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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鹏 甘肃省陇南市文县 21 任学娟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 41 周才貌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

2 包艳苗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 22 郭慧瑛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 42 薛亚敏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

3 罗春梅 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 23 蔺娜娜 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 43 原晖 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

4 王露露 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 24 张慧森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 44 王花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

5 白芳芳 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 25 张治成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 45 郭瑞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

6 王占魁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 26 张波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46 谢歆 甘肃省陇南市徽县

7 毛海玲 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 27 王玉凡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 47 张康琳 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

8 姚瑶 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 28 谢立言 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 48 高菊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

9 张巧红 甘肃省甘南州舟曲县 29 刘小萍 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 49 张小梅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

10 叶静文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 30 赵积君 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 50 杜晓金 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

11 李其祥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 31 康宏杰 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 51 梁莉莉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

12 张晓琴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 32 刘娜 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 52 何苗苗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

13 刘希亚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 33 王艳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 53 曹玉涛 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

14 秦亚惠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 34 段彤彤 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 54 史翼鹏 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

15 路姣姣 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 35 李香芳 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 55 寇亚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

16 王雅婷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 36 慕彩银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 56 刘振琴 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

17 李晓慧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 37 孟蓉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 57 李妮娜 重庆市奉节县

18 马满堂 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38 张莹中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 58 李映红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

19 张平儿 甘肃省陇南市徽县 39 本召玛吉 甘肃省武威市天祝县 59 马亚平 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

20 杨雨荷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 40 柴晶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 60 邵强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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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谢小影 海南省临高县 82 张文慧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 103 张茜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

62 陶红娟 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 83 王金东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 104 陈转转 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

63 宋冠军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 84 何向东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 105 拓明秀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

64 火倩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 85 冶英花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 106 龚进慧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

65 焦继兰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 86 丁艳 甘肃省甘南州临潭县 107 魏媛 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

66 高惠娟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 87 王晓燕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 108 王丽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

67 朱鸿菲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 88 安福荣 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 109 任丽婷 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

68 崔鹏 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 89 褚忠凤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 110 邓正平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

69 侯婷婷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 90 马勋志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 111 杨亚男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

70 牛真真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 91 李琦琦 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 112 罗强 甘肃省庆阳市宁县

71 刘璐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 92 邵红林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 113 王晶晶 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

72 白雪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 93 刘云飞 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 114 王君瑞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

73 宋玉超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 94 陈颖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 115 牟亚蓉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

74 颜伟伟 甘肃省定西市漳县 95 谯婷 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 116 党文琴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

75 彭东明 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 96 杨万秀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 117 李巧霞 甘肃省定西市漳县

76 叶慧琴 甘肃省陇南市文县 97 师金利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 118 王美霞 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

77 高飞红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 98 梁兰兰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 119 王倩 甘肃省庆阳市宁县

78 蔡丽丽 甘肃省定西市漳县 99 宋安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 120 辛珍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

79 马广海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 100 芦婷婷 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 121 任佳佳 甘肃省陇南市徽县

80 王剑茹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 101 张丽霞 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 122 王蓉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

81 赵彩霞 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 102 杨振娟 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 123 王静 甘肃省庆阳市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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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宿爱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

125 韩振云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

126 蔡蕙泽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

127 王雅丽 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

128 刘婷 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

129 宿嗣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

130 王宁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131 吴晓霞 甘肃省白银市

132 王艳霞 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