竭（已去世），住院花费巨大，负债累累，家中经济困难。 800

30 郭仪祥 郭燕林 平溪小学 小学 6 工农 7 学生祖父患骨质增生做手术，祖母患高血压，母亲在家照顾老人，家庭收入微薄，十分困难 900

31 陈玉彩 陈菊蓉 中子实验学校 小学 6 工农 8 学生祖父患高血压，骨质增生，生活不能自理，仅母亲一人维持生活，家庭经济困难。 1000

32 李永军 李亮 朝天中学 高中 11 大竹 1 学生父亲患有肢体残疾，祖母年事已高，无劳动力，家庭经济困难。 1200

33 张明富 张昌 曾家中学 初中 9 大竹 1 学生母亲患有乳腺癌，医疗费用开支大，家庭经济困难。 1000

34 张宗兵 张惠 朝天中学 高中 11 大竹 2 张惠患有精神抑郁症，父亲无稳定经济来源，生活困难。 1200

35 张加勇 张轩 朝天中学 高中 10 大竹 6 学生祖母患有类风湿，医药费花费巨大，母亲在家照顾无经济来源，仅父亲一人打临工，维持家庭生计。 1200

36 严万英 王顺 平溪小学 小学 4 大竹 3 学生父亲去世，母亲常年在外，与祖母相依为命，祖母年事已高，无经济来源，生活困难。 800

37 张自泽 张红梅 曾家小学 小学 6 金龙 1 张自泽肢体残疾，与配偶就近务工维持家庭生活，供两女儿读书。 800

38 刘玉宣 刘燕 川北幼专 大专 15 金龙 4 该学生与其祖父母生活，祖父母年事已高常年多病，供养两名孙女读书，家庭困难。 1800

39 郭仕斌 郭静 曾家中学 初中 9 金龙 3 郭仕斌患肝硬化，长期住院治疗，配偶就近务工维持家庭生活，两女儿读书。 1200

40 马元珍 李广 西华大学 本科 16 党家 4 两个子女就学，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大学，马元珍本人无劳动力，经济收入较低，家庭压力大。 2400

41 谷荣 谷玉生 朝天中学 高中 12 党家 6 谷荣本人患有肺癌，花费巨大，家庭经济困难。 1200

42 李生龙 李明宝 朝天职中 中职 11 党家 4 本户因母亲身体残疾，无劳动力，家庭生活困难。 1000

43 杨成宝 杨虎 宜宾学院 本科 15 党家 1 两个子女就学，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大学家庭压力大。 2200

44 杨学明 杨慧 临溪小学 小学 6 清水 1 杨学明之子杨正君患有癫痫病，多次到成都、西安治疗，需长期服药，花费较大。 700

45 赵明义 赵从彪 四川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4 清水 1 该生祖母年老多病，父亲赵名义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基本无劳动力，家庭收入低。 1400

46 李国华 李薇 之江中学 初中 9 清水 4 该户长女患有精神病，长期服药，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900

47 李德乾 李君安 实验中学 高中 11 桃树 5 该户长女残疾，妻子张国珍四级残疾，家庭困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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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吴明国 吴绍坤 西华师范大学 本科 14 桃树 9 妻子常年多病，女子上大学花费较大。 1600

49 文应培 文玉金 曾家中学 初中 7 桃树 5 文玉金父亲死亡，由爷爷文应培抚养，文应培无劳动力，家庭困难. 1200

50 杨学满 杨峻 曾家中学 初中 7 望坪 6 户主杨学满患有心脏病，花费巨大，两个儿子上学，家庭负担重。 1000

51 马元朝 马喜瑞 临溪小学 小学 6 望坪 5 马喜瑞患有地中海贫血病，两个子女就学，花费较大，家庭困难。 1000

52 李贵山 李俊亮 临溪小学 小学 2 淖池 2 缺劳动力，李贵山夫妻离异，收入低，生活困难。 600

53 乔德刚 乔永金 朝天职中 中职 11 淖池 5 乔德刚今年4月务工发生意外，正在接收治疗，两个子女就学，花费巨大，无经济收入，生活困难。 1000

54 黄明春 黄云容 朝天中学 高中 11 淖池 7 黄明春颈椎做过大型手术，无法劳动，两个子女就学，无经济收入，生活苦难。 1200

55 黄桂英 石文全 临溪小学 小学 1 淖池 8 家庭无劳动力，无经济收入，生活困难。 600

56 梁雄堂 梁瑞 临溪小学 学前 0 柳垭 2 梁雄堂本人重度残疾，无经济收入，生活困难。 600

57 张红 张欣铭 临溪小学 学前 0 柳垭 3 单亲离异家庭，无经济收入，生活困难。 500

58 步文信 步长生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 13 柳垭 7 步文信本人患有长期慢性病，其母亲梁堂山肢体残疾，家庭收入低，生活困难。 1600

59 郭丛莲 梁嵩 南京理工大学 本科 13 柳垭 1 郭丛莲配偶梁才祥患癌症去世，家庭收入低，生活困难。 1800

60 凡静 凡霜 黑龙江东方大学 本科 14 复兴 3 父母双亡，靠姐姐凡静外出务工和各类政策补助来维持生活和上学。 3000

61 刘莉 刘思羽 麻柳小学 初中 8 复兴 10 丈夫因重病去世，欠下大笔债务，再婚后又生育一对双胞胎，无法外出务工，靠政策补助维持生活和供养四个子女。 1200

62 刘德方 樊秀珍 湖北中医药大学 本科 13 复兴 4 本人视力一级残疾，早年丧夫，无劳动能力，长子在外打零杂工，靠政策补助和长子务工供养女儿上学和生活，经济
十分困难。

2000

63 刘方荣 刘墉 朝天中学 高中 11 复兴 9 父母双亡，弟弟上学，靠外出务工来维持家庭生活和供养弟弟上学。 2600

64 刘得沛 刘泽福 麻柳小学 初中 7 石牌 1 本人患尘肺病晚期，无劳动能力，妻子肢体三级残疾，无法外出务工，靠务农和政策补助维持生活。 1200

65 向仕保 向阳 麻柳小学 小学 5 石牌 2 本人视力三级残疾，外出务工不方便，长子患结核病，长期吃药，靠妻子在家务农和打小工维持家庭生活开支。 800

66 刘泽永 刘素容 朝天中学 高中 11 石牌 5 因妻子患病动大型手术，花去大量费用，导致家庭经济困难，长子在外只能自己生活，靠本人外出务工供养女子上学
和生活开支。

1200

67 张贤国 张炜明 麻柳小学 初中 8 石牌 7 因本人患尘肺病晚期，不能外出务工，长子未成家，靠妻子务农和政策补助维持生活。 1000

68 刘泽娥 向洪生 山东临沂市兰山县义堂镇堰上小
学

小学 4 石牌 9 丈夫因车祸去世，家里年迈的母亲双目失明，需要照顾，还有小孩上学，无经济来源。 800

69 刘泽红 刘超 曾家中学 初中 8 天星
洞

1 本人肢体一级残疾，靠残疾补贴和低保兜底维持两父子生活。 1600

70 孙雪丽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3 1400

71 孙勇波 麻柳小学 小学 4 700

72 梁国堂 梁凌霄 朝天中学 高中 12 乔田 5 因本人患经济疾病（分裂症），妻子离弃，银行尚有贷款，无力归还，靠打零工和低保兜底维持生活和供儿子上学。 2600

妻子患脑肿瘤、子宫肌瘤，随时需要治疗，仅靠我外出务工供养子女上学和给妻子治病。黄小孙炳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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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吴德秀 向星洪 朝天中学 高中 12 乔田 4 丈夫突发脑溢血去世，两个子女上学，仅靠我打短工和低保维持家庭生活开支和供养子女上学。 1800

74 赵普山 赵康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本科 15 乔田 7 本人患格林巴利综合症，瘫痪在床接受康复治疗，妻子在家照顾，靠政府兜底和护理补贴和务农维持。 3000

75 梁生堂 梁素容 绵阳市艺术学院 专科 15 乔田 3 妻子离弃，本人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靠打短工维持生计和供养子女上学。 1600

76 母燕 麻柳小学 小学 5 1000

77 母玉龙 麻柳小学 学前 0 800

78 鲁正德 鲁家宝 八二一中学 小学 4 石板 3 本人离异，又患有脑溢血后遗症，无法劳动，导致经济困难。 1200

79 梁金祥 梁雪 雪峰金色礼仪幼儿园 学前 0 石板 6 本人年岁已高，无劳动能力，妻子、儿子多病，儿媳离弃，仅靠本人打零工维持生活开支和供孙子读书 700

80 刘道满 张祥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3 黄泥 3 家庭6人，刘道满脑血管萎缩，向德秀股骨头坏死，刘小菊类风湿，靠张仕贵一人务工维持生计。 1800

81 王仕方 王泽民 西华师大 本科 16 黄泥 3 家庭人口3人，张明英肢体残疾，王仕方患有胰腺炎，夫妇双方丧失劳动力，家庭经济困难。 1600

82 刘得全 刘馨 广元市大石小学 小学 4 蒋家 4 刘馨父亲死亡多年，母亲改嫁外地，家中刘泓鑫患脑瘫，刘得全夫妇长年患慢性病，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800

83 张英国 张咏柳 麻柳小学 小学 4 蒋家 3 母亲残疾，患有精神障碍，家境经济生活困难。 600

84 向仕金 向曌 广元东艺幼儿园 学前 0 水观 5 家庭人口4人，爷爷向仕金患有慢阻肺，向德礼作为家庭唯一劳动力，家庭经济生活十分困难。 500

85 向德英 石亚平 四川文理学院 专科 15 水观 5 家庭人口3人，一子女上大学，全家主要靠务农收入为主，收入较低，家庭劳动力缺乏，家庭经济生活困难。 1400

