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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安镇 石桥村委会 马金云6421241962642************916 马金云 642************916 本人 340.0 马金云1483755 14**********7 男 汉族
2 宁安镇 莫嘴村委会 白兴平6421241968642************919 白兴平 642************919 本人 480.0 白兴平1507872 15**********2 男 汉族
3 宁安镇 东华村委会 周红梅6421241967642************949 周红梅 642************949 本人 340.0 周红梅1804357 18**********0 女 汉族
4 宁安镇 东华村委会 王欣6403221999640************929 王欣 640************929 本人 420.0 王 欣1916525 19**********0 女 汉族
5 宁安镇 营盘滩村委会 陈彦芳6421241977642************923 康娜 640************928 子女 480.0 陈彦芳1342244 13**********6 女 汉族
6 宁安镇 黄滨村委会 康爱芝6421241962642************320 康爱芝 642************320 本人 420.0 康爱芝1677559 16**********4 女 汉族
7 鸣沙镇 薛营村委会 万金学6421241942642************612 万金学 642************612 本人 420.0 万金学1110381 11**********1 男 汉族
8 鸣沙镇 鸣沙村委会 曹玉珍6421241961642************624 曹玉珍 642************624 本人 340.0 曹玉珍6229478800 62**********1063992 女 汉族
9 鸣沙镇 鸣沙村委会 凡金锁6421241952642************611 陈玉梅 642************629 配偶 340.0 凡金锁1442191 14**********5 女 汉族
10 鸣沙镇 二道渠村委会 焦占兴6421241973642************615 焦占兴 642************615 本人 420.0 焦占兴1043500 10**********3 男 汉族
11 鸣沙镇 李滩村委会 赵淑芳6421241953642************32X 赵淑芳 642************32X 本人 420.0 赵淑芳1402423 14**********8 女 汉族
12 鸣沙镇 李滩村委会 田淑霞6421241946642************327 田淑霞 642************327 本人 340.0 田淑霞6229478810 62**********1366800 女 汉族
13 鸣沙镇 李滩村委会 李学文6421241967642************315 李学文 642************315 本人 420.0 李学文1380679 13**********2 男 汉族
14 鸣沙镇 李滩村委会 龚金6403221991640************125 龚金 640************125 本人 480.0 龚金6229478800 62**********1660011 女 汉族
15 鸣沙镇 李滩村委会 龚金6403221991640************125 宋佳亮 640************616 子女 340.0 龚金6229478800 62**********1660011 男 汉族
16 鸣沙镇 长滩村委会 崔永汉6421241966642************317 崔永汉 642************317 本人 420.0 崔永汉1411986 14**********6 男 汉族
17 鸣沙镇 长滩村委会 刘玉兰6421241943642************327 刘玉兰 642************327 本人 420.0 刘玉兰1484675 14**********0 女 汉族
18 石空镇 张台村委会 张学琴6421241967642************326 张学琴 642************326 本人 340.0 张学琴1419132 14**********6 女 汉族
19 石空镇 立新村委会 黎治宁6421241958642************116 黎治宁 642************116 本人 340.0 黎治宁6229478800 62**********1278798 男 汉族
20 新堡镇 新堡村委会 杨宝燕6421241974642************747 杨宝燕 642************747 本人 420.0 杨宝燕1552294 15**********7 女 汉族
21 新堡镇 创业村委会 刘丽娟6421241970642************929 王曙豪 640************712 子女 340.0 刘丽娟6229478811 62**********1347468 男 汉族
22 新堡镇 刘营村委会 马静6421241969642************766 马静 642************766 本人 340.0 马静1583083 15**********1 女 汉族
23 新堡镇 刘营村委会 王月红6421241966642************746 王月红 642************746 本人 340.0 王月红1583088 15**********1 女 汉族
24 新堡镇 刘营村委会 吴彦红6421241975642************742 刘航 640************714 子女 480.0 吴彦红1830096 18**********8 男 汉族
25 新堡镇 宋营村委会 宋学勤6421241946642************719 宋学勤 642************719 本人 340.0 宋学勤1420672 14**********5 男 汉族
