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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鸣沙镇 黄营村委会 王治祥 642************656 王瑞贤6403221986 640************618 子女 420.0 王治祥1411933 14**********0 男 汉族
2 鸣沙镇 黄营村委会 高生贵 642************610 黄秀英6421241944 642************624 配偶 340.0 高生贵1483997 14**********1 女 汉族
3 鸣沙镇 黄营村委会 赵吉琴 642************627 赵吉琴6421241971 642************627 本人 420.0 赵吉琴6229478800 62**********1036840 女 汉族
4 鸣沙镇 黄营村委会 李宁成 642************610 李宁成6421241943 642************610 本人 340.0 李宁成6229478810 62**********1104194 男 汉族
5 鸣沙镇 黄营村委会 冯安东 642************615 冯安东6421241961 642************615 本人 340.0 冯安东6229478800 62**********1034826 男 汉族
6 鸣沙镇 薛营村委会 胡秋红 640************549 胡秋红6403221983 640************549 本人 420.0 胡秋红6229478810 62**********6422336 女 汉族
7 鸣沙镇 薛营村委会 吴采微 640************620 吴采微6405212010 640************620 本人 420.0 吴采微6229478800 62**********1056566 女 汉族
8 鸣沙镇 薛营村委会 王华 642************617 王华6421241956 642************617 本人 340.0 王华6229478810 62**********6421254 男 汉族
9 鸣沙镇 鸣沙村委会 余建新 642************632 余建新6421241975 642************632 本人 420.0 余建新6229478810 62**********6955111 男 汉族
10 鸣沙镇 鸣沙村委会 王桂芳 642************121 王桂芳6421241951 642************121 本人 340.0 王桂芳6229478810 62**********1424476 女 汉族
11 鸣沙镇 鸣沙村委会 毛广林 642************610 毛力6403221988 640************617 子女 420.0 毛广林1276332 12**********3 男 汉族
12 鸣沙镇 二道渠村委会 李银霞 642************629 李银霞6421241975 642************629 本人 340.0 李银霞6229478810 62**********6454115 女 汉族
13 鸣沙镇 二道渠村委会 曹杰 640************631 曹杰6403221989 640************631 本人 420.0 曹杰6229478810 62**********6242759 男 汉族
14 鸣沙镇 李滩村委会 李帮彦 642************310 李帮彦6421241952 642************310 本人 340.0 李帮彦6229478800 62**********1126302 男 汉族
15 鸣沙镇 李滩村委会 陆全斌 642************319 陆全斌6421241968 642************319 本人 340.0 陆全斌6229478810 62**********1884910 男 汉族
16 鸣沙镇 长滩村委会 聂风英 642************329 聂风英6421241949 642************329 本人 420.0 聂风英6229478810 62**********6234343 女 汉族
17 鸣沙镇 长滩村委会 赵玉花 642************347 陈玉红6421241967 642************329 儿媳 340.0 赵玉花6229478800 62**********1149742 女 汉族
18 鸣沙镇 长滩村委会 任天礼 642************31X 任天礼6421241954 642************31X 本人 340.0 任天礼6229478800 62**********1162018 男 汉族
19 鸣沙镇 长滩村委会 李志华 642************31X 李志华6421241979 642************31X 本人 340.0 李志华6229478800 62**********1168791 男 汉族
20 鸣沙镇 长鸣村委会 张玉霞 642************727 张玉霞6421241961 642************727 本人 340.0 张玉霞6229478800 62**********1184483 女 汉族
21 鸣沙镇 长鸣村委会 李丽 642************141 李丽6421241981 642************141 本人 420.0 李丽6229478800 62**********1250456 女 汉族
22 鸣沙镇 长鸣村委会 潘桂兰 642************725 潘桂兰6421241958 642************725 本人 340.0 潘桂兰6229478800 62**********1190985 女 汉族
23 鸣沙镇 长鸣村委会 龙太宁 642************714 龙太宁6421241968 642************714 本人 340.0 龙太宁6229478800 62**********1180937 男 汉族
24 鸣沙镇 长鸣村委会 毛义涵 640************618 毛义涵6405212013 640************618 本人 340.0 毛义涵6229478810 62**********1099631 男 汉族
25 鸣沙镇 长鸣村委会 吴凤兰 642************721 吴凤兰6421241948 642************721 本人 340.0 吴凤兰6229478810 62**********5631960 女 汉族
