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镇 村别 姓名 合计
文岩 史良村 周会兰 623059425****60712 19.48
文岩 史良 周志刚 623059425****64694 19.48
文岩 史良 田新建 622823136****433961 194.62
文岩 史良 侯新院 623059425****75286 203.18
文岩 甘泉 李军 623059425****76594 296
文岩 大潭村 李新战 623059425****62007 58.4
文岩 大潭村 何玉明 623059425****61397 19.84
文岩 甘泉 陈红海 623059425****73930 183.67
文岩 青庄 侯继朋 623059425****91600 389.3

石婆固 南秦庄 秦天佑 623059425****84090 973.18
石婆固 南秦庄 秦保富 622823136****630965 973.18
石婆固 南秦庄 胡喜英 622823136****403665 517.99
石婆固 南秦庄 秦运磊 622823136****649569 973.18
石婆固 南秦庄 秦锐昌 622823136****640261 973.18
石婆固 南秦庄 秦新中 622823136****646664 973.18
石婆固 南秦庄 杨方玉 622823136****656168 973.18
石婆固 南秦庄 秦其昌 622823136****638661 128.47
石婆固 南秦庄 马改荣 622823136****626260 1090.82
石婆固 南秦庄 魏娜 623059425****51342 460.43
石婆固 南秦庄 秦永建 622823136****648561 517.99
石婆固 南秦庄 陈五双 622823136****615362 517.99
石婆固 南秦庄 秦园 622823136****649163 123.33
石婆固 南秦庄 秦佰岭 622823136****630668 131.44
石婆固 南秦庄 秦天民 622823136****643463 298.06
石婆固 南秦庄 秦杰昌 623059425****80843 973.18
石婆固 南秦庄 秦太平 621467250****504315 348.81
石婆固 南秦庄 秦臣 622823136****631864 277.5
石婆固 南秦庄 秦庆选 622823136****639560 973.18
石婆固 南秦庄 杨艳胜 622823136****657463 647.51
石婆固 南秦庄 秦平 623059425****76391 820.24
石婆固 马庄村 李玉杰 623660551****906 1945.96
石婆固 马庄村 马玉强 621721170****512536 1189
石婆固 马庄村 马永刚 622823136****311466 973.18
石婆固 马庄村 马廷希 622823136****306565 26.58
石婆固 里士村 母铁路 623059425****43732 389.3
石婆固 里士村 申岩峰 622823136****110264 778.55
石婆固 里士村 姚照光 623059425****11031 57.56
石婆固 朱庄 张洪营 622823136****695167 97.33
石婆固 吕店村 李晓娟 622823136****003469 257.39
石婆固 吕店村 裴学香 622823136****014862 308.14
石婆固 段庄 申守富 622823136****374465 737.43
石婆固 胡村 高东轩 622823136****057268 941.1
石婆固 马庄村 杨士英 622823136****562762 389.3
石婆固 梨园村 周新敏 622823136****039167 97.33
石婆固 西史庄 宋永亮 622823136****349962 583.92
石婆固 西史庄 万清胜 622823136****939768 112.38
石婆固 西史庄 雷凤勤 622823136****935063 583.92
石婆固 西史庄 肖凤海 622823136****362668 583.92
石婆固 西史庄 万清记 622823136****354863 739.32
石婆固 西史庄 王秀永 622823136****580677 1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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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婆固 西史庄 申家利 622823136****347867 452.23
石婆固 西史庄 杨文娥 622823136****365166 973.18
石婆固 西史庄 万清国 622823136****354467 194.62
石婆固 西史庄 杨梅婷 622823136****364565 973.18
石婆固 西史庄 万青刚 622823136****353360 452.23
石婆固 西史庄 靳明荣 622823136****340268 389.3
石婆固 陶庄 张常胜 623059425****44227 82.22
石婆固 陶庄 张红福 622823136****465362 109.96
石婆固 陶庄 马天军 623059425****76858 174.73
石婆固 陶庄 张玉才 622823136****498264 973.18
石婆固 陶庄 张常伟 622823136****457161 359.73
石婆固 东史庄 刘贵云 622823136****922764 11.3
石婆固 东史庄 徐春玲 622823136****856264 287.78
石婆固 东史庄 杨波 623059425****81435 973.18