26 新堡镇 毛营村委会 刘文华6421241952642************733 刘文华 642************733 本人 420.0 刘文华1411344 14**********2 男 汉族
27 新堡镇 盖湾村委会 李兴山6421241955642************714 李兴山 642************714 本人 340.0 李兴山6229478810 62**********1870471 男 汉族
28 新堡镇 南湾村委会 吴月英6421241954642************724 吴月英 642************724 本人 480.0 吴月英1382805 13**********2 女 汉族
29 新堡镇 南湾村委会 肖惠芹6421241963642************769 肖惠芹 642************769 本人 420.0 肖惠芹6229478800 62**********1367542 女 汉族
30 新堡镇 南湾村委会 刘爱香6421241974642************769 刘笑薇 640************723 子女 420.0 刘爱香6229478810 62**********6463447 女 汉族
31 新堡镇 刘庄村委会 陈绪存6421241968642************713 陈绪存 642************713 本人 420.0 陈绪存6229478800 62**********1379372 男 汉族
32 新堡镇 刘庄村委会 刘月香6421241966642************724 詹文 640************733 子女 420.0 刘月香6229478800 62**********1380487 男 汉族
33 新堡镇 刘庄村委会 吴占宁6421241962642************719 吴占宁 642************719 本人 340.0 吴占宁1076219 10**********0 男 汉族
34 新堡镇 刘庄村委会 王金霞6421241966642************721 王金霞 642************721 本人 340.0 王金霞6229478800 62**********1377012 女 汉族



35 新堡镇 刘庄村委会 刘梅兰6421241942642************720 刘梅兰 642************720 本人 340.0 刘梅兰6229478810 62**********6139799 女 汉族
36 新堡镇 吴桥村委会 宋桂珍6421241953642************723 宋桂珍 642************723 本人 340.0 宋桂珍6229478800 62**********1384075 女 汉族
37 新堡镇 吴桥村委会 吴雨连6421241955642************728 吴雨连 642************728 本人 420.0 吴雨连6229478800 62**********1384182 女 汉族
38 新堡镇 吴桥村委会 李秀琴6421261973642************428 李秀琴 642************428 本人 340.0 李秀琴6229478810 62**********1306614 女 汉族
39 新堡镇 吴桥村委会 田菊香6421241951642************721 田菊香 642************721 本人 340.0 田菊香1524114 15**********6 女 汉族
40 新堡镇 吴桥村委会 吴春玲6421241961642************725 吴春玲 642************725 本人 420.0 吴春玲6229478800 62**********1806738 女 汉族
41 新堡镇 吴桥村委会 王梅英6421241956642************72X 王梅英 642************72X 本人 340.0 王梅英6229478800 62**********1381956 女 汉族
42 新堡镇 刘庙村委会 李建萍6421241959642************925 李建萍 642************925 本人 340.0 李建萍1576996 15**********8 女 汉族
43 新堡镇 刘庙村委会 谭玉清6421241952642************747 谭玉清 642************747 本人 480.0 谭玉清6229478800 62**********1391203 女 汉族
44 新堡镇 刘庙村委会 刘爱军6421241974642************916 刘爱军 642************916 本人 340.0 刘爱军6229478800 62**********1396244 男 汉族
45 新堡镇 刘庙村委会 万占福6421241957642************918 万占福 642************918 本人 340.0 万占福1584773 15**********9 男 汉族
46 新堡镇 刘庙村委会 徐浩6421241974642************931 徐浩 642************931 本人 340.0 徐浩6229478810 62**********6468271 男 汉族
47 新堡镇 刘庙村委会 徐浩6421241974642************931 徐佳慧 640************720 子女 340.0 徐浩6229478810 62**********6468271 女 汉族
48 新堡镇 刘庙村委会 冯惠兰6421241956642************921 冯惠兰 642************921 本人 420.0 冯惠兰1524783 15**********5 女 汉族
49 新堡镇 刘庙村委会 薛丹6421241970642************92X 薛丹 642************92X 本人 420.0 薛丹1425479 14**********9 女 汉族
50 恩和镇 秦庄村委会 吴凤英6421241958642************125 吴凤英 642************125 本人 340.0 吴凤英1577088 15**********5 女 汉族