86 樊清贵 向文樊 朝天职中 中职 12 水观 9 家庭4人， 户主患腰椎病，家庭主要以务农为主，收入较低，负担两个子女上学，家庭经济困难。 1000

87 张迎春 刘月 曾家中学 初中 9 王家垭 2 家庭人口4人，两子女上小学，刘宏金患有糖尿病，母亲常年在家陪护，主要靠父亲外出务工维持家庭开支，家庭经
济生活困难。

800

88 王天甫 王菊亲 汪家小学 小学 6 王家垭 3 家庭人口6人，两个孙女上学，王峰糖尿病，家庭经济生活十分困难。 600

89 粟加方 向桂林 广元中学 高中 10 易兴 4 家庭人口5人，两子女上学，向广仁听力残疾、粟加方智力残疾，家庭主要以务农收入为主，收入较低，家庭经济生
活困难。

1400

90 汪绍秀 王含 德阳安装技术学院 本科 16 易兴 1 家庭人口5人，3子女上学，汪绍秀腰椎病，家庭主要以务农收入为主，收入较低，家庭经济生活困难。 1500

91 张润第 张珀恺 朝天职中 高中 12 协议 4 家庭人口4人，两子女上学，张润第肩周炎、风湿痛风，刘琴眼疾，家庭以务农收入为主，收入较低，家庭经济生活
困难。

1200

92 刘玉蓉 向彦柃 汪家小学 小学 6 协议 2 家庭人口4人，一子女上学，向京生智力二级，家庭主要以刘玉蓉外出务工收入维持家庭基本开支，家庭经济生活困
难。

600

93 陈久英 向豪 浙江省宁海县梅林小学 小学 6 永龙 3 家庭人口2人，陈久英言语一级，无任何收入来源，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600

94 向仕伍 向军 曾家中学 初中 7 永龙 1 家庭人口4人，两子女上学， 家庭主要以务农收入为主，收入较低，家庭生活困难。 700

95 向凤国 向皓月 朝天中学 高中 11 民主 3 之子向森中肢体一级残疾，之母王照秀常年多病。 1400

96 张万春 张人中 朝天职中 中职 12 民主 7 张万春患骨瘤，家中缺劳动力。 1000

97 程德剑 陈慧男 两河口小学 初中 7 老林 2 妻子患多种疾病，常年吃药，家中缺劳动力。 900

本人听力、肢体、智力残疾，妻子患有侏儒症、残疾，母亲年老多病，两个孩子年幼读书，靠低保维持生活。四坪母坤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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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杜明仁 杜德平 朝天中学 高中 12 新建 5 单亲家庭，两个子女读书，缺资金。 1400

99 杨显华 杨卓宁 曾家中学 初中 9 新建 2 单亲家庭，一直和奶奶相依为命，奶奶常年多病。 900

100 李明华 李奇 四川民族学院 本科 14 卫星 1 李明华肢体一级残疾，丧失劳动力。 1600

101 梁加鼎 梁静 利州中学 初中 9 卫星 2 车祸导致下肢瘫痪，花费医药费巨大。 900

102 谭得龙 谭舒月 天星乡小学 小学 2 卫星 4 谭得龙患脑萎缩，家中缺劳动力。 700

103 王义国 王三性 081小学 小学 3 青林 1 妻子侯燕患肺气肿，丧失劳动力，儿子王三性患低血糖，目前住院治疗。 600

104 陈保先 陈思宇 李家小学 小学 1 青林 3 陈思宇患苯丙酮尿症，医疗费用高昂。 700

105 王德森 王玉芳 两河口小学 初中 9 青林 2 王德森患脑瘫，丧失劳动力，两个子女读书。 1000

106 石喜科 石松雨 李家小学 学前 0 张家
坝

3 爷爷奶奶年迈体弱，爷爷是残疾，父母离异，造成家庭困难。 500

107 杨方慧 杨小艳 朝天中学 高中 11 张家
坝

3 该生祖母年迈多病，父亲意外死亡，紧靠母亲一人务农维持生计。 1400

108 赵玉琴 侯晓蓉 朝天中学 高中 12 永乐 7 夫妻离异，赵玉琴二级残疾。 1400

109 侯元军 侯杰 曾家中学 初中 8 永乐 7 夫妻离异，家中只有一个劳动力。 800

110 李定顺 李超 李家小学 学前 0 永乐 2 本人患有交通性脑积水，劳动力弱。 600

111 向星华  向绣椿 曾家中学 初中 9 流水 1 本人肢体残疾，家庭条件差。 800

112 张小平  张辉 曾家中学 初中 9 流水 7 妻子体弱多病，母亲年迈需要人照顾，家中还有一个大学生需要供养。 800

113 蔡全昌 蔡昊天 罗圈岩幼儿园 学前 0 成龙 1 儿子劳教，本人患长期慢性病，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500

114 种发蓉 刘雪平 两河口小学 初中 7 成龙 3 本人长期慢性病，生活不能自理，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800

115 王明朝 王皓阳 宁强县南鹰小学 小学 2 大沟 4 王明朝常年慢性病,王浩阳因无人照料在宁强托管上学,家庭缺少劳动力,经济收入特别困难。 700

116 韩仁茂 韩金秀 两河口小学 小学 4 何家 6 家中六口人，三个学生读书，交通不便、家中无经济来源，户主一人外出打零工,家中年迈多病的老母亲还要照顾三
个孙子生活和上学。

700

117 张国润 张典亮 两河口小学 小学 6 何家 3 张国润本人无劳动力，家庭无经济来源，张典亮则是他收养的孤儿，教育费用难以自付。 800

118 何金清 何晓红 华北理工大学 本科 14 黄柏 3 何金清先天性心脏疾病，无法从事重劳力。且家中有两个学生读书，无固定收入来源 2000

119 何应坤 何琼 实验中学 高中 12 黄柏 3 何应坤肢体（一级）残疾，其妻子照顾，无收入来源。 1200

120 何乾林 何结 朝天中学 高中 10 黄柏 4 何乾林单亲家庭，其母亲年迈需要人照顾，无主要收入来源。 1200

121 马奇忠 马萌茂 实验中学 高中 12 黄柏 1 马奇忠精神病(一级残疾）需要人照顾，家中无固定收入来源。 1200

122 冉大财　 王殿文　 081中学 初中 7 黄家 1 本人长期慢性病，家庭经济经济特别困难。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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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冉顺连 刘春艳　 曾家小学 小学 6 黄家 4 本人长期慢性病，家庭经济经济特别困难。 700

124 佘维财 佘青虎 朝天中学 高中 11 吉庆 5 父母都是残疾人,家庭主要缺劳动力,除低保金以外,无任何经济来源. 1400

125 李全贵 马雨浲 两河口小学 小学 3 吉庆 6 家庭主要缺劳动力,母亲身体不好,只有一人打点零工,经济紧张. 600

126 李仕军 李彦玲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3 吉庆 10 母亲肢体残疾,家里主要靠父亲一人务农,打点临工,缺劳动力,经济紧张. 1400

127 杨从喜 杨旋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3 吉庆 1 母亲患有精神病,家里只靠父亲一人打工,缺劳力,经济紧张. 1400

128 马秀华　 付佳佳 朝天中学 高中 12 两河 4 父亲去世，母亲一人承担家庭重担，奶奶年纪已高，家庭困难。 1600

129 刘道满 刘爱玲 曾家小学 学前 0 农华 1 家中2人，其父亲患多种慢性病，偶尔在附近做点零工，再无其他经济来源，家庭极其困难。 500

130 李文贵 李晓幽　 两河口小学 小学 5 农华 8 家中3人，该学生父亲患有慢性病，其母亲智障，家庭收入仅靠父亲做点零工，经济极度困难。 800

131 李玉聪 李梦瑶　 两河口小学 学前 0 农华 8 家中3人， 该学生父亲患有精神分裂症，母亲是聋哑人，全家收入仅靠父母务农，家庭生活困难。 600

132 何继元 何汶方 四川旅游学院 专科 13 杨家 4 何继元身患癌症,花光家中所有积蓄,缺少经济收入,两个子女还在上学,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2000

133 王永寿 王玉杰 朝天中学 高中 10 杨家 5 家中父母常年多病,需要在家照料,无法外出务工,经济收入十分困难。 1200

134 王继琼　 何东平　 朝天中学 高中 12 永平 3 该户王继琼丈夫因病去世，家中还有一位老母亲需要常年照顾及供养儿子上高中，生活非常困难。 1400

135 张成礼　 张芙蓉　 四川文理学院 本科 13 永平 3 张成礼身体多病常年在家，供养大学生实属不易，生活非常困难。 1600

136 种巡　 种德义 两河口小学 初中 7 永平 5 家庭3人，种德义常年在近处务零工以便照顾眼瞎的老父亲，还要供养其子种巡上学，非常困难。 1000

137 王秀清 种若兰 两河口小学 初中 9 永平 6 户主王秀清已改嫁，长期在陕西居住，其女种若兰1人长期在姑姑家寄宿，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1200

138 李泉清 李欣 朝天中学 高中 11 五里 3 妻子患精神病失去劳动能力，每月需药费800-1000元，父亲年事已高，多病，女儿上学，家庭收入以本人打临工为
主，生活十分拮据。