石婆固 东史庄 柴红霞 623059425****88909 973.18
石婆固 东史庄 刘承芬 622823136****835664 973.18
石婆固 东史庄 常四朵 622823136****817365 194.62
石婆固 东史庄 杨存山 622823136****866560 389.3
石婆固 东史庄 薛玉兰 622823136****857163 37.86
石婆固 东史庄 郝金涛 622823136****823769 115.11
石婆固 东史庄 杨存平 622823136****866164 282.64
石婆固 东史庄 王成莲 622823136****851661 282.64
石婆固 龙王庙村 王金现 622823136****214968 985.01
石婆固 关辛庄 卢振喜 622823136****511165 194.62
石婆固 关辛庄 邓海彬 622823136****495666 973.18
石婆固 关辛庄 卢嘉落 622823136****284164 583.92
石婆固 关辛庄 卢加松 623059425****79035 389.3
石婆固 关辛庄 高春社 622823136****281863 583.92
石婆固 关辛庄 马东生 622823136****512163 57.56
石婆固 关辛庄 卢振亮 622823136****510365 570.01
石婆固 关辛庄 郑昌梅 622823136****680676 377.18
魏邱 南宋村 陈红海 622823136****500365 584.85
魏邱 中魏邱 吴合娟 622823136****743460 2162.91
魏邱 沙河村 徐纪红 622823136****587565 1951.73
魏邱 杨林村 杨云涛 621797498****035853 1315.9
魏邱 万户营 樊伟峰 623059425****86194 384.26
魏邱 朱寨 朱海娜 622823136****808160 1247.04
魏邱 杜庄 李香修 622823136****672060 848.28
魏邱 王自村 王佩胜 622823136****369667 3461.87
魏邱 李庄 雷海涛 622823136****840569 573.96
魏邱 班干 李方伟 622823136****097768 2199.16
魏邱 中魏邱 闫熙杰 622823136****573665 1048.04
魏邱 前西南庄 王军胜 622823136****061061 1343.73
魏邱 前西南庄 苗振贵 622823136****053167 1343.73
魏邱 后西南庄 郭海强 623059425****85691 2513.33
魏邱 李庄 李宗乾 623059425****32680 387.11
魏邱 前大柳 刘民强 622823136****385064 1855.47
魏邱 前大柳 武反修 256000020****1420 125.67
魏邱 前大柳 刘素琴 622823136****394967 1486.51
魏邱 前大柳 刘日民 622823136****391468 2087.81
魏邱 尚柳洼 王萍 621721170****565898 5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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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邱 朱寨 王利红 623059425****34283 440.46
魏邱 中魏邱 罗建顺 621797498****820014 882.11
魏邱 沙河 刘守波 622823136****554466 1326.8
魏邱 刘自村 刘明霞 623059425****84688 509.92
魏邱 刘自村 刘红杰 623059425****39712 466.42
魏邱 前西南庄 苗振岭 623059425****82419 712.93
魏邱 刘自村 刘得峰 622823136****981066 882.11
魏邱 前大柳 刘成章 622823136****372369 22.59
魏邱 朱寨 李广彦 622823136****855765 513.34
魏邱 小韩村 车海彬 622823136****404879 975.15
魏邱 前大柳 刘发民 622823136****372864 409.63
魏邱 沙河 刘朝义 622823136****534765 1312.28
魏邱 宋自村 宋相利 621467250****998855 232.01
司寨 大留固村 王文亮 622823136****476165 48.31
司寨 大留固村 王大亮 623059425****23482 671.83
司寨 大留固村 姚风臣 623059425****26451 363.09
司寨 大留固村 张文鹏 622823136****482569 923.61
司寨 大留固村 朱明霞 623059425****28473 755.78
司寨 范庄村 陈桂彬 623059425****68651 320.21
司寨 范庄村 陈国江 623059425****68800 41.32
司寨 范庄村 陈思贵 623059425****41676 42.77
司寨 范庄村 陈柯 622823136****678067 1792.37
司寨 范庄村 周志国 623059425****73404 879.51
司寨 高寨村 崔学花 623059425****62170 606.38
司寨 高寨村 孟庆伟 623059425****67401 72.5
司寨 高寨村 孟祥龙 621797468****267939 515.83
司寨 高寨村 刘庆珍 623059425****64630 1850.06
司寨 高寨村 孟庆德 623059425****43963 230.8