51 恩和镇 秦庄村委会 吴凤英6421241958642************125 刘存成 642************110 配偶 340.0 吴凤英1577088 15**********5 男 汉族
52 恩和镇 秦庄村委会 尤文玉6421241946642************128 尤文玉 642************128 本人 340.0 尤文玉6229478810 62**********1418137 女 汉族
53 恩和镇 秦庄村委会 王秀花6421241956642************128 王秀花 642************128 本人 340.0 王秀花6229478800 62**********1407611 女 汉族
54 恩和镇 秦庄村委会 王兴芳6421241942642************127 王兴芳 642************127 本人 340.0 王兴芳6229478800 62**********1409914 女 汉族
55 恩和镇 秦庄村委会 郑发福6421241954642************134 郑发福 642************134 本人 340.0 郑发福6229478800 62**********1411936 男 汉族
56 恩和镇 秦庄村委会 李顺华6421241954642************129 李顺华 642************129 本人 340.0 李顺华6229478800 62**********1422156 女 汉族
57 恩和镇 秦庄村委会 祝国军6421241959642************118 祝国军 642************118 本人 340.0 祝国军6229478800 62**********1415044 男 汉族
58 恩和镇 秦庄村委会 万世玉6421241976642************132 张莉 620************22X 配偶 340.0 万世玉1479445 14**********0 女 汉族
59 恩和镇 秦庄村委会 来银福6421241943642************119 来银福 642************119 本人 340.0 来银福1459786 14**********7 男 汉族
60 恩和镇 秦庄村委会 来银福6421241943642************119 何秀英 642************122 配偶 340.0 来银福1459786 14**********7 女 汉族
61 恩和镇 上庄村委会 康辉6421241965642************005 康辉 642************005 本人 340.0 康辉6229478800 62**********1436594 女 汉族
62 恩和镇 上庄村委会 莫风英6421241955642************14X 莫风英 642************14X 本人 340.0 莫风英1577525 15**********5 女 汉族
63 恩和镇 恩和村委会 张玉霞6421241968642************122 张玉霞 642************122 本人 340.0 张玉霞1516553 15**********0 女 汉族
64 恩和镇 恩和村委会 陈效先6421241943642************112 陈效先 642************112 本人 340.0 陈效先1408465 14**********8 男 汉族
65 恩和镇 沙滩村委会 胡兴平6421241981642************131 胡兴平 642************131 本人 340.0 胡兴平1343941 13**********5 男 汉族
66 恩和镇 沙滩村委会 安兴祥6421241954642************133 安兴祥 642************133 本人 340.0 安兴祥1042524 10**********8 男 汉族
67 恩和镇 沙滩村委会 万中岩6421241969642************119 万中岩 642************119 本人 420.0 万中岩6229478810 62**********1892723 男 汉族
68 恩和镇 沙滩村委会 王东6421241949642************11X 王东 642************11X 本人 420.0 王东1484721 14**********6 男 汉族
69 恩和镇 沙滩村委会 王东6421241949642************11X 王艳华 640************140 孙子女 420.0 王东1484721 14**********6 女 汉族
70 恩和镇 沙滩村委会 陈风珍6421241951642************129 陈风珍 642************129 本人 340.0 陈风珍6229478810 62**********1718658 女 汉族
71 恩和镇 沙滩村委会 庞国银6421241964642************15X 庞国银 642************15X 本人 340.0 庞国银6229478810 62**********1303389 男 汉族
72 恩和镇 刘桥村委会 胡建忠6421241966642************117 胡建忠 642************117 本人 340.0 胡建忠6229478800 62**********1475162 男 汉族
73 恩和镇 刘桥村委会 郭婷6403221992640************321 郭婷 640************321 本人 340.0 郭婷6229478030 62**********1082077 女 汉族



74 恩和镇 华寺村委会 杜涛6421241974642************135 杜涛 642************135 本人 340.0 杜涛6229478811 62**********1636312 男 汉族
75 恩和镇 华寺村委会 孙竹花6421241950642************129 贾芯雅 640************126 孙子女 420.0 孙竹花1403758 14**********6 女 汉族
