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石山县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校名单及学生数

学区名称        学校名称 学生数 校长姓名 学区名称        学校名称 学生数 校长姓名

中咀岭学区

马家咀 296 马忠雄

吹麻滩学区

前庄 482 戚发兰

大山 191 马永忠 后阳洼 99 扬得莹

梳木 121 马福山 后沟 177 马青芳

中咀岭 300 李向龙 中庄 184 张华强

庙岭 148 马少军 前岭 244 马胜强

金场 177 马占山 李家台子 26 李宏平

三合 187 谭成林 小计 1212

小计 1420

郭干学区

郭干 312 祁光发

徐扈家学区

牟家 337 王  强 大杨家 197 马玉清

徐扈家 241 范  业 前坪 203 曹学平

长家寺 282 李春林 徐家点 13 张怀兰

乔干 170 何克虎 满陈家 119 徐生德

仙家 96 仙春生 王家　 119 马克忠

周家 51 谭小明 牧野沟 69 乔玉珍

尚家　 48 敏福生 小计 1032

小计 1225

胡林家学区

左家 167 张前明

居集学区

居集 425 何生波 高关 390 妥文梅

田家 194 马清海 楼子湾 55 鲁成鹏

劳动 214 马成林 大庄 128 牟玉忠

深沟 250 李自明 蔚林 156 马福昌

茨滩 148 苏占文 张豆家 166 赵化瑞

业卜湾 158 马忠华 胡林家 227 马成明

强滩 62 马明孝 何家 94 林风玺

甘藏 35 羊怀正 山庄小学 71 妥文俊

红崖 102 乔忠元 豆家沟点 42 李景忠

小计 1588 山庄点 82 樊甲彦

小关学区

小关 259 马进军 小计 1578

唐藏 325 马维海

关家川学区

关家川 157 张正山

大茨滩 220 马东旭 关集 223 赵怀珍

五家堡 220 马如国 芦家庄 88 张永强

大寺 140 张 平 白家沟 109 谭积元

尕阴洼 235 石永忠 九滩

二经沟 王家 22 赵昌林

绳匠沟 69 白占文 宁家 119 马奋奎

扎子山 71 炭永良 张家 19 善忠良

小计 1539 李家山 58 张国俊

铺川学区

铺川 230 马继明 杓家 185 时宁发

阳山 155 张亨清 小计 980

下庄 192 陈永平

安集学区

安集 0 李仲胜

张巴 255 马正杰 五山庙 129 祁文通

湫池 237 马志明 三坪 43 齐学居

元林 57 戴继奎 红坪 118 焦兴旺

咀头 14 李延旗 红路岭 31 苟进辉

康家 15 王玉娟 风林 41 乔培仓

小计 1155 杨家湾 98 马永龙

别藏学区

麻坝 266 付学锋 安家湾 15 胡文俊

红星　 239 周建明 风光 28 温明学

湾脑 55 马明国 苟家山 22 苟永康

甘藏沟 203 王志伟 寨子头点 5 王正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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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藏学区

别藏 473 马进军

安集学区

蒲家湾点 17 蒲世伟

别藏学区

杨家岭 157 张如雄

安集学区

白家坪点

桥头 348 马进龙 继林点 12 戚玉田

阴洼滩 59 马玉成 山庄点 19 李增斌

纳莫沟 85 张清河 头坪点 18 魏文福

大庄 269 马玉良 辉光 31 冯达龙

小计 2154 小计 627

寨子沟学区

尕马家 311 张占虎

柳沟学区

尕集 272 樊学礼

曹姚 187 安绪昌 袁家 130 马晓鹏

善家 121 赵希昌 樊家沟 73 安得虎

侯家坪 104 范永龙 上坪 48 张立生

白崖 152 安  强 张郭家 47 安永鑫

工银 63 马忠华 柳沟 84 袁永虎

东坪寺 124 牟田龙 龚马家 156 张学勇

麻沟 80 陕玉平 阳山 124 胡万辉

瓦窑沟 109 马有才 斜套 26 冯国玉

阳洼庄 31 马忠孝 土门 10 赵永举

寨子沟 57 马自清 四塄干 19 龚恒梅

小计 1339 大湾

银川学区

银川 256 李仲新 小计 989

新坪 172 王树荣

石塬学区

石塬 130 张聚海

胡李 168 李怀辉 肖红坪 301 马  玉

时杨 83 时宁西 刘安 70 张四海

水陈 90 张明德 苟家 40 王登永

柏杨树 80 韩永平 三二家 101 张前琪

刘王 163 白祥福 秦阴 56 朱  平

张家 78 白文君 宋家沟 49 豆发勇

龙光 220 马明忠 沈家坪 61 马仲伟

工匠 150 祁占海 苟家点 4 张五林

鲁家湾 75 马玉成 小计 812

阳坡 80 马吉忠

刘集学区

刘集 234 马元龙

白家　 16 白建高 高李 197 马少明

小计 1631 团结 184 马文奎

大河家学区

梅坡 365 张国彪 陶家 197 赵韩五

大河家 481 马文海 阳洼 152 刘世忠

大墩 362 马海山 河崖 272 樊正林

康吊 367 马少明 大庄 314 马雄伟

甘河滩 388 马忠英 崔家 103 黄  源

梅岭 51 刘明忠 安民湾点 14 马学明

关门 44 陶学梅 小计 1667

郭家 14 郭正才 别藏中学 503 王文才

四堡子 328 马晓明 保安族中学 577 马  云

克新民 124 韩佩玉 刘集初级中学 427 何绍云

陈家 360 马英录 居集初级中学 435 何举贤

周家 296 韩培东 银川初级中学 472 李建文

韩陕家　 510 马晓英 安集学校 544 李怀才

小计 3690 全县总合计 275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