司寨 高寨村 马佩涛 623059425****42088 2070.42
司寨 高寨村 刘先芬 623059425****64671 100
司寨 高寨村 孟祥贵 623059425****68292 300.11
司寨 高寨村 孟凡记 623059425****65710 49.19
司寨 高寨村 孟凡东 623059425****65405 872.34
司寨 高寨村 孟凡文 623059425****39029 484.86
司寨 高寨村 孟凡新 623059425****66353 989.22
司寨 高寨村 申法保 623059425****69811 989.22
司寨 高寨村 孟凡会 623059425****65702 183.67
司寨 高寨村 程换景 623059425****62071 923.61
司寨 高寨村 孟庆田 622823136****349263 195.69
司寨 高寨村 任明泉 623059425****69365 35.98
司寨 平陵村 郭延平 623059425****60419 196.96
司寨 平陵村 李文军 622823136****651668 196.96
司寨 平陵村 李胜伟 623059425****90683 1071.06
司寨 平陵村 严玉仕 622823136****665163 76.04
司寨 吴辛庄村 韩秀芳 623059425****36484 39.39
司寨 吴辛庄村 吴秀峰 623059425****39215 1065.16
司寨 小留固村 任士宽 623059425****90147 55.58
司寨 小留固村 任传业 623059425****89537 8.22
司寨 小留固村 任传军 623059425****89454 188.08
司寨 小仲村 李彦新 622823136****381662 286.53
司寨 小仲村 李胜云 623059425****77194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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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寨 小仲村 李明贤 622823136****378569 23.08
司寨 小仲村 李俊峰 622823136****377165 181.56
司寨 小仲村 马丙勋 623059425****42229 190
司寨 尹柳洼村 常绪香 623059425****00384 28.4
司寨 尹柳洼村 王凤强 623660551****071 1022.63
司寨 尹柳洼村 王全付 623059425****07819 1389.26
司寨 尹柳洼村 赵普芬 623059425****12629 805.3
司寨 尹柳洼村 李堂武 623059425****02679 1159.41
司寨 张庄村 张玉选 623059425****35494 756.5
司寨 张庄村 韩新平 623059425****29182 1331.44
司寨 张庄村 贾香枝 623059425****42401 101.5
司寨 张庄村 张宪柱 622823136****544160 975.74
司寨 张庄村 张成涛 623059425****32707 805.3
司寨 张庄村 张明刚 623059425****33846 881.38
司寨 岸下村 刘显生 623059425****15738 311.37
司寨 岸下村 李风民 623059425****56958 201.8
司寨 岸下村 李全杰 623059425****58129 261.99
司寨 半坡张村 张其宣 623059425****22547 62.73
司寨 半坡张村 张建党 623059425****20988 119.25
司寨 半坡张村 张国凯 623059425****20566 114.44
司寨 半坡张村 张子义 623059425****24774 202.93
司寨 半坡张村 张纪修 623059425****20947 91.83
司寨 半坡张村 李爱香 623059425****38219 206.62
司寨 曹柳洼村 杨建荣 623059425****47122 2022.65
司寨 大庞固村 郑艳芳 621797498****397690 130.5
司寨 大庞固村 郑继华 623059425****17500 79.75
司寨 大庞固村 郑玲玉 622823136****322369 42.29
司寨 大庞固村 郑少卫 623059425****18250 1304.71
司寨 大庞固村 郑明义 623059425****18052 222.43
司寨 大庞固村 郑继柱 623059425****17757 224.56
司寨 大庞固村 郑续文 623059425****88968 1363.88
司寨 大庞固村 郑位岭 623059425****37064 388.76
司寨 大庞固村 郑登武 623059425****16635 395.72
司寨 大庞固村 郑逢昌 623059425****76292 557.35
司寨 大庞固村 郑继胜 623059425****17625 217.79
司寨 大庞固村 郑刚武 621797498****654853 178.83
司寨 东南庄村 张玉庆 623059425****58460 422.93
司寨 东南庄村 张东儒 623059425****88817 184.72
司寨 东南庄村 张秋生 623059425****90755 185.78
司寨 郭柳洼村 王喜法 623059425****52841 43.5
司寨 后司寨村 张振尚 623059425****97822 261.02
司寨 后司寨村 凡常香 623059425****93268 205.42
司寨 后司寨村 张景义 623059425****96105 395.72