76 恩和镇 华寺村委会 胡月芹6421241967642************126 胡月芹 642************126 本人 340.0 胡月芹1138406 11**********5 女 汉族
77 恩和镇 华寺村委会 张吉明6421241952642************119 张吉明 642************119 本人 480.0 张吉明6229478800 62**********1486193 男 汉族
78 恩和镇 朱台村委会 吴淑玲6421241962642************120 吴淑玲 642************120 本人 340.0 吴淑玲6229478811 62**********1761006 女 汉族
79 恩和镇 朱台村委会 任善红6421241971642************112 任善红 642************112 本人 340.0 任善红1146827 11**********0 男 汉族
80 恩和镇 朱台村委会 王金凤6421241953642************123 王金凤 642************123 本人 340.0 王金凤1580804 15**********2 女 汉族
81 恩和镇 曹桥村委会 高福祥6421241960642************110 高福祥 642************110 本人 340.0 高福祥6229478800 62**********1523144 男 汉族
82 恩和镇 曹桥村委会 安志娜6403222004640************12X 安志娜 640************12X 本人 340.0 安志娜1582004 15**********2 女 汉族
83 恩和镇 曹桥村委会 陈永立6421241960642************111 陈永立 642************111 本人 420.0 陈永立6229478800 62**********1519985 男 汉族
84 恩和镇 曹桥村委会 李荣芳6403221997640************124 李荣芳 640************124 本人 340.0 李荣芳1580991 15**********8 女 汉族
85 恩和镇 曹桥村委会 郭鹏6403221984640************119 郭鹏 640************119 本人 340.0 郭鹏6229478810 62**********1726813 男 汉族
86 恩和镇 河滩村委会 方桂花6421241969642************927 方桂花 642************927 本人 340.0 方桂花6229478800 62**********1551442 女 汉族
87 恩和镇 河滩村委会 魏天荣6421241961642************914 魏天荣 642************914 本人 420.0 魏天荣6229478800 62**********1548752 男 汉族
88 恩和镇 红梧村委会 田进付6422221969642************017 田进付 642************017 本人 420.0 田进付6229478800 62**********1138983 男 回族
89 大战场镇 长山头村委会 马金芳6421241966642************326 马金芳 642************326 本人 340.0 马金芳1789306 17**********7 女 汉族
90 大战场镇 杞海村委会 马应莲6405221950640************244 李进军 642************257 孙子女 340.0 马应莲6229478811 62**********1776483 男 回族
91 舟塔乡 潘营村委会 孔建芳6421241969642************146 孔建芳 642************146 本人 340.0 孔建芳1583128 15**********1 女 汉族
92 舟塔乡 潘营村委会 张学兰6421241967642************183 张学兰 642************183 本人 340.0 张学兰1247126 12**********1 女 汉族
93 舟塔乡 潘营村委会 宋兰英6421241949642************143 宋兰英 642************143 本人 340.0 宋兰英1484859 14**********0 女 汉族
94 舟塔乡 潘营村委会 潘国喜6421241963642************111 潘国喜 642************111 本人 340.0 潘国喜1044151 10**********5 男 汉族
95 舟塔乡 上桥村委会 刘登榜6421241964642************116 刘登榜 642************116 本人 340.0 刘登榜1843387 18**********6 男 汉族
96 舟塔乡 上桥村委会 王桂珍6421241968642************120 王桂珍 642************120 本人 420.0 王桂珍1584047 15**********0 女 汉族
97 舟塔乡 上桥村委会 贾凤兰6421241955642************12X 贾凤兰 642************12X 本人 420.0 贾凤兰6229478810 62**********1418752 女 汉族
98 舟塔乡 铁渠村委会 陆金凤6421241959642************120 陆金凤 642************120 本人 420.0 陆金凤6229478800 62**********1804071 女 汉族
99 舟塔乡 铁渠村委会 李萍6405211969640************125 李萍 640************125 本人 340.0 李萍1515439 15**********0 女 汉族
100 舟塔乡 铁渠村委会 严天定6421241948642************136 严天定 642************136 本人 420.0 严天定6229478800 62**********1603045 男 汉族