1400

139 赵全林 赵芙蓉 朝天中学 高中 11 五里 3 本人及妻子患慢性病，交通不便，经济收入以务农为主，生活困难。 1400

140 何子元 何昌顺 广元中学 高中 12 庙梁 4 母亲已经卧床两年，妻子只有在家照顾母亲和孩子。我也只能在附近打零工补贴家用。 1200

141 刘少荣 刘继龙 广元中学 高中 11 庙梁 5 本人务工腿部受伤，在家休养，无法外出务工。妻子长年头晕，仅靠务农维持生活，经济困难。 1200

142 杨树文 杨芙蓉 中子实验学校 小学 5 枣树 1 丈夫长期慢性病，杨芙蓉今年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需长期吃药维持，我一人务农维持生活。 1000

143 董文全 董嘉 宝轮中学 高中 12 枣树 3 我夫妻二人均患有慢性病，本人患有羊癫疯，并做了心脏搭桥手术，需长期服药，只靠妻子在周边打零工维持生活，
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1400

144 何方军 何美研 广元中学 高中 10 枣树 5 本人腰椎不好，只能靠妻子在周边做些轻松的事情来维持生活，家庭确实相当具体。 1200

145 杨国生 杨树坤 朝天中学 高中 10 枣树 6 两位老人长期慢性病，妻子做了胃部切除手术，都需要照顾，我只能在周边做些零工维持生活。 1300

146 王兴东 王泓森 实验中学 高中 12 印坪 2 妻子常年多病，家中又有两个学生在上学（一个大学，一个高中），全家生活都靠我一人来维持，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

1500

147 王洪美 赵茂利 朝天中学 高中 10 印坪 2 丈夫早逝，本人多病，家中两学生读书，经济困难。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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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赵均仁 赵长梅 朝天中学 高中 11 印坪 5 父母体弱多病，家里紧靠我一人来维持生活，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1200

149 陈岐岭 陈玉 朝天中学 高中 11 高车 4 本人因病无力外出务工，还有两位老人（其中有一个老人残疾），只有在家务农供养孩子上学。 1200

150 赵文广 赵泽民 成都中和中学 高中 11 柏树 3 本人肢体一级残疾，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长子赵泽明随妻子在外务地上学，家庭确实困难。 1500

151 贾清碧 陈待霖 朝天中学 高中 11 柏树 6 母亲脑瘫，妻子在家照顾，又有学生上学，家里仅靠本人打零工为生，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1200

152 黄厚顺 黄莉芩 朝天中学 高中 12 中合 4 家里有小孩上学，需要人照顾，自己也没有什么技术，平时主要是在周边零工为生。 1200

153 苏云聪 苏晓婷 苍溪中学 高中 12 尧坪 2 妻子常年多病，本人在家照料不能外出务工，只周边打零工维持，一个学生上学，十分困难。 1000

154 谭怀财 谭天莉 朝天中学 高中 11 尧坪 3 本人患有癌症，刚做完手术，失去了劳动力，没有经济收入来源。 1400

155 张玉荣 张尧林 广元中学 高中 11 尧坪 3 本人因患类风湿，Ⅰ型糖尿病，胰腺炎，长期服药，无法外出创收，生活生活十分困难。 1400

156 张玉金 张亚萍 朝天中学 高中 11 尧坪 3 因妻子患有肺气肿，本人做了切肝手术，都无法外出务工，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1400

157 李德清 李波 朝天中学 高中 12 尧坪 5 本人下肢瘫痪，家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无劳力，无收入来源，一个学生上学，经济十分拮据 1400

158 赵富林 赵常宏 朝天中学 高中 11 天台 4 本人患口腔及咽喉部疾病，老母亲患脑梗塞，现在还住在医院，两个子女均在上学。 1200

159 吴碧先 吴得华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专科 13 天台 5 妻子患眩晕症、腰颈椎骨质增生，本人供两子女读书，家中无固定收入，经济困难。 1300

160 王文斌 王国太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4 天台 7 因本人多病，长期吃药，小女儿患脑瘫，久治不愈，正在治疗之中，儿子上大学。 1500

161 赵自友 赵磊 之江中学 初中 9 红梁 5 本人及妻子年老多病，无劳动力，无收入来源，女儿离异离家。 800

162 张业奇 张柯 三台县灵兴镇小学 小学 3 红梁 2 本人患椎间盘突出，妻子心脏手术后负债累累，造成家中经济困难。 800

163 黄义彬 黄新茂 朝天二小 小学 4 红梁 2 本人父患心脏病，母常患内风湿病，无法劳动，妻子在家带孩子，仅靠我一人在外务工。 600

164 赵联平 赵宝军 中子艺术幼儿园 学前 0 红梁 4 本人家中有86高龄的母亲，妻子患风湿及妇科病，家中只有我一人务工。 600

165  何平 何谦谦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4 宣河 7 本人及妻子年老多病，儿子去世，孙女读大学，家中非常贫困。 1500

166 杜万国 杜佳佳 朝天中学 高中 13 宣河 7 女儿患有白癜风，为治病花掉家中全部积蓄，姐弟两人读书，家中经济条件困难。 1300

167 李林华 李欣雨 广元中学 高中 13 宣河 9 本人严重腰椎间盘突出，夫妻因意外造成严重骨折，且患风湿性关节炎，常年吃药，三孩子上学 1400

168 杨国安 杨阳 朝天中学 初中 9 宣河 12 本人体弱多病，妻子肢体一级残疾，常年卧病在床，还有常年多病的老母亲，家中两孩子上学。 800

169 樊德春 樊雨兰 朝天中学 初中 8 宣河 4 家中两孩子上学，妻子患高血压及椎间盘突出，母亲患高血压，只有我一人打工挣钱。 1200

170 吴金玉 吴加豪 之江中学 初中 8 宣河 2 妻子患严重性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脏病，两孙子上学，经济来源全靠儿子一人外出务工。 800

171 吴启荣 吴昊 朝天一小 小学 3 宣河 2 老父患慢性病，常年吃药，妻子高血压，两孙子均在读书，靠儿子一人负责所有开销，经济困难。 600

172 许坤山 许金辉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4 宣河 11 本人体弱多病，妻子患严重性风湿性心脏病，丧失劳动能力，儿子读大学，经济困难。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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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李天蓉 王洪杰 阿坝州师范学院 专科 14 竹坝 3 丈夫去世，老母亲多病，常年吃药，孩子上学，靠我打工维持生计。 1400

174 杨家芳 杨林潼 河源市第一小学 小学 2 竹坝 7 儿子于2015年车祸造成终身智力残疾，全家无主要劳动力，仅靠丈夫打临工维持。 800

175 杨家广 杨梅 西昌学院 专科 15 竹坝 7 本人父母年老多病，常年吃药，二女儿先天残疾，大女儿上大学，只有我一人务工。 1300

176 杨文明 杨桂兰 宜宾学院 本科 16 竹坝 1 儿子患肺空洞，自今还在治疗，女儿上大学，造成家庭资金困难。 1400

177 吴守红 吴征鲜 南充技师学院 专科 13 竹坝 6 本人患椎间盘突出，无法外出务工，两个孩子上学，只有妻子一人务工。 1300

178 王兴地 王艳 中子实验学校 小学 3 竹坝 4 本人因车祸腿骨折，行走困难，无法劳动，妻子脑溢血，子女上学，造成家庭生活极度困难。 800

179 何子政 何继帆 中子艺术幼儿园 学前 0 竹坝 6 本人年老多病，肢体四级残疾，儿媳有智力障碍，只有儿子一人务工。 600

180 付丕金 付赛君 朝天特校 小学 3 竹坝 2 本人妻子、女儿智力残疾，无法劳动，家中仅靠我一人在外务工。 800

181 李开兴 甘宇佳 中子实验学校 小学 4 转北 4 甘宇佳患先天性心脏病，医疗费用高昂。 600

182 罗占坤 罗鑫祺 中子实验学校 小学 5 蒿地 5 父亲罗金方常年瘫痪在床、家庭负担严重。 600

183 徐晓伟 徐豆豆 石家庄医学专科学校 专科 13 蒿地 4 母亲余秀芳子宫癌，医疗费用高昂。 1400

184 王选青 王英哲 中子镇幼儿园 学前 0 蒿地 4 王选青肺脓肿，医疗费用高昂。 500

185 刘定荣 刘仕杰 转斗小学 学前 0 校场 4 儿子刘国正肢体残疾、无劳动力、离异。 500

186 张欣雨 广元市高级职业中学 中职 10 1000

187 张学正 中子实验学校 小学 6 600

188 张都波 张欣怡 中子实验学校 小学 3 校场 7 张都波长期慢性病、离异。 600

189 杨银青 杨纤 朝天中学 高中 10 转南 3 杨银青长期慢性病、眼睛视网膜脱落、常年吃药、无劳动力。 1200

190 杨银春 杨华超 朝天中学 高中 10 转南 3 杨银春长期慢性病、劲椎、腰椎键盘突出，长期吃药，缺少劳动力。 1200

191 文桂莲 文雪梅 转斗小学 小学 1 黎明 2 文桂莲残疾、无劳动力。 600

192 甘怀军 甘爽 广西大学艺术学院 本科 14 黎明 5 甘怀军常年多病、无劳动力。 1400

193 李元林 李敏 广元外国语 高中 12 黎明 1 李元林一级残疾、无劳动力。 1000

194 张玉贵 明雨欣 北街小学 小学 1 庙垭 2 离异，智力低下，无劳动能力。 800

195 吴天才 吴云龙 朝天职中 中职 11 庙垭 4 妻子肢体残疾，无经济来源，家庭困难。 800

196 徐元贵 徐朝银 中子实验学校 初中 9 茅垭 1 父母亲都是残疾，无劳动能力。 900

197 雷自海 雷光财 之江中学 初中 7 茅垭 6 雷光之兄雷光发患尿毒症，母亲患有肺病，缺少劳动能力。 900

张定斌肝硬化、长期吃药、缺少劳动力。校场张定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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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李发均 李诗韵 中子实验学校 初中 7 康乐 7 单亲家庭，就医有负债，两个学生读书。 900