司寨 后司寨村 张红涛 623059425****95834 2025.41
司寨 李楼村 张改士 623059425****15277 599.2
司寨 李楼村 邓容容 623059425****36280 558.27
司寨 李楼村 李广社 623059425****10518 69.99
司寨 李楼村 李绍想 623059425****12357 593.54
司寨 李楼村 李居位 623059425****11466 317.79
司寨 李楼村 刘从华 623059425****13249 1212.24
司寨 前司寨村 郑效平 623059425****76870 4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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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寨 前司寨村 郑海兰 623059425****05752 197.83
司寨 前司寨村 张自安 623059425****91312 197.83
司寨 前司寨村 王万里 623059425****09712 196.76
司寨 前司寨村 王明申 623059425****87922 559.79
司寨 前新乡屯村 刘小香 623059425****30679 123.33
司寨 前新乡屯村 李春善 623059425****35358 694.75
司寨 前新乡屯村 李凯瑞 623059425****35929 1937.16
司寨 前新乡屯村 王金成 623059425****38352 1331.44
司寨 前新乡屯村 王峰武 623059425****37891 579.39
司寨 前新乡屯村 狄廷枝 622823136****207362 363.09
司寨 前新乡屯村 李万式 623059425****36315 1117.55
司寨 王杏庄村 来录礼 623059425****10356 131.55
司寨 王杏庄村 张修玲 621721170****496938 133.16
司寨 王纸坊村 郑学广 623059425****05534 607.25
司寨 王纸坊村 王秀红 623059425****01905 439.84
司寨 王纸坊村 王一冰 621721170****549207 489.37
司寨 王纸坊村 黄宽心 623059425****99505 1601.66
司寨 王纸坊村 郑学旺 623059425****05955 519.27
司寨 王纸坊村 郑传景 623059425****03422 1064.14
司寨 王纸坊村 王福来 623059425****00931 456.55
司寨 小庞固村 李丹丹 623059425****12824 89.42
司寨 小庞固村 冯金武 623059425****12444 1802.69
司寨 小庞固村 李春林 623059425****12790 1035.85
司寨 新生屯村 王玉山 622823136****048568 435.01
司寨 新生屯村 王永国 623059425****00159 236.95
司寨 新生屯村 王抗国 622823136****046661 2009.02
司寨 新生屯村 王永记 623059425****36272 61.67
司寨 于庄村 李朝 623059425****81461 149.84
司寨 于庄村 郑贵昌 623059425****85074 300.69
司寨 于庄村 郑运盛 621721170****550874 349.84
司寨 于庄村 杨小芳 623059425****37328 199.97
司寨 于庄村 白琼华 623059425****80927 779.63
司寨 于庄村 徐立志 622823136****057361 955.27
司寨 于庄村 于国旭 623059425****05042 648.75
司寨 袁纸坊村 闫爱叶 623059425****06479 7.98
司寨 郑纸坊村 鲍社叶 623059425****26134 121.28
司寨 郑纸坊村 郑秀枝 623059425****48909 121.28
司寨 郑纸坊村 郑彦武 623059425****64946 52.52
司寨 郑纸坊村 李凤霞 623059425****27330 139.78
司寨 郑纸坊村 郑小彪 623059425****32892 147.42
僧固 辉县屯 陈善有 623059425****70638 973.18
僧固 位庄村 孙明星 622823136****495969 1042.71
僧固 军寨村 李法全 623059425****20248 1004.21
僧固 任小庄 任自明 623059425****88439 973.18
僧固 位庄村 孙聚兴 623059425****33256 973.18
僧固 申僧固 申法甲 623059425****15089 583.92
僧固 东竹村 孔德兰 623059425****27441 594.64
僧固 大步村 何海明 623059425****19487 583.92
僧固 任小庄 杨保堂 623059425****88876 973.18
僧固 德士村 董瑞先 623059425****09415 389.3
僧固 李庄 申成武 623059425****63428 194.62

第 5 页



僧固 任小庄 任有臣 623059425****87977 583.92
僧固 沙庄村 王明霞 623059425****80632 583.92
僧固 僧固村 王太葳 623059425****09896 973.18
僧固 李庄村 何俊韩 623059425****59806 194.62
僧固 东史固 申法俊 623059425****38321 973.18
僧固 位庄村 郑逢广 623059425****34197 934.25