101 舟塔乡 铁渠村委会 杨俊霞6421241959642************120 杨俊霞 642************120 本人 340.0 杨俊霞1462202 14**********0 女 汉族
102 舟塔乡 铁渠村委会 高淑珍6421241959642************16X 高淑珍 642************16X 本人 340.0 高淑珍6229478800 62**********1261644 女 汉族
103 舟塔乡 铁渠村委会 张吉6421241980642************12X 张吉 642************12X 本人 340.0 张吉1578334 15**********3 女 汉族
104 舟塔乡 靳崖村委会 刘霞6421241974642************144 刘霞 642************144 本人 420.0 刘霞6229478800 62**********1608325 女 汉族
105 舟塔乡 靳崖村委会 严秀玲6421241959642************121 严秀玲 642************121 本人 340.0 严秀玲1430570 14**********9 女 汉族
106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马建华6421241965642************130 马建国 642************117 兄弟姐妹 420.0 马建华6229478800 62**********1960709 男 汉族
107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陈月英6421241939642************324 陈月英 642************324 本人 420.0 陈月英1484601 14**********4 女 汉族
108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唐吉华6421241974642************359 唐吉华 642************359 本人 480.0 唐吉华1443913 14**********3 男 汉族
109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沈银焕6421241951642************130 沈银焕 642************130 本人 340.0 沈银焕1405870 14**********7 男 汉族
110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莫春英6421241947642************329 莫春英 642************329 本人 340.0 莫春英1381363 13**********1 女 汉族
111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党玉龙6421241964642************11X 党玉龙 642************11X 本人 340.0 党玉龙1460530 14**********0 男 汉族
112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何风兰6421241955642************326 何风兰 642************326 本人 340.0 何风兰1381365 13**********0 女 汉族



113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黄淑珍6421241948642************12X 黄淑珍 642************12X 本人 420.0 黄淑珍1463710 14**********5 女 汉族
114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严秀英6421241942642************323 严秀英 642************323 本人 420.0 严秀英1484628 14**********7 女 汉族
115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徐杰6403221983640************317 徐春元 640************112 子女 480.0 徐春元6229478800 62**********1633299 男 汉族
116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于正玲6421241959642************121 于正玲 642************121 本人 340.0 于正玲1790817 17**********1 女 汉族
117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康丹6405211993640************121 康丹 640************121 本人 480.0 康丹1825124 18**********8 女 汉族
118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马庆阳6421241967642************319 马庆阳 642************319 本人 340.0 马庆阳1512258 15**********5 男 汉族
119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尹春红6421241962642************327 尹春红 642************327 本人 420.0 尹春红1459711 14**********8 女 汉族
120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邵玉莲6421241941642************344 邵玉莲 642************344 本人 340.0 邵玉莲1461645 14**********8 女 汉族