199 严发志 岳超 泸州医科大学 本科 14 康乐 3 夫妻两人都是残疾人，又供两孩子上学。 2000

200 李长洪 李雲雲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4 银光 1 李长洪疾病需长期吃药，妻子贾万红无劳动能力。 1500

201 袁国强 袁小敏 攀枝花经济与管理学院 本科 15 银光 5 袁国强脑梗塞，妻子胡清蓉无劳动能力，家庭收入困难。 1800

202 李开科 李欣茹 之江中学 初中 9 葛家 1 李开科长期慢性病，缺少劳动能力。 900

203 李长文 李怡飞 青林小学 小学 6 葛家 1 李长文及其妻子都是残疾人，家庭劳动力不足。 600

204 李荣霞 李荣霞 山东工商管理学院 本科 16 清凉 5 孤儿 3000

205 胡官会 胡雄凯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4 清凉 8 单亲家庭，其单亲母亲供养4人，缺劳动力。 2000

206 贾卓琳　 德阳安装技师学院 中职 10 1200

207 余靖蕾　 燕子砭中心小学 小学 5 600

208 贾清泉 贾程堯 马家坝小学 小学 5 柏林 4 贾清泉患脑血栓，医疗费用高昂，收入来源单一。 800

209 张丽君　 之江中学 初中 13 900

210 张丽娟　 朝天中学 高中 18 1200

211 张正奇　 之江中学 初中 9 900

212 张正韩　 朝天二小 小学 1 600

213 严发泽　 严非凡　 实验中学 高中 11 五七 8 户主患肝硬化，医疗费用高昂，收入来源单一，家庭经济困难。 1200

214 宋清杨　 四川省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5 1300

215 宋雨涵 马家坝小学 小学 5 700

216 雷婷 广元中学 高中 11 1400

217 雷光顺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4 1400

218 解占均 解国斌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专科 15 枫香 3 因户主患肝硬化，情况严重，花费大量资金，妻子长期在家照顾，无任何经济来源，造成就读困难。 1400

219 严明芳 叶小东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专科 15 枫香 4 因户主本人是脑瘫患者，肢体残疾，家庭经济负担大，生活困难，学生就读困难。 1400

220 贾清斌 贾海涛 西南石油大学 本科 13 卫东 2 户主患肝硬化，医疗费用高昂，，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2000

221 徐廷林  徐荣达　 成都文理学院 本科 13 回龙 1 妻子患长期慢性病，无法劳动，两个大学生，仅靠户主一人在外务工。 1600

222 徐云军　  徐桐　 朝天博爱幼儿园 学前 0 回龙 2 徐云军本人患大病，无法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年迈的母亲需要照顾。 500

贾光兴患冠心病，户主儿子贾清雄患有肝病，医疗费用高昂，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母亲离家出走不知音讯，老年人长期多病，家庭经济困难。

2018年户主手腕意外骨折，还有两个多病老年人需赡养。

宋清杨患慢性肾功能不全，宋自方双腿股骨头坏死医疗费用高昂（宋清杨现休学在家治病）。

学生母亲患双肾恶性肿瘤等多种疾病，医疗费用高昂，家中有两个学生就读，家庭特别困难。

柏林

险峰

险峰

得胜

枫香

贾光兴

张克应　

张克忠　

宋自方

雷自政

5

4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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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徐云健 徐桂鑫 黄冈恐龙镇东小学 小学 3 回龙 4 妻子患有精神疾病。 600

224 刘刚 刘发斌 大滩中学 初中 7 红光 4 全家5人，儿子一级残疾，无法劳动，全家主要收入来源于社会保障。 900

225 赵满周 刘珈呈 朝天二小 小学 1 红光 7 全家3人，因赵满周年纪较大，身体较差，仅靠儿子一人在外务工。 600

226 黄照才 黄露 湖南文理学院 本科 13 红光 1 全家2人，父亲生病时欠下债务，收入来源仅靠户主一人在外务工。 1500

227 赵玉林 侯良杰 大滩中学 初中 9 茅寨 2 儿子离世，儿媳失踪，本人多病，收入主要来源于社会保障。 1000

228 赵登喜 赵雪如 广元中学 高中 11 茅寨 6 户主与妻子离异，母亲视力一级残疾，多病。 1200

229 赵登科 赵志宝 大滩中学 初中 8 茅寨 6 本人肢体残疾，妻子严重肾病。 900

230 赵仕均 赵云霞 朝天中学 高中 10 移山 2 妻子患风湿性关节炎，两个学生读书，造成困难，仅靠户主一人打零工维持生活。 1200

231 赵志堂 赵婷婷 广元中学 高中 12 移山 3 家庭人口4人，妻子患病，两个学生读书，造成困难，仅靠户主一人亲打零工维持生活。 1200

232 王德友 王久泉 江南大学 本科 13 移山 4 家庭人口4人，两个大学生，仅靠户主一人打零工维持生活。 2000

233 许连友 夏华军 广元实验中学 高中 10 移山 5 家庭人口5人，母亲长年患病，两个学生读书，造成困难，仅靠户主一人打零工维持生活。 800

234 王太勤 王金勇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专科 13 移山 7 家庭人口4人，妻子患有间歇性癫痫，两个学生读书，仅靠户主一人打零工维持生活。 1400

235 邱永涛 邱熙兰 朝天中学 高中 11 高峰 3 全家3人，次女邱思语一级残疾，需要人照顾，全家主要收入来源于社会保障。 1200

236 王文俊 王娅婷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4 高峰 5 今年邱连英由于脑梗引发并发症长期住院治疗，丈夫王文俊陪护；大女儿王利荣在哺乳期，家中还有78岁老人，无人
外出务工。

1500

237 邱永平 邱芙蓉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专科 13 高峰 3 全家3人，邱永平与妻子离异，两个学生读书，全靠邱永平一人外出务工。 1400

238 李永德 李培伟 朝天中学 高中 12 高峰 1 妻子强桂明长期慢性病，母亲何秀英瘫痪在床，李永德长期照顾病人，全家靠长女李培芳务工。 1200

239 李林剑 李洪虎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专科 13 白鹤 1 家庭人口4人，母亲年龄较大，两个学生读书，仅靠户主一人打零工维持生活。 1400

240 赖仕刚 赖俊儒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5 白鹤 4 家庭人口2人，赖仕刚因脑瘤动过手术，只能打点零工维持生活。 1600

241 赵仕强 赵思宇 大滩小学 小学 6 白鹤 2 家庭人口3人，妻子患长期慢性病红斑囊疮，长期服药，仅靠户主一人打零工维持生活。 600

242 李正阳 李正阳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4 风雷 5 因父母在外多年失去联系，李正阳跟随姑姑长大，收入来源靠社会保障兜底。 1600

243 孟建辉 孟想 广元中学 高中 10  风雷 1 孟建辉是肢体二级残疾，外出务工有一定的困难，在广元打零工，妻子照顾读小学的女儿。 800

244 解占英 赵子兮 大滩中学 初中 8 风雷 1 丈夫因病去世，两个学生读书，仅靠解占英一人打零工。 900

245 李芝武 李佳佳 大滩小学 小学 3 风雷 7 因李芝武肢体残疾，妻子智力残疾，不能外出务工，只有在家务农，全家主要收入来源于社会保障。 600

246 权先生 权综婷　 朝天职中 中职 12 横梁 7 家有3人，因妻子患有重病，需要人照顾，无人外出务工，无经济来源。 1000

247 许汉银　 许春燕　 广元中学 高中 12 横梁 1 家有4人，由于许汉银重度残疾，无法劳动，妻子患长期慢性病，造成家庭贫困，无经济来源。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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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何金勇 何小虎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专科 14 横梁 8 家有5人，父亲年纪大，身体差，妻子重度残疾，无法劳动，何金勇在家照顾妻子。 1400

249 唐必河 唐腾雨泽 利州小学 小学 4 业成 1 全家4人，唐必河夫妻二人年纪大，身体差，唐腾雨泽的父亲离家出走，联系不上，全家主要收入靠唐玫在本市打零
工。

600

250 唐定安 唐孙波 朝天中学 高中 11 业成 2 唐定安夫妻二人年纪大，身体较差，两个学生上学，儿媳在家照顾老人，儿子一人在外务工。 1200

251 张柏贵 张长华 广元中学 高中 12 敬忠 4 因户主本人脑部受伤偏瘫，妻子类风湿性关节炎，家中无劳动力，长子在外务工，家中还有70多岁的老人需要照顾。 1200

252 王建文 王寅寅 朝天二小 小学 5 敬忠 3 王建文与妻子患慢性病且年纪较大，家中两个学生读书，只有其母亲一个劳动力。 600

253 赵义富 赵小芳 四川信息职业学院 专科 13 响水 1 因妻子患精神疾病，本人照顾妻子不能外出务工，并且长期吃药，长子在外务工。 1400

254 邱德 邱小凤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 本科 14 响水 3 本人与妻子离异，家里有年迈的父母，身体不好，就靠本人一人在外务工，经济条件很困难。 1600

255 徐云峰 徐娟 阿坝州师范学院 本科 14 立新 4 因本人与妻子患长期慢性病，两个学生读书，母亲年纪较大，需要人照顾，收入来源主要是靠户主一人在外打零工。 1500