僧固 西史固村 王春林 623059425****80824 1117.55
僧固 沙庄村 金麦云 623059425****34879 429.94
僧固 辉县屯 陈红州 623059425****12437 1032
僧固 大布村 周凤山 623059425****23182 778.55
僧固 申僧固 暴俊民 623059425****12029 973.18
僧固 朱佛村 孔得魁 623059425****61962 389.3
僧固 位庄村 郑逢海 623059425****34205 973.18
僧固 位庄村 刘路恒 623059425****31524 973.18
僧固 大布村 高胜利 623059425****19271 573.18
僧固 小布村 朱连国 623059425****29262 377.87
僧固 位庄村 刘培胜 623059425****31680 92.36
僧固 位庄村 申朋 623059425****16806 184.72
僧固 位庄村 王宾 623059425****33330 734.67
僧固 辉县屯 何艳玲 623059425****17055 907.77
僧固 东史固 李法新 623059425****36465 363.09
僧固 德士村 赵海洋 621467250****990498 1639.72
僧固 辉县屯 陈瑞雨 621721170****648090 865.55
僧固 任小庄 杨保功 623059425****88827 519.35
僧固 位庄村 李梦真 623059425****69614 818.05
僧固 辉县屯 陈建刚 623059425****12544 945.69
僧固 辉县屯 宋海涛 623059425****22212 591.99
僧固 位庄村 陈志岭 623059425****29858 936.61
僧固 小布村 孟姣姣 622823136****480367 1904.17
僧固 辉县屯 刘红霞 623059425****19937 642.37
僧固 位庄村 梁广雨 623059425****30971 918.76
僧固 位庄村 王继明 623059425****33405 426.54
僧固 位庄村 刘培更 623059425****31607 42.66
僧固 位庄村 黄文兴 623059425****30377 170.61
僧固 位庄村 申丽萍 623059425****32613 255.91
僧固 沙庄村 焦喜强 621756800****744106 71.94
僧固 朱佛村 张继萍 623059425****83561 209.66
僧固 辉县屯 赵继杰 623059425****28011 246.66
僧固 辉县屯 席殿峰 623059425****24721 282.64
僧固 李僧固 刘风勇 623059425****06116 111
僧固 沙庄村 尹国民 623059425****82208 960.21
僧固 辉县屯 宋士胜 623059425****22576 272.37
僧固 辉县屯 李永芳 623059425****19234 272.37
僧固 西竹村 孙良 623059425****34614 460.87
僧固 西史固村 张建村 623059425****70976 267.23
僧固 梁僧固 申家平 623059425****74389 160.33
僧固 朱佛村 孙英英 623660551****841 106.89
僧固 西竹村 程一含 621721170****556519 1876.86
僧固 军寨村 李志文 622262417****623321 181.25
僧固 辛庄 赵新月 621721171****913251 1618.09
僧固 辉县屯 何艳玲 623059425****17055 9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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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固 辉县屯 刘红霞 623059425****19937 222.34
僧固 位庄 梁广东 623059425****05699 1542.8
马庄 于庄村 张怀柱 622823136****456560 783.02
马庄 堤后村 常春福 622823136****687563 3238.32
马庄 刘枣庄 薛素青 622823136****570263 373.2
马庄 罗滩村 赵俊红 623059425****36702 920.78
马庄 罗滩村 臧学云 622823136****275960 107.29
马庄 袁庄村 袁西相 622823136****862369 1951.71
马庄 常兴集村 麻发清 622823136****958865 1780.61
马庄 水口村 崔贵明 622823136****850866 1323.16
马庄 苏班枣 王伟红 622823136****504762 1941.02
马庄 王泗坡村 王静 622823136****963864 176.44
马庄 罗滩村 张克伟 622823136****278768 860.36
马庄 野厂村 张会侠 622823136****228069 436.21
马庄 冯班枣 刘清伟 623059425****91394 214.51
马庄 蒋班枣 何玉霞 622823136****441668 879.69
马庄 蒋班枣 蒋豫萍 621721170****530041 2156.87
马庄 蒋班枣 蒋广胜 622823136****444167 441.05
马庄 苏班枣 苏连明 622823136****494469 441.05
马庄 老刘庄 郭修礼 623059425****02154 86.75
胙城 王堤村 贾普国 622823136****431067 208.52
胙城 官福山村 闫有林 623059425****81910 475.33