121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田晓琴6421241966642************344 田晓琴 642************344 本人 420.0 田晓琴1790302 17**********4 女 汉族
122 舟塔乡 舟塔村委会 李建斌6421241977642************339 郝英芳 642************327 父母 480.0 郝英芳1484790 14**********6 女 汉族
123 舟塔乡 黄桥村委会 邹光林6421241962642************112 邹光林 642************112 本人 340.0 邹光林6229478800 62**********1659948 男 汉族
124 舟塔乡 黄桥村委会 李淑香6421231970642************727 李淑香 642************727 本人 340.0 李淑香1467907 14**********5 女 汉族
125 舟塔乡 康滩村委会 康彩霞6421241954642************349 康彩霞 642************349 本人 340.0 康彩霞1368770 13**********2 女 汉族
126 舟塔乡 康滩村委会 田金风6421241959642************329 田金风 642************329 本人 480.0 田金风1582263 15**********9 女 汉族
127 舟塔乡 康滩村委会 李玉玲6421241962642************348 李玉玲 642************348 本人 340.0 李玉玲6229478800 62**********1687444 女 汉族
128 舟塔乡 田滩村委会 陈占堂6421241958642************315 王淑花 642************323 配偶 420.0 陈占堂1043875 10**********0 女 汉族
129 舟塔乡 田滩村委会 田玉珍6421241954642************320 田玉珍 642************320 本人 340.0 田玉珍1354163 13**********0 女 汉族
130 舟塔乡 田滩村委会 田连义6421241940642************315 田连义 642************315 本人 340.0 田连义1468145 14**********8 男 汉族
131 舟塔乡 田滩村委会 田跃德6421241944642************310 田跃德 642************310 本人 420.0 田跃德6229478800 62**********1709412 男 汉族
132 舟塔乡 长桥村委会 周艳琴6421241969642************325 周艳琴 642************325 本人 420.0 周艳琴1583844 15**********3 女 汉族
133 舟塔乡 长桥村委会 王学娟6421241961642************340 王学娟 642************340 本人 340.0 王学娟6229478800 62**********1717274 女 汉族
134 舟塔乡 长桥村委会 邓红莲6421241963642************323 邓红莲 642************323 本人 340.0 邓红莲1467911 14**********1 女 汉族
135 舟塔乡 孔滩村委会 李有德6421241947642************316 田存玲 642************322 配偶 420.0 李有德1484457 14**********3 女 汉族
136 舟塔乡 孔滩村委会 尹学霞6121241973612************326 尹学霞 612************326 本人 340.0 尹学霞1524737 15**********7 女 汉族
137 舟塔乡 孔滩村委会 孔尚林6421241943642************315 史桂英 642************327 配偶 420.0 孔尚林1459712 14**********9 女 汉族
138 舟塔乡 孔滩村委会 陈天祥6421241946642************314 陈天祥 642************314 本人 420.0 陈天祥1397706 13**********9 男 汉族
139 舟塔乡 孔滩村委会 潘自立6421241967642************334 王艳红 642************32X 配偶 480.0 潘自立1340042 13**********3 女 汉族
140 舟塔乡 孔滩村委会 李福荣6421241964642************314 李福荣 642************314 本人 340.0 李福荣1584339 15**********0 男 汉族
141 舟塔乡 孔滩村委会 万建霞6421241972642************366 万建霞 642************366 本人 340.0 万建霞1378697 13**********1 女 汉族
142 白马乡 白马村委会 董付业6421241941642************53X 董付业 642************53X 本人 420.0 董付业1419512 14**********5 男 汉族
143 白马乡 白马村委会 方玉珍6421241949642************520 方玉珍 642************520 本人 340.0 方玉珍6229478800 62**********1267328 女 汉族
144 白马乡 白马村委会 田学玲6421241949642************525 孙明才 642************531 配偶 340.0 田学玲6229478800 62**********1756504 男 汉族
145 白马乡 朱路村委会 杨志娟6421241972642************521 杨志娟 642************521 本人 340.0 杨志娟6229478800 62**********1767576 女 汉族