256 王成文 徐贵城 西南科技城市学院 专科 13 立新 2 妻子患长期慢性病，母亲癌症刚病逝，治疗期间花费巨大，目前还有欠债。 1400

257 徐廷鹏 徐云焱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4 立新 4 妻子患重病，治疗花费巨大，目前还有欠债。 1300

258 杨其斌 杨慧芳 南充师范学院 专科 15 立新 4 母亲癌症刚病逝，治疗期间花费巨大，父亲患长期慢性病，年龄大，无法劳动，妻子在家照顾,两个学生上学，家中
仅靠本人一人在外务工。

1400

259 淡小蓉 淡仕豪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专科 14 新生 4 父亲肢体残疾，无法劳动，本人在家照顾老人，无法外出务工 1300

260 刘城 刘思琴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本科 16 茅坪 3 因母亲腿摔断长期住院而病故，两个学生读书，家中只有一人短时务工，特别困难。 1800

261 苏万均 苏春燕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3 银河 7 苏万均妻子去世，一人短时务工，收入特别困难。 1400

262 苏桂莲 苏念萍 大滩中学 初中 7 银河 6 苏桂莲患间歇性精神病，家中只有1个劳动力，收入特别困难。 900

263 邱仕贵 邱凡 成都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15 茨竹
湾

4 本人新疆务工意外造成肢体残疾长年吃药，肢体残疾，家庭全靠妻子帮餐馆维持家庭开销，导致学生上学负担重。 1800

264 李双 李双 大滩中学 初中 9 茨竹
湾

4 因父亲在2019年2月14日行凶杀人，判刑入狱，现有2姊妹读书，家庭无经济来源。 1000

265 谭思满 谭雪阳 广元中学 高中 12 茨竹
湾

6 本人腿部意外受伤，在医院治疗未处理好，导致长期治疗，妻子长期患慢性病，本地医院无法治疗，每月药费高达
2000余元，无经济来源。

1400

266 张国明 张家玮 河南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专科 13 茨竹
湾

6 本人眼睛残疾，弟弟患大病，长期吃药治疗，收入主要靠父亲外出务工，负担重。 1400

267 谭思义 谭怀均 宜宾经济与管理学院 本科 15
茨竹
湾

6 夫妇患长期慢性病，长年吃药，加之儿子肢体残疾，在学校读书要照顾，经济靠打些短工维持日常开销。 1600

268 刘克志 刘春丽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3 马家
湾

6 妻子重度高血压，本人智力差，外出来源少，影响其上学 1300

269 柳其文 柳雪花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4 将军 2 本人精神残疾，再次住进医院，妻子腰椎间盘突出，无法外出务工，造成孩子上学困难。 1300

270 赵平恩 赵加洪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本科 15 将军 4 妻子患有皮肤鳞癌日光角症，早期鳞癌，多次住院治疗，花费达10余万元，加之学生所读专业费用大，导致家庭经济
十分困难。

1800

271 刘志全 刘玉梅 朝天职中 中职 10 红梅 6 父亲年老体弱，常年患有高血压、骨质增生，妻子智力残疾，自己无法自理，家庭无经济来源。 1000

272 谢国武 谢守杰 绵阳汽修职业技术学校 专科 14 天池 1 谢国武患有喷门癌，手术后严重缺血，无造血功能，妻子多病两个孩子上学，每月就要外地购药，需4000余元，经济
负担重。生活很困难。

1600

第 11 页，共 20 页



户主

姓名 姓名 学校 学段 年级 村 组

救助
金额

（元）申请事由摘要（现实特困原因）
序号

         朝天区2019年度教育基金救助名单公示（2019-第2批）

                                                                                                                                           

救助对象信息

学生 就读信息 家庭住址

273 李文法 李应相 朝天职中 中职 10 蒿坝 6 李文法年迈，体弱多病，儿子因在女方安家，也有老人和小孩，经济无来源生活困难。 800

274 李守锋 李长达 成都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专科 13 蒿坝 6 家中母亲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本人在渭南打洞子导致肋骨脊柱等多处严重受伤，医疗后成为后遗症，无法从事重体
力活，夫妻离婚，2个孩子读书。

1400

275 陈志跃 陈名 朝天职中 中职 11 蒿坝 6 本人患尿毒症晚期多年，长期在广元4医院透析治疗，以维持生命，每月自己要4000余元，父亲近80岁高龄，妻子边
照顾家庭，靠务农为生，生活困难。

1400

276 陈志中 陈明丽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4 蒿坝 8 本人视力一级，只能在外面从事盲人按摩，妻子智力残疾，自己无法自理，姐弟两人读书，母亲年岁高，家庭经济困
难。

1500

277 陈明国 陈清梅 大滩中学 初中 9 蒿坝 8 本人患支气管哮踹，肺气肿、椎间盘突出、慢性胃溃疡，妻子癫痫，两人常不离药，无经济来源。 1200

278 黄照元 李艳梅 朝天职中 中职 12 板房 1 因妻子患有糖尿病多年，长期用药，加之本人智力较差，无法从事体力活，无固定经济来源， 1000

279 徐廷东 张鸿平 朝天中学 初中 8 三友 4 因姐姐瘫痪需要治疗和照顾，故导致家庭经济紧靠务农，故特别困难。 800

280 张徐勋 张由国 八二一中学 高中 11 三友 2 家庭5人，户主母亲常年重病，两个学生，家庭无经济收入，故特困难。 1000

281 张志远 张释文 陈家小学 小学 2 三友 3 家庭人口4人，三人都是长期多病，无法外出务工，故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导致家庭困难。 600

282 夏元安 夏云凤 大滩中学 初中 8 冬生 4 家里有两学生，母亲多病，经济来源靠父亲一人务农或就近做临工，故经济困难。 900

283 邱子荣 邱超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5 冬生 2 妻子常年重病无法劳动，故家庭特困难。 1300

284 夏三海 夏瑞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本科 13 冬生 5 父亲患大病，无法从事任何劳动，家庭靠母亲一人维持生计，更无经济来源，家庭特困难。 1600

285 张勤勋 张观平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8 麻柳 3 父亲精神病，两学生，故家庭特困难。 1400

286 李培安 李应聪 广元市职业高级中学 中职 12 麻柳 4 父亲脑梗塞，母亲肺气肿，故家里经济无来源，特困难。 1000

287 刘发合 刘丹丹 之江中学 初中 9 坪台 1 姐姐尿毒症，目前花费2万余元，故家庭现非常困难。 900

288 张柏荣 张小凤 实验中学 高中 10 坪台 3 因家里两学生（哥哥大学），母亲身体长期不能从事体力活，故家庭困难。 1000

289 赖仕平 赖应豆 大滩中学 初中 8 捍东 5 父亲智力残疾，母亲双眼瞎，奶奶年老多病且轻度痴呆，导致家庭靠政府兜底，两学生故 家庭特别困难。 1000

290 许宗国 许永顺 柏杨小学 小学 3 捍东 3 父亲多病，无法外出务工，家庭收入以务农为主，两个学生，故开支远远大于收入，家庭困难。 800

291 杨子江 杨桉云 栖凤小学 小学 2 捍东 1 家中两人患病，两学生，故家庭困难。 600

292 王海燕 潘婷 朝天中学 高中 12 捍红 4 家庭人口6人，爷爷、父亲都是残疾，两学生，故家庭困难。 1400

293 赵全平 赵思欢 朝天中学 高中 12 捍红 1 因母亲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两学生，故家庭困难。 1200

294 邱方元 邱素梅 朝天中学 高中 12 捍红 2 家庭人口4人，母亲长期多病，家里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故家庭经济来源微薄，故困难。 1200

295 赵思银 刘树茜 大滩中学 初中 8 捍红 1 母亲身体有病无法体力劳动，故家庭靠父亲一人务农为生，故经济来源困难。 800

296 邱杨元 邱永康 宜宾学院 本科 14 中东 2 母亲患乳腺癌，刚手术后妹妹又德急性病共花医疗费用4万余元。 父亲无法外出务工，两学生，故家庭特困难。 1800

297 赵登均 赵志欣 大豪博爱幼儿园 学前 0 中东 2 因学生本人患癫痫，本地无法治疗，就医华西后共花销医疗费4万余元。父母均不能外出务工。故现子家庭特困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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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张均林 张莹 广元中学 高中 12 韩家 1 因母亲患慢性病无法干体力活，故家庭困难。 1200

299 姜正贤 姜露 朝天中学 高中 10 韩家 1 父亲高血压、腰椎间盘病无发外出务工，经济无来源，特困难。 1200

300 李洁　 李洁　 吴家浩小学 小学 6 锦屏 1 李洁是孤儿，无经济来源。 2000

301 李小东 李颖　 朝天中学 高中 11 清风 5 李小东患肝癌，妻子肢体残疾患面瘫。 1400

302 向金平　 向忠霞　 成都大学 本科 15 朝天 3 本人肢体三级，妻子身体差。 1600

303 李新禄　 李雯雯 四川省志翔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 12 朝天 7 仇其秀患有焦虑症，贫血病，其两子女都重度残疾，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1200

304 朱明华 李晓琴 浙江树人大学 本科 15 金堆 3 家人患大病，无劳动力 1600

305 杨文军 杨学洲 泸州江阳城建学院 专科 13 金堆 1 杨文军患大病，无劳动力 1400

306 付白香　 李金秋 朝天一小 小学 4 仇坝 2 李金秋父亲去世，母亲离家出走，爷爷重度残疾。 2000

307 仇念亭 仇念亭 朝天一小 小学 2 仇坝 3 父母分手，母亲异嫁，父亲失联。本人属事实孤儿，现随祖父母生活，享受政府每月300元低保。 1600

308 代恩兵　 代丽华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3   双
河

5 代恩兵母亲及妻子常年患病。 1300

309 杨从文　 杨鹏　 朝天中学 高中 11 双河 4 杨从文及妻子常年患病，两个学生上学。 1200

310 赵万刚 赵子辉　 之江中学 初中 9 俞家 1 赵万刚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外出务工，无其他收入。 900

