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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安镇 白桥村委会 刘艳春6421241962 642************929 刘艳春6421241962642************929 本人 420.0 刘艳春 13**********0 女 汉族

2 宁安镇 殷庄村委会 童方园6403221999 640************94X 童方园6403221999640************94X 本人 420.0 童方园 18**********4 女 汉族

3 宁安镇 洼路村委会 张万云6421241961 642************918 张万云6421241961642************918 本人 340.0 张万云 10**********5 男 汉族

4 鸣沙镇 鸣沙村委会 胡宁6421241966 642************615 胡宁6421241966642************615 本人 420.0 胡宁 62**********1071680 男 汉族

5 鸣沙镇 五道渠村委会 张治学6421241945 642************615 张治学6421241945642************615 本人 340.0 张治学 62**********1118598 男 汉族

6 鸣沙镇 李滩村委会 曾伏生6421241941 642************319 曾伏生6421241941642************319 本人 420.0 曾伏生 62**********1133886 男 汉族

7 鸣沙镇 长滩村委会 陆春花6421241942 642************321 陆春花6421241942642************321 本人 340.0 陆春花 14**********3 女 汉族

8 石空镇 枣二村委会 郭科6421241980 642************145 郭科6421241980642************145 本人 420.0 郭科 62**********1117121 女 汉族

9 石空镇 白马湖村委会 张耀文6421241964 642************172 夏金连6421241971642************124 配偶 420.0 张耀文 11**********8 女 汉族

10 石空镇 新桥村委会 孙广仁6421241944 642************316 孙广仁6421241944642************316 本人 340.0 孙广仁 62**********1204612 男 汉族

11 新堡镇 刘营村委会 王自军6421241979 642************714 王自军6421241979642************714 本人 480.0 王自军 15**********0 男 汉族

12 新堡镇 南湾村委会 万通6403221997 640************717 万通6403221997640************717 本人 480.0 万通 62**********6130608 男 汉族

13 新堡镇 刘庙村委会 舒吉全6421241981 642************914 舒吉全6421241981642************914 本人 420.0 舒吉全 62**********1392128 男 汉族

14 恩和镇 华寺村委会 李贵成6421241955 642************112 李贵成6421241955642************112 本人 340.0 李贵成 13**********1 男 汉族

15 大战场镇 马莲梁村委会 马继鹏6403221997 640************934 马继鹏6403221997640************934 本人 420.0 马继鹏 62**********1658804 男 回族

16 大战场镇 红宝村委会 聂转军6421241965 642************922 聂转军6421241965642************922 本人 340.0 聂转军 14**********6 女 汉族

17 大战场镇 杞海村委会 马娟6422222001 642************627 马娟6422222001642************627 本人 420.0 马娟 15**********9 女 回族

18 舟塔乡 潘营村委会 严秀花6421241939 642************140 严秀花6421241939642************140 本人 340.0 严秀花 12**********2 女 汉族

19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唐霞6421241974 642************126 李民6421241975642************117 配偶 480.0 唐霞 62**********1805193 男 汉族

20 白马乡 白马村委会 王爱琴6421241955 642************524 王爱琴6421241955642************524 本人 340.0 王爱琴 62**********6263847 女 汉族

21 白马乡 白路村委会 万秀玲6421241968 642************948 万秀玲6421241968642************948 本人 340.0 万秀玲 62**********0082380 女 汉族

22 白马乡 白路村委会 苏秀梅6421241951 642************54X 苏秀梅6421241951642************54X 本人 340.0 苏秀梅 62**********1787228 女 汉族

23 白马乡 白路村委会 窦学中6421241971 642************512 窦学中6421241971642************512 本人 340.0 窦学中 62**********1781007 男 汉族

24 白马乡 三道湖村委会 尹月芳6421241953 642************522 尹月芳6421241953642************522 本人 340.0 尹月芳 62**********1473140 女 汉族