胙城 兽医庄 王伟忠 623059425****90349 1486.52
胙城 张庄村 张存信 622823136****404460 626.96
胙城 大韩村 张科堂 623059425****29022 1846.52
胙城 东小庄 王树艳 623059425****59324 288.72
胙城 王堤村 刘志丹 623059425****24593 873.96
胙城 西辛庄村 刘振瑞 623059425****10883 293.95
胙城 后董固村 齐民田 623059425****03908 528.85
胙城 后董固村 李学芹 623059425****30996 284.45
胙城 袁庄村 袁润豪 621721170****612120 198.79
胙城 贾庄村 贾金举 623059425****33240 688.7
胙城 贾庄村 唐贵东 623059425****35252 134.22
胙城 大韩村 郝小利 622823136****433167 17.99
胙城 袁庄村 王文凯 623059425****39732 494.2
胙城 大韩村 郭秀生 623059425****38264 270.54
胙城 大韩村 刘玉成 623059425****41185 188.95
胙城 大韩村 张存字 623059425****44320 318.87
胙城 东小庄 王志广 622823136****172661 798.88
胙城 贾庄村 唐亚民 623059425****41217 136.26
胙城 贾庄村 王继营 623059425****35807 359.35
胙城 东小庄 王天超 622823136****166663 199.97
胙城 闫屯村 徐连花 622823136****334469 1061.79
胙城 闫屯村 赵福双 623059425****07358 236.39
胙城 西辛庄 李敬坡 623059425****05354 439.85
胙城 兽医庄 张天法 623059425****92808 583.92
胙城 胙城村 胡电芹 623059425****88139 389.3
胙城 兽医庄 吴丽敏 623059425****91438 389.3
胙城 王堤村 李增花 623059425****33065 576.35
胙城 西辛庄 李国元 623059425****04498 1099.58
胙城 胙城村 郝云红 623059425****87776 5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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胙城 张庄村 杜振娥 623059425****20542 973.18
胙城 胙城村 杨天荣 623059425****98658 583.92
胙城 闫屯村 赵福长 623059425****07259 113.37
胙城 刘庄村 肖文安 623059425****83989 134.76
胙城 大韩村 张效宝 623059425****46069 776.42
胙城 袁庄村 杨新平 623059425****98789 973.18
胙城 兽医庄 王严三 623059425****91073 518.07
胙城 大韩村 张清堂 623059425****45384 669.3
胙城 兽医庄 杜兰四 623059425****28370 180.89
胙城 大韩村 郝利强 623059425****33498 272.69
胙城 后董固村 张德公 623059425****29651 1994.74
胙城 大韩村 张成彬 623059425****44023 2015.48
胙城 大韩村 贾素玲 623059425****37330 155.77
胙城 大韩村 冯素燕 623059425****29535 311.96
胙城 大韩村 张学谦 623059425****46630 93.94
胙城 东小庄村 王振华 623059425****62314 310.56
胙城 西辛庄 刘东堂 623059425****08234 389.3
胙城 王堤村 王领魁 623059425****36811 973.18
胙城 大韩村 王新胜 623059425****42738 1845.29
胙城 王堤村 贾振宝 623059425****31309 973.18
胙城 大韩村 郝云锋 623059425****39247 255.91
胙城 王堤村 刘先保 623059425****33883 939.44
胙城 西辛庄 李好江 623059425****57450 97.33
胙城 后董固村 贾金玲 623059425****89800 583.92
胙城 兽医庄 王停三 623059425****90273 973.18
胙城 东辛庄 王振民 623059425****55870 211.49
胙城 闫屯 赵清军 623059425****43880 573.25
胙城 兽医庄 杨金超 622823136****618972 973.18
胙城 张庄村 张新涛 623059425****58771 914.58
胙城 大韩村 刘永国 623059425****37306 312.67
胙城 官福山村 彭明奇 623059425****51925 843.44
胙城 胙城村 王家海 623059425****93402 1046.43
胙城 袁庄村 袁志俊 622823136****326366 2631.82
胙城 王堤村 刘承浅 623059425****23724 1105.62
胙城 西辛庄 李新民 623059425****07293 221.44
胙城 王堤村 贾明涛 623059425****28156 2070.77
胙城 王堤村 张青山 623059425****40524 807.44
胙城 西辛庄村 李荣艳 622823136****868962 611.74

榆林乡 西王庄 张仲彬 623059425****92125 212.67