311 徐廷聪　 徐荣泽 朝天二小 小学 6 俞家 4 赵万刚身患腰椎间盘突出，无法干体力活。 600

312 杨昌荣　 杨祥龙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专科 13 军师 1 孤儿、家中无劳动力，无经济来源。 3000

313 何开友　 何于钟　 广元中学 高中 12 军师 7 孤儿，无劳动力，无经济来源。 2400

314 郑长文　 郑杰 朝天中学 高中 12 朱家 7 两个学生读书，妻子长年身体不好，造成家庭困难。 1200

315 陈显富 陈利枝 之江中学 初中 8 朱家 9 妻子肢体四级残疾，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900

316 陈显长　 陈涵 081中学 小学 5 朱家 10 因本人妻子患内风湿多年，母亲年老需要专人照顾。 700

317 赵全东　 赵思福 朝天一小 小学 6 朱家 4 父亲常年多病，需要专人照顾，有两学生读书。 600

318 朱定江　 朱明杰 四川核工业学院 中职 11 朱家 5 本人在外务工造成残疾，老人年老多病。 1200

319 朱定强 朱宏伟 朝天一小 小学 6 朱家 5 夫妻双方身体长年不好，无法从事在外务工。 600

320 王开全 王思齐 之江中学 初中 8 烟灯 1 单亲家庭，两个子女上学，负担重。 900

321 胡廷丹 胡阳 朝天中学 高中 12 烟灯 3 父亲去世，母亲一人务工。 1400

322 刘正芳　 刘晓惠　 羊木小学 小学 6 吴坝 5 家中两人残疾，无劳动力。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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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李明海　 羊木中学 初中 8 1000

324 李  兰 实验中学 高中 12 1200

325 徐子显 徐双双 朝天中学 初中 9 楼房 3 徐子显因车祸脑部受伤，无劳动力。 900

326 赵绪均 赵玉龙 朝天特校 小学 6 楼房 4 赵玉龙智力一级残疾。 600

327 苟登科 苟明伟 朝天二小 小学 6 三滩 10 苟明伟父母离异，家中无劳动力。 700

328 王友国　 王  梅 之江中学 初中 9 三滩 8 王友国患有严重内风湿，妻子体弱多病。 900

329 张福明　 张钰琳 城区幼儿园 学前 0 重岩 9 本人因残，妻子患内风湿、脑积水 500

330 吴奇隆　 吴培文　 朝天一小 小学 1 明月 1 本人身体不好，妻子不能外出务工。 600

331 吴仕珍　 吴建宇　 朝天一小 小学 5 明月 1 家中无劳动力，儿子常年离家。 600

332 刘思荣 刘举琳　 朝天一小 小学 3 明月 5 妻子离家，儿子患败血症。 800

333 吴仕坤 吴豪 朝天中学 高中 12 明月 2 父母体弱多病，妻子慢性病。 1200

334 代清莲　 杨毅冰 朝天一小 小学 5 明月 12 丈夫去世，子女上学，负担重。 800

335 李明会 李险平 之江中学 初中 9 明月 11 父亲患慢性病，女儿患病，负担重。 900

336 刘斌一　 刘芬　 湖北金楚理工大学 专科 15 明月 5 户主本人去世，子女上学，负担重。 1600

337 杨富国 杨贵宇　 朝天一小 小学 4 金场 9 杨贵宇患贫血性血小板减少，至今尚未痊愈。 700

338 陈红傧 陈小象 朝天二小 小学 2 柿子
岭

1 户主父亲患慢阻肺，母亲患长期慢性病，无劳动能力。家庭经济来源仅靠陈红傧外出务工，经济条件困难。 800

339 王旭文 王睿洁 宝鸡高新第三小学 小学 4 柿子
岭

1 家庭人口2人，王旭文患脑瘫，现肢体一级残疾，无劳动能力，为低保兜底户。 900

340 杨碧波 蔡明江 朝天职中 中职 12 天井 2 低保兜底户，主要收入来源是政府保障性收入，一老一小的开支全由杨碧波负担。 1200

341 张东远 马小林 陈家小学 小学 5 天井 2 户主张东远身体渐渐恢复，但收入不稳定，一老一小的开支全由张东远负担，经济压力较大，生活质量较差。 800

342 王俊苏 马玉林 之江中学 初中 7 天井 4 早期因丧失重要劳动力，现家庭人口5人，家中两老两小的开支全由王俊苏承担，经济压力大。 1000

343 张运梅 张佳宁 朝天中学 高中 12 青鹿 4 学生2名，原户主李应喜突发脑溢血死亡，家中缺少劳动力，此户为低保兜底户，主要收入来源是政府保障性收入。 1400

344 徐廷志 徐佳佳 朝天中学 初中 9 松广 1 徐廷志肢体一级残疾，丧失劳动能力，为低保兜底户，靠政府保障性收入，现供养一学生。 1000

345 田发明 田松林 陈家小学 小学 5 松广 1 夫妻为残疾人，田发明患脑梗，常年用药。低保兜底户，主要来源政府保障性收入，经济困难。 1200

346 马安俊 马凌 朝天职中 中职 11 青坪 4 父亲体弱多病，妻子车祸意外身亡，长子马国凡精神二级残疾，在医院接受治疗，已纳入低保户。 1000

347 许连坤 许源宗 陈家小学 小学 4 青坪 7 该户家庭人口3人，户主残疾，母亲年老，家庭经济来源少，此户已纳入低保户，经济条件困难。 800

2 父亲去世，家中无劳动力。 吴坝李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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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雷发美 沈国凤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3 红坪 3 原户主沈正国因病死亡，家庭经济来源依靠沈正国之妻打零工，儿子沈国龙今年刚毕业收入不稳定，女儿沈国凤就读
大学花费大，经济条件困难。

1400

349 谢国全 谢丕玲 朝天中学 高中 12 红坪 8 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谢国全务工和政府低保，其妻沈永芳肢体四级残疾，现家中有大学生1人和高中生1人，花销大，家
庭经济困难。

1400

350 马恩 许永斌 陈家小学 小学 3 梯子
岩

3 有两个70多岁老人，患长期慢性病。家中有两个学生，主要收入来源为户主儿子儿媳务工，但家庭开销大，经济条件
困难。

600

351 雷杨远 雷鹏立 之江中学 初中 8 梯子
岩

4 家庭人口3人，父母亲智力低下，务工收入较低，学生视力重度弱视，每年医疗费用花费高。 900

352 惠娜娜 孙丽凤 之江中学 初中 8 全胜 3 家庭人口4人，父亲长期患病，丈夫去世，家中无劳动力。 900

353 孙泽平 孙文强 朝天一小 小学 1 全胜 3 家庭人口5人，母亲患长期慢性病，妻子是越南人，交流不通，无法务工，儿子体弱多病。 700

354 刘廷坤 刘成亮 小安小学 小学 6 全胜 5 家庭人口5人，三个子女读书，家中仅刘廷坤一人务工维持生活，无固定经济来源。 800

355 赵郑基 赵磊 朝天中学 高中 11 龙灯 1 家有5人，两个学生上学，有86岁残疾老人，赵郑基两口都是60岁以上带病无劳动力人员。 1200

356 吴扬清 吴寒 成都东星航空学校 高中 10 龙灯 1 家庭人口5人，母亲患长期慢性病，两个学生上学，家中仅靠吴扬清一人务工维持生计。 900

357 孙祖成 孙龍 朝天二小 小学 2 龙灯 3 家庭人口4人，妻子患长期慢性病，家中仅孙祖成一人务工。 600

358 郑开绪 郑长瑞 朝天一小 小学 2 白泉 2 家庭人口5人，郑开绪年老多病，家中仅郑永德一人务工。 600

359 赵华基 赵银连 朝天中学 高中 10 白泉 3 家庭人口6人，父亲年老多病，三子女读书，一人务工。 1200

360 董显宾 董泽天 之江中学 初中 8 文昌 7 家庭人口3人，母亲年老多病，生活无法自理，家庭无固定收入。 900

361 马安邦 马丁香 小安小学 小学 2 文昌 4 家庭人口3人，母亲常年多病，无经济来源。 600

362 孙守富 孙晓婷 之江中学 初中 7 文昌 1 家庭人口3人，孙守富和妻子常年患病，两人都是弱劳动力。 900

363 冯三举 冯缘 小安小学 小学 5 余垭 2 家庭人口4人，父亲年老多病，全家靠种地维持两学生上学。 700

364 于从荣 于欣怡 小安小学 学前 0 余垭 1 家庭人口4人，妻子常年多病，2学生上学，仅靠于从荣一人外出务工维持全家生活。 600

365 胡明怀 胡燕 朝天一小 小学 4 小安 1 家庭人口3人，胡明怀和妻子常年体弱多病，且年龄超60岁，属无劳动力。 600

366 陈炳德 陈均云 之江中学 初中 8 小安 2 家庭人口4人，陈炳德一人外出务工维持全家生活。 900

367 邱培珍 郭优 朝天一小 小学 3 小安 3 家庭人口3人，邱培珍多病且大龄无劳力，其子2018年刑满释放，无技术，现打零工维持生计。 800

368 赵发荣 赵丽婷 朝天一小 小学 4 小安 4 家庭人口5人，母亲体弱多病，仅靠赵发荣一人外出务工维持全家生活。 600

369 贺连贵 贺倩 四川民族学院 本科 14 火石
坡

5 家贺连贵的父亲贺礼贤、母亲贺柱贤都是视力残疾，两个学生上学，仅靠贺连贵一人务工，家庭经济困难。 1800

370 王加文 王国刚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4 火石
坡

2 其子王国飞精神三级残疾，无劳动能力，母亲在家照顾，靠父亲王加文一人外出打工，家庭经济困难。 1400

371 杨正红 杨秋平 羊木中学 初中 7 火石
坡

7 父亲杨正红二级残疾，母亲体弱多病无劳动能力，奶奶年事已高需要人照顾，家庭经济困难。 900

372 杨正平 杨添荦 辽宁交通高等专科学院 专科 15 火石
坡

7 杨正平肢体一级残疾，无劳动能力。杨正平母亲年事已高也是无劳动能力，杨天荦在上大学，全家仅靠低保生活，家
庭经济困难。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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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王加财 王思雨 羊木小学 小学 3 火石
坡