25 白马乡 新田村委会 丁凤兰6421241948 642************543 丁凤兰6421241948642************543 本人 340.0 丁凤兰 62**********5070920 女 回族

26 白马乡 新田村委会 肖自祥6421241965 642************518 肖自祥6421241965642************518 本人 340.0 肖自祥 62**********1564502 男 汉族

27 白马乡 新田村委会 梁佐银6421241944 642************514 梁佐银6421241944642************514 本人 340.0 梁佐银 62**********1734923 男 汉族

28 白马乡 新田村委会 马成6421241947 642************555 马成6421241947642************555 本人 340.0 马成 62**********8009155 男 汉族

29 白马乡 新田村委会 马惠芹6421241969 642************548 马惠芹6421241969642************548 本人 340.0 马惠芹 62**********8337284 女 汉族

30 喊叫水乡 北沟沿村委会 马正宝6421271947 642************618 马正宝6421271947642************618 本人 340.0 马正宝 62**********1095019 男 回族

31 徐套乡 李士村委会 田兴荣6422221949 642************019 田兴荣6422221949642************019 本人 340.0 田兴荣 14**********8 男 回族



32 徐套乡 下流水村委会 金振银6421271980 642************617 金振银6421271980642************617 本人 340.0 金振银 62**********1123308 男 回族

33 徐套乡 上流水村委会 杨兴福6421271942 642************634 金秀英6421271942642************826 配偶 480.0 杨兴福 62**********6470269 女 回族

34 太阳梁乡 兴渠社区居委会 赵玉琴6421241961 642************76X 赵玉琴6421241961642************76X 本人 340.0 赵玉琴 16**********2 女 汉族

35 太阳梁乡 南塘村 田芳6422211969 642************342 田芳6422211969642************342 本人 340.0 田芳 62**********1092718 女 汉族

36 太阳梁乡 南塘村 马希仓6422211963 642************939 马希仓6422211963642************939 本人 340.0 马希仓 62**********4132364 男 回族

37 太阳梁乡 南塘村 张得芳6422261975 642************285 海文斌6422211997642************290 子女 340.0 张得芳 62**********1806442 男 回族

38 太阳梁乡 南塘村 张得芳6422261975 642************285 海文馨6422211996642************328 子女 340.0 张得芳 62**********1806442 女 回族

39 太阳梁乡 新海村 孙毅6422221962 642************215 孙毅6422221962642************215 本人 340.0 孙毅 15**********8 男 汉族

40 太阳梁乡 新海村 杨应财6422221954 642************411 杨应财6422221954642************411 本人 340.0 杨应财 14**********9 男 回族

41 太阳梁乡 新海村 张风连6422221940 642************224 张风连6422221940642************224 本人 340.0 张风连 15**********2 女 汉族

42 太阳梁乡 新海村 李小福6422222001 642************834 李小福6422222001642************834 本人 340.0 李小福 62**********5604634 男 回族

43 太阳梁乡 新海村 李小福6422222001 642************834 李小东6422221996642************877 兄弟姐妹 420.0 李小福 62**********5604634 男 回族

44 太阳梁乡 新海村 马永莲6422221955 642************42X 马永莲6422221955642************42X 本人 340.0 马永莲 18**********2 女 回族

45 太阳梁乡 隆原村 梁露露6422241995 642************625 梁露露6422241995642************625 本人 420.0 梁露露 62**********1725433 女 汉族

46 太阳梁乡 隆原村 汪正齐6422211962 642************713 汪正齐6422211962642************713 本人 340.0 汪正齐 62**********1421991 男 汉族

47 太阳梁乡 白马梁村 黄晓兰6422221960 642************226 黄晓兰6422221960642************226 本人 340.0 黄晓兰 18**********5 女 汉族

48 太阳梁乡 北湖村 田付强6422221999 642************417 田付强6422221999642************417 本人 340.0 田付旺 15**********2 男 回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