榆林乡 西王庄 娄海枝 623059425****80047 656.14
榆林乡 西王庄 娄原富 623059425****90717 188.5
榆林乡 西王庄 刘文帅 623059425****49291 427.52
榆林乡 西娄庄 娄世旺 621756800****659855 73.79
榆林乡 西娄庄 娄本江 623059425****59985 1323.16
榆林乡 西娄庄 李连芬 623059425****18136 513.34
榆林乡 西娄庄 娄刘锁 621756800****914588 1079.37
榆林乡 西娄庄 娄俊领 622823136****302678 1303.25
榆林乡 西娄庄 娄世波 623059425****20884 214.96
榆林乡 西娄庄 娄海亮 623059425****22054 211.76
榆林 夹堤村 刘常富 622823136****559768 850.69
榆林 官亭村 李玉群 623059425****27987 9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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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 夹堤村 程国强 621756800****492232 205.34
潭龙街道 周大吴村 周根祥 622823136****789577 935.75
潭龙街道 固头村 申园园 621467250****602207 1800.47
潭龙街道 固头村 周得顺 621467250****603585 513.63
潭龙街道 固头村 周保坤 621467250****603122 1518.6
潭龙街道 固头村 杨立红 621467250****602678 1491.86
潭龙街道 固头村 吕新静 623059425****10010 973.18
潭龙街道 固头村 孟小红 621467250****601761 303.31
潭龙街道 固头村 焦光辉 621467250****600367 1337.62
潭龙街道 固头村 周艳杰 621467250****604609 583.92
潭龙街道 固头村 周高亮 621467250****603668 973.18
潭龙街道 小吴村 杨合寨 621467250****643417 1764.14
潭龙街道 小吴村 李聚祥 623059425****18304 587.13
潭龙街道 小吴村 杨小平 621467250****644498 778.55
潭龙街道 小吴村 侯启兰 621467250****639829 973.18
潭龙街道 小吴村 齐顺玲 623059425****32105 1130.26
潭龙街道 小吴村 周国军 621467250****645768 605.44
潭龙街道 小吴村 杨新瑞 621467250****644571 1009.03
潭龙街道 小吴村 杨保文 621467250****642740 242.74
潭龙街道 小吴村 裴新红 621467250****641973 479.14
潭龙街道 小吴村 周素英 623059425****36744 778.55
潭龙街道 小吴村 侯娟娟 623059425****09407 955.27
潭龙街道 小吴村 范协喜 621467250****638920 778.55
潭龙街道 小吴村 杨振香 621467250****644977 583.92
潭龙街道 小吴村 杨桂彬 623059425****87531 389.3
潭龙街道 西里七村 闫焕枝 621467250****658977 194.62
潭龙街道 大潭村 周彩风 621467250****598454 192.11
潭龙街道 李大吴 陈小真 621467250****613154 240.6
潭龙街道 李大吴 田景波 622823136****991565 583.92
潭龙街道 小吴村 杨玉彬 621467250****644811 481.28
潭龙街道 固头村 刘文兰 621467250****601506 583.92
潭龙街道 固头村 娄季丽 621467250****601597 775.99
潭龙街道 固头村 韩培扬 622823136****407571 3091.71
潭龙街道 固头村 焦磊彬 622823136****938467 1123.75
潭龙街道 固头村 张明兰 621467250****602843 999.92
潭龙街道 固头村 焦云修 621467250****600888 950
潭龙街道 小油房 侯照胜 621467250****681763 583.92
潭龙街道 固头村 娄彥枝 623660551****156 907.77
潭龙街道 东里七村 李海波 621467250****649091 121.39
潭龙街道 郭庄村 侯成亭 621467250****675906 973.18

塔铺 石河村 许相成 621467250****496686 1111.45
塔铺 东古墙村 裴学顺 621467250****691283 1147.91
塔铺 郭庄 秦福民 622823136****225161 1276.04
塔铺 东古墙村 赵永建 622823136****274466 1160
塔铺 北孟湾 张云双 622823136****812860 2066.03
塔铺 太平庄 杨保建 622823136****972268 126.55
塔铺 太平庄 刘艳凯 621756800****972411 93.05
塔铺 太平庄 刘东方 622823136****948862 1725.48
塔铺 王厂 王树永 623059425****59845 1941.02
塔铺 石河村 李希照 621467250****953630 644.88