2 王加财患癌症，无劳动能力，其母贺连清年事已高也是无劳动能力，家庭经济困难。 800

374 鄢长林 鄢卓 羊木小学 小学 4 金顶 4 家中肢体残疾二级一人，精神残疾一级一人，患大病一人，上学一人，家中劳动力两人，一人照顾家庭生活，另一人
务工，家庭生活困难。

700

375 罗成顺 罗富杰 羊木小学 小学 3 金顶 6 家中肢体二级残疾一人，三级残疾一人，患精神疾病一人，其父亲多病无劳动力，妻子照顾家人生活，靠付全兴务工
为此家中开销。

700

376 李元祥 李威凭 羊木小学 小学 5 白云 5 李元祥家庭人口3人，本人是肢体残疾，家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经济来源，靠低保兜底维持生活，家庭生活非常困
难。

700

377 张碧松 张民 朝天之江中学 初中 7 白云 7 家庭人口3人，妻子患有尿毒症，承受巨大的医疗费用，家里开支靠张碧松维持。 900

378 王正华 王兴红 广元中学 高中 12 银岭 5 王正华残疾（驼背），妻子长期患“三高”慢性病，长期服药，女儿读高中，靠低保保障收入。 1200

379 张兴国 张怀成 湖南科技大学 本科 13 银岭 2 张兴国家中3人，妻子杨正琴长期患有精神抑郁症，无法从事劳动，张兴国智力低下，自身发展力不足，只能在工地
上从事零杂工，儿子就读湖南科技大学，家庭经济困难。

1800

380 陈明元 陈星宇 朝天中学 高中 12 青白 6 陈明元患严重的矽肺病，无法劳动，家有两子女上学，家中仅靠妻子何本兰在外务工维持基本生活。 1200

381 田大秀 李东清 朝天中学 高中 11 青白 7 幼失父母，由祖父母爷爷抚养，爷爷于2018年病逝，奶奶田大秀年老体弱多病，靠低保兜底生活。 3000

382 冉必明 冉开忠 羊木小学 小学 4 金笔 2 户主冉必明肢体残疾，妻子慢性病，大儿子外出务工只够自己开销，家庭主要劳动力无法劳动。 700

383 赵德洪 赵强 羊木中学 初中 7 金笔 7 因妻子脑溢血后遗症，现在肢体二级残疾，基本丧失治理能力，有两个孩子上学。 900

384 乔先忠 乔泽旭 羊木小学 小学 5 青羊 4 家里父亲乔林祥因患癌症长期住院治疗，白蛋白到目前已经自行购买30瓶，分别在广元中医院和朝天人民医院住院多
次，各种自费的费用高，同时乔先忠因要照顾病人还不能外出务工，家庭收入低。

800

385 王开泰 王开泰 羊木中学 初中 7 东山 4 因为发生事故，家中无劳动力，是一个孤儿，还未成年，现在一个人以低保维持生活。 2000

386 鄢明清 鄢良孟 羊木小学 小学 4 源溪 5 鄢明清因为身体残疾，无劳动力，全家依靠低保维持生活。 700

387 王雪冰 朝天中学 高中 10 石鸭 4 1200

388 王绍安 西北小学 小学 5 石鸭 4 600

389 周福梅 周力 朝天中学 高中 10 上坝 3 周福梅患乳癌。 1400

390 董维元 董先平 羊木中学 初中 9 上坝 6 董维元肢体残疾。 900

391 董泉漉 广元中学 高中 11 上坝 6 1400

392 董栗君 重庆师范学院 本科 14 上坝 6 1600

393 雍晓丽 嘉陵一中 初中 8 龙凤 5 900

394 雍骁云 西北小学 小学 2 龙凤 5 700

395 王磊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专科 15 龙凤 1 1600

396 王平 朝天中学 高中 11 龙凤 1 1400

397 刘体军 刘志强 重庆化工学院 专科 16 车坝 2 刘体军患胰腺血管瘤、脾动脉栓塞、急性胰腺炎、股骨头坏死等重病花费巨大，丧失劳动力。 2000

因王洪成患股骨头坏死，无劳动力。

侯光荣患严重肾炎，无劳动力。

柳艳芳一人养两个学生。

因直肠癌手术后无法劳动，全家5人只一人务工。

侯光荣

柳艳芳

雍金祥

王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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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 王晓琴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专科 13 关口 2 1200

399 王晓义 羊木中学 初中 7 关口 2 800

400 张  珊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专科　 14 金花 5 1400

401 张  棣 北街小学 小学　 5 金花　 5 600

402 王钰洁 四川工商 学院 专科 14 金花 5 1500

403 王  谦 八一小学 小学 2 金花 5 600

404 胡玉华 胡海林 花石小学 小学 2 金花 7 父亲胡连清常年多病，今年4月因意外摔倒导致多处骨折，无法行动需要照顾。母亲也常年多病，需要吃药维持身体
。

700

405 杨碧坤 杨  洋 东溪河小学 小学 6 梧桐 4 本人离异。2019年春节前，意外发生火灾，房屋全部烧毁，母亲多病无劳力，仅本人打临工偿还债务和女儿上学。 700

406 周玉兴 周冠君 将军桥幼儿园 学前 0 盘龙 9 本人离异，患有慢性病，无法干重体力活，只有靠打临工维持生活，家庭生活困难。 500

407 李长莲 张茂林 大石小学 小学　 2 盘龙　 11 本人年龄大丧失劳动力，儿子张永良患有精神病无劳动力，靠吃低保维持生活，家庭困难。 700

408 李开强 李婷婷 朝天中学 高中　 10 盘龙 8 本人右眼失明，妻子患有内风湿病，母亲年龄大需要照顾，只有靠儿子外出务工维持家庭生活。 1400

409 李明容 李  荣 实验中学 高中　 10 盘龙　 9 该生父亲去世，祖父、祖母患有心血管病，靠吃低保维持家庭生活。 1200

410 董长兰 董永涛 花石小学 小学　 6 花石　 1 本人智力不正常，无法体力劳动，儿子残疾，靠吃低保维持家庭生活。 800

411 庞明东 庞小倩  羊木小学　 小学 5 花石　 2 妻子常年患病，本人2018年发生车祸，欠下很多债务，家庭困难。 800

412 冯天成 冯广明 羊木中学　 初中　 8 花石　 7 妻子患有精神病，无法劳动，需要在家照顾，靠吃低保维持家庭生活。 1000

413 杜  佳 杜  佳 实验中学 高中 12 哨楼 2 孤儿。 2400

414 卢祥秀 李文钰 广元市高级职业中学 中职 10 菜子
坝

9 因病、因学，卢祥秀患脑溢血，马兴珍患子宫癌。 1200

415 王治清 王倩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专科 13 杨槐 6 因病、因学，毛开秀患先天性心脏瓣膜缺陷、哮喘。 1600

416 张金全 张荣菊 成都现代职业学院 专科 15 解放 3 因病、因学，张金全患肝硬化，女儿在成都读大专，儿子在羊木读初中。 1600

417 李开炳 李嫒嫒 利州中专 中职 10 中坝 2 因病，李开炳患心脏病，手术花费10多万元。 1000

418 胡堂林 胡洪斌 羊木小学 小学 4 三龙 3 因病、因残，胡玉清患内风湿、肢体残疾二级。 700

419 王文秀 王玮 东溪河小学 学前 0 鲤鱼 6 因病、因残，贺国梅是一级语言残疾。 600

420 王太坤 王维维 东溪河小学 小学 4 鲤鱼 6 因病、因残，王太坤二级残疾，刘素梅患精神病。 700

421 杨仁江 杨银花 羊木中学 初中 9 石门 2 因病，杨仁江患脑溢血，杨廷方患有高血压。 900

422 张滕举 张乐乐 羊木中学 初中 7 石门 1 因病，张文学患肺结核,张滕举患有高血压。 900

家中两人体弱多病，两个学生读书，经济压力大。

家中婆婆90多岁，常年多病需要照顾。

大女王钰洁患重症肌无力，常年吃药需要大量资金。母亲赵连英年龄大常年多病，需要照顾。

张登学

王元恩

王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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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柴凤国 柴天科 成都现代职业学院 专科 13 陈家 3 因病、因学，家庭俩个孩子上学，二孩在朝天职中。 1400

424 李再贤 李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本科 14 陈家 8 因病，李再贤做过胆结石手术，前年意外摔倒导致肋骨摔断2根。 1600

425 王海昌 王馨怡 朝天二小 小学 4 白虎 5 李文群患白血病，需王海昌照顾。 800

426 严应农 严福婷 广元中学 高中 12 白虎 1 严福婷的爷爷、爸爸常年慢性病，母亲个子矮小且无一技之长，一家人主要靠国家低保金和打零工生活。 1200

427 谭思元 谭涛 沙河小学 初中 8 白虎 4 缺资金；原因是由于谭思元在郑州打工时从高处摔下，造成腰部受伤，目前在郑州医院治疗。导致家里无收入来源。 800