26 石空镇 张台村委会 王欣 640************921 王欣6405211993 640************921 本人 340.0 王欣6229478800 62**********1245010 女 汉族
27 石空镇 张台村委会 何生华 642************317 何生华6421241956 642************317 本人 340.0 何生华6229478810 62**********1223013 男 汉族
28 石空镇 史营村委会 赵鹏 640************313 赵鹏6403221986 640************313 本人 420.0 赵鹏6229478800 62**********1220691 男 汉族
29 石空镇 关帝村委会 万发荣 642************310 万发荣6421241949 642************310 本人 340.0 万发荣6229478800 62**********1240699 男 汉族
30 石空镇 高山寺村委会 周治虎 642************113 周治虎6421241959 642************113 本人 340.0 周治虎6229478810 62**********6473586 男 汉族
31 石空镇 白马湖村委会 霍丽芳 642************140 霍丽芳6421241969 642************140 本人 340.0 霍丽芳6229478800 62**********1323149 女 汉族
32 石空镇 新渠稍村委会 陆凤霞 642************126 陆凤霞6421241960 642************126 本人 340.0 陆凤霞6229478800 62**********1334146 女 汉族
33 石空镇 新渠稍村委会 黄凤莲 642************122 黄凤莲6421241946 642************122 本人 340.0 黄凤莲6229478800 62**********1331233 女 汉族
34 新堡镇 新堡村委会 潘顺霞 642************127 潘顺霞6421241970 642************127 本人 420.0 潘顺霞1391615 13**********0 女 汉族



35 新堡镇 宋营村委会 任桂芝 642************726 任桂芝6421241966 642************726 本人 420.0 任桂芝6229478800 62**********1353591 女 汉族
36 新堡镇 宋营村委会 毛生义 642************719 毛生义6421241959 642************719 本人 340.0 毛生义6229478800 62**********1354102 男 汉族
37 新堡镇 盖湾村委会 邵婧楠 640************728 邵婧楠6403221997 640************728 本人 420.0 邵婧楠6229478810 62**********6946615 女 汉族
38 新堡镇 南湾村委会 向玉贵 642************712 向玉贵6421241960 642************712 本人 340.0 向玉贵6229478800 62**********1695156 男 汉族
39 新堡镇 南湾村委会 徐月香 642************721 徐月香6421241958 642************721 本人 340.0 徐月香6229478810 62**********6946698 女 汉族
40 新堡镇 刘庄村委会 吴学花 642************720 吴学花6421241961 642************720 本人 420.0 吴学花6229478800 62**********1380867 女 汉族
41 新堡镇 吴桥村委会 陈彩云 642************825 陈彩云6421241966 642************825 本人 420.0 陈彩云6229478810 62**********5631473 女 汉族
42 新堡镇 吴桥村委会 魏国银 642************735 万红6421241962 642************74X 配偶 480.0 魏国银6229478800 62**********1386500 女 汉族
43 新堡镇 吴桥村委会 吴治河 642************712 吴 达6403221999 640************730 子女 480.0 吴治河6229478810 62**********7082204 男 汉族
44 新堡镇 刘庙村委会 徐凤兰 642************942 徐凤兰6421241948 642************942 本人 420.0 徐凤兰1460322 14**********9 女 汉族
45 恩和镇 恩和村委会 陈学汉 642************119 陈学汉6421241965 642************119 本人 340.0 陈学汉6229478811 62**********1945746 男 汉族
46 恩和镇 恩和村委会 孔金香 642************146 孔金香6421241957 642************146 本人 480.0 孔金香6229478800 62**********1438913 女 汉族
47 恩和镇 华寺村委会 张万录 642************155 张万录6421241964 642************155 本人 480.0 张万录6229478810 62**********5067975 男 汉族
48 恩和镇 朱台村委会 任建虎 640************113 任建虎6403221986 640************113 本人 480.0 任建虎6229478810 62**********6475128 男 汉族
49 恩和镇 朱台村委会 李丽 640************322 李丽6403221990 640************322 本人 480.0 李丽6229478810 62**********6461482 女 汉族
50 恩和镇 红梧村委会 陈亮 642************654 陈亮6421241968 642************654 本人 420.0 陈亮6229478800 62**********1675760 男 汉族