塔铺 石河村 许连东 621467250****957383 1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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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铺 石河村 许克银 621797498****826210 680.17
塔铺 石河村 李季凯 622823136****424160 21.58
塔铺 石河村 许学领 623059425****72504 668.18
塔铺 石河村 张振民 621467250****959710 318.76
塔铺 石河村 李小森 621467250****953689 973.18
塔铺 石河村 李同山 621467250****488766 532.01
塔铺 石河村 许同更 621467250****957938 1133.6
塔铺 石河村 史清贵 622823136****433260 973.18
塔铺 石河村 许长波 621467250****956229 778.7
塔铺 石河村 刘文生 622823136****430464 519.35
塔铺 石河村 卢书兰 623059425****26673 1133.6
塔铺 石河村 许连伟 621467250****957482 680.17
塔铺 沙门村 郑建枝 623059425****42804 92.81
塔铺 沙门村 刘星 621756800****576166 123.87
塔铺 沙门村 李好利 621756800****576075 98.49
东屯 小王庄 王世勋 621721170****834171 427.76
东屯 小王庄 王世平 621721170****647763 454.35
东屯 小王庄 王文印 621721170****759386 2084.37
东屯 郝光屯 赵兴芹 621756800****978767 1123.75
东屯 小屯村 王玺舜 621721170****620164 1088.52
东屯 大王庄 王鑫慈 621721170****533425 877.28
东屯 大王庄 王久旺 621721170****813985 1087.53
东屯 大王庄 徐学宏 621721170****805502 1696.48
东屯 大王庄 王久保 621721170****668637 349
东屯 大王庄 张家强 622823136****890160 877.27
东屯 大王庄 王秀花 621721170****729769 1831.11
东屯 水花堡 王树营 621721170****617996 433.79
东屯 汲津铺 崔计堂 621721170****719778 1294.16
东屯 汲津铺 张永 621721170****763115 737.1
东屯 汲津铺 王梦宇 621721170****618598 828.94
东屯 西屯村 刘宝全 621756800****914109 280.35
东屯 西屯村 刘桂永 622823136****743970 422.93
东屯 东屯村 布国云 621756800****237116 1084.2
丰庄 河道 姬生朝 621756800****914760 809.61
丰庄 侯庄 侯宝林 623059425****01503 807.61
丰庄 侯屯 侯俊龙 621797498****191085 989.65
丰庄 飞王 王玉荣 621721170****530975 826.52
丰庄 绳屯 王玉风 623059425****61242 129.45
丰庄 侯屯 侯燕霞 623059425****91556 758.85
王楼 川流村 刘先国 621721170****785043 238.04
王楼 大城 徐培 621721170****646971 30.82
王楼 大城 常进令 621721170****778428 222.46
王楼 大城 陈素红 621721170****692082 37.46
王楼 大城 王保良 621721170****748504 36.25
王楼 大城 徐凤兰 621721170****751334 21.15
王楼 大城 徐凤云 621721170****702238 368.96
王楼 吴杏庄村 张素淑 621721170****712468 222.46
王楼 吴杏庄村 吴艳杰 621721170****811765 1.21
王楼 后鲁邱 何月 622823136****803861 849.39
王楼 张街 张留顺 621721170****205304 541.31
王楼 张街 刘艳玲 621721170****683834 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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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楼 张街 张玉龙 621721170****703228 1867.84
王楼 张街 张红举 621467159****382798 333.02
王楼 张街 张广浩 621721170****502966 1109.28
王楼 冯二郎庙 冯常贵 621721170****710157 1292.91
王楼 任庄村 许培穗 621721170****774096 110.69
王楼 任庄村 王秀景 623059425****86980 827.42
王楼 任庄村 任全庆 621721170****753595 111.21
王楼 川流村 刘先辉 621721170****661814 39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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