428 严正清 严开红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专科 13 白虎 2 其母糖尿病，其妻囊肿、一级残疾。目前该户务工收入不稳定，且家庭收入大部分均用于学生读书，故家庭经济十分
困难。

1400

429 邵发成 邵思涵 栖凤小学 小学 4 南华 1 邵思涵患白血病，医疗费用开支巨大。 800

430 王长玉 王紫霜 沙河小学 小学 1 秦岭 3 目前，只有王长玉1人外务来供养家庭4人，其中学生2人，还在沙河租房子。 700

431 秦登财 秦海潇 朝天中学 高中 11 秦岭 1 秦登财长期患病。 1200

432 王永方 王佩龄 朝天中学 高中 10 秦岭 3 王永方残疾、余正银长期患慢性病，俩孙女上学，家庭无经济来源。目前，王永方瘫痪在床，余正银因骨折无法劳
动，家庭无经济来源。

1200

433 岳金生 岳蒋国 四川水务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4 秦岭 5 家中3人，岳金生残疾劳动力差，1个学生上大学，负担重。 1400

434 郭友典 郭景元 四川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专科 13 秦岭 2 家中3人，2个大学生，郭友典有病，无法重体力劳动。 1400

435 马英林 徐李莎 沙河小学 初中 9 三湾 2 因病、因学马英林患有慢性阻塞性疾病、支气管扩张、腰椎疾病，李文青肢体残疾 三个学生读书，负担较重。 900

436 俞满先 俞凡 沙河小学 小学 3 三湾 5 因病 俞凡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哮喘。 700

437 徐绍贵 徐愈岚 四川建筑技术学校 专科 13 三湾 2 因病、因残 徐绍贵患有精神分裂症，俞方山肢体残疾，两个子女读书，负担较重。 1400

438 张泽远 张欣悦 沙河小学 初中 9 三湾 1 因病、因残 张泽远患有脑溢血残疾，张军生残疾 一人读书。 900

439 李文岐 李佳丽 朝天二小 小学 6 桃园 5 家中有7人，3个老人，2个学生，一慢性病人和一名一级残疾人，两学生，只有一人务工，家庭负担重。 800

440 谭天富 谭兴 朝天一小 小学 4 桃园 3 家中有4人，一慢性病人和一名一级残疾人，两学生，家庭负担重。 800

441 李伟然 李舒杨 沙河小学 初中 9 桃园 4 户主生类风湿病，长期服药，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其妻照顾起居，只能在家务农。 900

442 李青莲 尹莉 朝天中学 高中 11 桃园 4 家中有一慢性病人，长期服药，户主一级残疾，学生上学开支巨大。 1200

443 王海钦 王海钦 实验中学 高中 10 望云 3 父亲去世，主要来源靠祖父母老保险金和母亲孙艳在外务工（1500元/月）供两个学生。 1200

444 蒋学义 蒋怡平 沙河小学 小学 2 望云 2 蒋文科及贾元花因病，父母离异。 700

445 赵正秀 谭雨欣 朝天一小 小学 6 望云 6 赵正秀肢体二级残疾，高血压，无劳动能力。高仕育严重眼疾，两个孩子上学，负担重。 800

446 郑长勇 郑威 西华师范大学 本科 13 望云 8 郑永英肢体一级残疾，年前骨折完全卧床，任清秀精神残疾且患有高血压，心脏病需长期服药。 1800

447 赵桂花 赵桂花 利州中专 中职 12 岳家 1 孤儿。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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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何小艳 李  璐 绵阳师院 本科 13 唐家 1 户主一人打工供养2个女儿上大学，确实很困难。 1800

449 李文强 李亚滨 之江中学 初中 7 唐家 1 户主妻子及母亲多病，家庭支出仅靠户主1人务工。 800

450 张文峰 张  灏 简阳市机电学校 中职 10 唐家 2 该户原5口人，户主母亲因病刚去世，户主今年又患病住院尚在养病阶段不能外出务工。 1000

451 王政林 王浩辰 重庆市璧山县大风车幼儿园 学前 0 唐家 2 该户孙子在外地读书未享受补助政策。 500

452 邱道满 邱显垒 朝天中学 高中 11 唐家 3 该户夫妻俩均有病，户主只能从事轻体力劳动。 1200

453 赵  波 德阳安装技师学院 中职 11 1000

454 赵  轩 之江中学 初中 7 800

455 张照军 张  涛 之江中学 初中 8 唐家 6 该户原5口人，父母均于2018年因病去世，仅户主1人务工，家庭较困难。 800

456 张茂德 张厚航 朝天中学 高中 2 金鳌 1 张茂德患脑溢血、妻子与女儿务工挣钱。 1200

457 邱连英　 马世军　 四川轻化工大学 本科 15 袁家 5 奶奶患风湿性关节炎，缺少劳动力，家中无固定经济收入。 1600

458 马奎林　 马雪琴　 成都医学院 本科 14 袁家 1 奶奶患腰间盘突出，家庭无固定经济收入。 1400

459 亢小英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本科 14 光明 2 2000

460 亢俊杰　 沙河小学 初中 9 光明 2 1000

461 鲁凡林 鲁金松 四川建筑学院 本科 13 光明 1 家中5人，小儿子患有白血病需要大量资金治疗，家中无固定收入来源。 1800

462 任健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希望汽车职业
学院

专科 10 2800

463 任欢 之江中学 初中 9 1200

464 郭友成 郭晓蓉 实验中学 高中 10 东沟 3 家中母亲、姐姐都是一级残，家中经济收入仅靠父亲在外打工维持。 1000

465 何正均　 何丽 之江中学 初中 9 东沟 2 妻子患有妇科病，母亲患有肿瘤，家中无固定收入。 800

466 方德必　 方小云 四川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14 东沟 4 父亲患有直肠癌，母亲患有类风湿不能动，经济来源仅靠父亲打零工维持。 1800

467 鲁长茂 鲁晓丽 广元中学 高中 12 东风 1 妻子离家出走，母亲年迈多病，两个孩子上学，家庭经济收入仅靠父亲在外务工维持。 1200

468 杨金满 李志英 朝天中学 高中 12 东风 2 母亲尘肺病，母亲年迈，家中经济来源仅靠父亲一人维持。 1200

469 马斌 马斌 四川轻化工大学 本科 13 东风 2 母亲智力残疾，本人上学，家中只有政策性收入。 2000

470 余汉江 余建 鱼洞小学 小学 4 石卡 8 孩子父亲残疾，父母离异，家中经济仅靠父亲打零工维持。 700

471 杨联才 杨雪 沙河小学 初中 8 石卡 10 爷爷奶奶年迈患大病，父母离异，家中靠低保补助维持生活，父亲也没有固定收入。 900

472 方兴华 余兰 朝天中学 高中 12 石卡 11 爷爷年迈多病，父母文盲找不到工作，家中经济仅靠父亲微薄的·零工钱维持。 1200

该户户主1人务工，妻子患病还在治疗期间，负担较重。

父亲去世，家中所有经济来源仅靠母亲在外打工维持。

孤儿，两孩子由爷爷奶奶抚养，爷爷奶奶年迈多病家中无经济收入来源。

5

5

唐家

光明

赵金贵

刘正莲　

任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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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

姓名 姓名 学校 学段 年级 村 组

救助
金额

（元）申请事由摘要（现实特困原因）
序号

         朝天区2019年度教育基金救助名单公示（2019-第2批）

                                                                                                                                           

救助对象信息

学生 就读信息 家庭住址

473 郭金芳 郭莉 朝天中学 高中 10 鱼鳞 6 家庭中无劳动力，依靠政府低保兜底保障生活。 1400

474 赵绪保 赵长乐 沙河小学 初中 7 鱼鳞 6 家中3人，父亲在外务工，母亲常年患病，家庭经济困难。 900

475 孙守国 孙遗航 北街幼儿园 学前 0 鱼鳞 2 家中5人，两人常年患病，经济收入微薄。 500

476 王正培　 王值慧　 蒲家乡小学 小学 二 汶溪 四 王值慧母亲精神残疾二级。 800

477 余富江　 赵薇　 蒲家乡小学 小学 三 汶溪 八 赵薇母亲肢体残疾一级。 800

478 张福兴 张兆路　 蒲家乡小学 小学 一 河坝场 二 张福兴本人智力低下，从未外出务工，妻子智力残疾三级。 800

479 严永富　 严正培 广元中学 高中 三 河坝场 五 妻子常年多病，无正常劳动力。 1200

480 杨仁山　 杨奇顺　 之江中学 初中 二 元西 四 杨仁山患肝硬化，妻子王秀清患糖尿病。 1000

481 李明发　 李欢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专科 一 元西 八 李明发母亲王金莲患肝癌，父亲李培喜患脑中风。 1600

482 冯金贵　 林垭平　 蒲家乡小学 小学 二 山垭 二 冯金贵本人患肺气肿，孙女林垭平母亲精神残疾。 800

483 吴双江 蒲家乡小学 小学 四 山垭 六 800

484 吴佩钰 蒲家乡小学 小学 一 山垭 六 800

485 张兆文 张琴 朝天之江中学 初中 三 山垭 三 张兆文本人长期慢性病。 900

486 侯敏 侯敏 蒲家乡小学 小学 六 罗圈岩 一 孤儿。 2000

549900

吴华富妻子智力残疾四级。吴华富　

合计：466户 4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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