146 白马乡 朱路村委会 石学芳6421241948642************521 石学芳 642************521 本人 340.0 石学芳1484444 14**********1 女 汉族
147 白马乡 白路村委会 吴桂兰6421241945642************526 吴桂兰 642************526 本人 340.0 吴桂兰1449233 14**********2 女 汉族
148 白马乡 三道湖村委会 万桂英6421241948642************526 万桂英 642************526 本人 340.0 万桂英6229478810 62**********1874711 女 汉族
149 白马乡 三道湖村委会 张建功6421241947642************515 张建功 642************515 本人 420.0 张建功1448426 14**********6 男 汉族
150 白马乡 三道湖村委会 刘希琦6421241946642************53X 刘希琦 642************53X 本人 420.0 刘希琦1484352 14**********1 男 汉族
151 白马乡 三道湖村委会 高风英6421241942642************524 高风英 642************524 本人 340.0 高风英1399428 13**********9 女 汉族



152 白马乡 三道湖村委会 宋秀英6421241943642************523 宋秀英 642************523 本人 420.0 宋秀英1351839 13**********1 女 汉族
153 白马乡 新田村委会 王存莲6421241966642************528 王存莲 642************528 本人 480.0 王存莲6229478810 62**********1974586 女 汉族
154 余丁乡 石空村委会 李学锋6421241966642************935 李学锋 642************935 本人 420.0 李学锋1415597 14**********3 男 汉族
155 余丁乡 时庄村委会 王财荣6421241965642************919 王财荣 642************919 本人 420.0 王财荣1583582 15**********8 男 汉族
156 喊叫水乡 马家塘村委会 马鹏程6405212006640************611 马鹏程 640************611 本人 420.0 马鹏程1691833 16**********0 男 回族
157 喊叫水乡 喊叫水村委会 张俊知6421271945642************618 张俊知 642************618 本人 340.0 张俊知6229478800 62**********1117524 男 汉族
158 喊叫水乡田家套子村委会马桂花6421271943642************628 马桂花 642************628 本人 420.0 马桂花6229478800 62**********1599341 女 回族
159 徐套乡 田家滩村委会 杨登云6421271940642************816 杨登云 642************816 本人 480.0 杨登云1484546 14**********6 男 回族
160 徐套乡 田家滩村委会 李宗英6421271942642************648 李宗英 642************648 本人 480.0 李宗英1484448 14**********5 女 回族
161 徐套乡 田家滩村委会 杨彦清6421271942642************817 杨彦清 642************817 本人 480.0 杨彦清1485030 14**********5 男 回族
162 徐套乡 田家滩村委会 金秀风6421271942642************620 金秀风 642************620 本人 480.0 金秀风6229478800 62**********1181736 女 回族
163 徐套乡 新庄子村委会 周文玉6421271939642************612 周文玉 642************612 本人 480.0 周文玉1484641 14**********1 男 回族
164 徐套乡 上流水村委会 黑梅英6421271942642************645 黑梅英 642************645 本人 340.0 黑梅英1505905 15**********5 女 回族
165 太阳梁乡 南塘村 马荣清6422211951642************510 马荣清 642************510 本人 340.0 马荣清1704376 17**********1 男 汉族
166 太阳梁乡 新海村 马仲刚6422221941642************818 马仲刚 642************818 本人 340.0 马仲刚1501535 15**********1 男 回族
167 太阳梁乡 德盛村 庞国玺6422211944642************376 庞国玺 642************376 本人 340.0 庞国玺6229478800 62**********1563750 男 汉族
168 太阳梁乡 德盛村 樊双成6422251965642************214 樊双成 642************214 本人 480.0 樊双成6229478811 62**********1693255 男 汉族
169 太阳梁乡 白马梁村 刘秀梅6422221951642************42X 刘秀梅 642************42X 本人 480.0 刘秀梅6229478810 62**********0054678 女 汉族
170 太阳梁乡 北湖村 杨志英6422221946642************423 杨志英 642************423 本人 340.0 李志福1010758 10**********3 女 回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