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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安镇 南苑社区居委会 蒋秀花6421241943 642************924 蒋秀花6421241943642************924 本人 500.0 蒋秀花6228481208 622**********420073 女 回族

2 宁安镇 南苑社区居委会 马志先6421241965 642************772 马志先6421241965642************772 本人 500.0 马志先6228481208 622**********484978 男 回族

3 宁安镇 南苑社区居委会 马志先6421241965 642************772 马兰英6421241968642************765 配偶 500.0 马志先6228481208 622**********484978 女 回族

4 宁安镇 南苑社区居委会 惠严宁6403221990 640************917 惠严宁6403221990640************917 本人 600.0 惠严宁6228481208 622**********944473 男 汉族

5 宁安镇 南苑社区居委会 秦学军6421241965 642************514 秦学军6421241965642************514 本人 500.0 秦学军36200046 362**********59 男 汉族

6 宁安镇 利民社区居委会 吕建涛6421241970 642************01X 吕建涛6421241970642************01X 本人 500.0 吕建涛36400046 364**********93 男 汉族

7 宁安镇 朱营社区 马勇6421241973 642************915 马勇6421241973642************915 本人 500.0 马勇6228480405 622**********126275 男 回族

8 宁安镇 朱营社区 孙建东6421241966 642************918 胡红6421241965642************120 配偶 500.0 孙建东36500046 365**********25 女 汉族

9 宁安镇 朱营社区 王怀玉6421241954 642************315 王怀玉6421241954642************315 本人 500.0 王怀玉36500046 365**********37 男 汉族

10 宁安镇 丰宁社区 周娟6421241981 642************020 周娟6421241981642************020 本人 500.0 周娟36200046 362**********57 女 汉族

11 宁安镇 丰宁社区 陈晓莉6421241971 642************320 陈晓莉6421241971642************320 本人 500.0 陈晓莉37500046 375**********94 女 汉族

12 宁安镇 丰宁社区 陈晓莉6421241971 642************320 李嘉诚6403222000640************319 子女 500.0 陈晓莉37500046 375**********94 男 汉族

13 宁安镇 丰宁社区 孔涛6403221988 640************95X 孔佳茹6405212015640************928 子女 500.0 孔涛36200046 362**********01 女 汉族

14 宁安镇 丰宁社区 赵春雷6421241974 642************998 赵春雷6421241974642************998 本人 500.0 赵春雷36200046 362**********09 男 汉族

15 宁安镇 宁新社区 王刚6403221984 640************079 王刚6403221984640************079 本人 400.0 王刚37000046 370**********98 男 汉族

16 宁安镇 宁新社区 王刚6403221984 640************079 谭娜6403221987640************948 配偶 400.0 王刚37000046 370**********98 女 汉族

17 宁安镇 宁新社区 王刚6403221984 640************079 王思涵6405212013640************046 子女 400.0 王刚37000046 370**********98 女 汉族

18 宁安镇 宁新社区 吕华岐6421241968 642************015 吕华岐6421241968642************015 本人 500.0 吕华岐6228481208 622**********252673 男 汉族

19 宁安镇 宁新社区 吕华岐6421241968 642************015 吕家禾6405212009640************010 子女 500.0 吕华岐6228481208 622**********252673 男 汉族

20 宁安镇 裕民社区居委会 温凯闵6421241980 642************022 于晨靖6403222007640************025 子女 500.0 温凯闵36200046 362**********11 女 汉族

21 宁安镇 杞韵社区居委会 张涛6403221988 640************919 张涛6403221988640************919 本人 500.0 张涛36200046 362**********98 男 汉族

22 宁安镇 郭庄村委会 刘萍6421241964 642************969 刘萍6421241964642************969 本人 500.0 刘萍36200046 362**********32 女 汉族

23 宁安镇 郭庄村委会 王青云6421241961 642************911 王青云6421241961642************911 本人 500.0 王青云36500046 365**********28 男 汉族

24 宁安镇 殷庄村委会 赵祥6421241978 642************915 赵祥6421241978642************915 本人 500.0 赵祥36200046 362**********22 男 汉族

25 宁安镇 殷庄村委会 赵祥6421241978 642************915 赵文韬6405212004640************917 子女 500.0 赵祥36200046 362**********22 男 汉族

26 宁安镇 殷庄村委会 田镕瑄6405212005 640************911 田镕瑄6405212005640************911 本人 500.0 田镕瑄36200046 362**********14 男 汉族

27 宁安镇 殷庄村委会 赵文凯6403221997 640************912 莫艳花6421241976642************944 父母 400.0 赵文凯36200046 362**********42 女 汉族

28 宁安镇 莫嘴村委会 王建军6421241963 642************917 王建军6421241963642************917 本人 400.0 王建军36400046 364**********02 男 汉族

29 宁安镇 莫嘴村委会 孙学刚6403221982 640************934 孙语瑄6405212016640************029 子女 500.0 孙学刚36600046 366**********86 女 汉族

30 宁安镇 莫嘴村委会 孙学刚6403221982 640************934 孙宇辰6405212016640************010 子女 500.0 孙学刚36600046 366**********86 男 汉族

31 大战场镇 长山头社区居委会 范兵6421241981 642************510 范兵6421241981642************510 本人 400.0 范兵6228481208 622**********602674 男 汉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