51 恩和镇 红梧村委会 王治银 642************512 王治银6421241954 642************512 本人 420.0 王治银6229478800 62**********1768913 男 汉族
52 大战场镇 东盛村委会 马成军 640************114 马成军6403221982 640************114 本人 480.0 马成军6229478310 62**********0139880 男 回族
53 大战场镇 杞海村委会 杨百森 642************21X 杨百森6422221990 642************21X 本人 480.0 杨百森6229478800 62**********5601895 男 回族
54 白马乡 白马村委会 曹伏元 642************511 曹伏元6421241969 642************511 本人 340.0 曹伏元6229478800 62**********1760688 男 汉族
55 白马乡 白马村委会 曹伏元 642************511 陈会芹6421241966 642************529 配偶 340.0 曹伏元6229478800 62**********1760688 女 汉族
56 余丁乡 永兴村委会 王梓涵 640************924 王梓涵6405212012 640************924 本人 340.0 王梓涵6229478811 62**********1681185 女 汉族
57 余丁乡 永兴村委会 严风岐 642************938 严湘6405212012 640************928 孙子女 480.0 严风岐1578923 15**********6 女 汉族
58 余丁乡 永兴村委会 严风岐 642************938 严冉6405212010 640************947 孙子女 480.0 严风岐1578923 15**********6 女 汉族
59 余丁乡 黄羊村委会 刘稼媛 640************928 刘稼媛6405212015 640************928 本人 480.0 刘稼媛6229478810 62**********1127484 女 汉族
60 余丁乡 余丁村委会 雍文玲 642************921 雍文玲6421241954 642************921 本人 340.0 雍文玲6229478800 62**********1857666 女 汉族
61 余丁乡 余丁村委会 范金铃 640************942 张天保6405212008 640************917 子女 420.0 范金铃6229478810 62**********6129956 男 汉族
62 余丁乡 金沙村委会 张志国 642************919 张军6403221987 640************911 子女 480.0 张志国6229478800 62**********1897902 男 汉族
63 余丁乡 金沙村委会 张涛 640************911 张涛6403221983 640************911 本人 420.0 张涛6229478811 62**********1301764 男 汉族
64 余丁乡 石空村委会 杨丛林 642************911 杨丛林6421241968 642************911 本人 480.0 杨丛林6230958600 62**********1513112 男 汉族
65 余丁乡 石空村委会 田浩 642************91X 田浩6421241981 642************91X 本人 420.0 田浩6229478800 62**********1905960 男 汉族
66 余丁乡 石空村委会 雍金虎 640************935 雍金虎6403221987 640************935 本人 420.0 雍金虎6229478800 62**********1921603 男 汉族
67 余丁乡 石空村委会 王钊 640************91X 王钊6403221993 640************91X 本人 340.0 王钊6229478810 62**********6469329 男 汉族
68 余丁乡 石空村委会 崔永贵 640************91X 崔永贵6403221986 640************91X 本人 420.0 崔永贵6229478811 62**********1012883 男 汉族
69 余丁乡 石空村委会 崔永贵 640************91X 崔欣茹6405212011 640************924 子女 420.0 崔永贵6229478811 62**********1012883 女 汉族
70 余丁乡 时庄村委会 王明 640************912 王明6403221997 640************912 本人 480.0 王明6229478810 62**********6946839 男 汉族
71 余丁乡 时庄村委会 王思滢 640************92X 王思滢6405212012 640************92X 本人 420.0 王思滢6229478810 62**********2024716 女 汉族
72 徐套乡 大台子村委会 黑占忠 642************617 黑占忠6421271965 642************617 本人 340.0 黑占忠6229478800 62**********1169830 男 回族
73 徐套乡 大台子村委会 黑小银 640************690 黑小银6403241988 640************690 本人 340.0 黑小银6229478811 62**********1549925 男 回族



74 徐套乡 下流水村委会 石花 642************627 石花6421271963 642************627 本人 340.0 石花6229478800 62**********1909250 女 回族
75 徐套乡 下流水村委会 田彦莲 642************045 田彦莲6422221982 642************045 本人 340.0 田彦莲6229478800 62**********1511973 女 回族
76 徐套乡 下流水村委会 文万贵 642************818 文万贵6421271951 642************818 本人 340.0 文万贵6229478800 62**********1121302 男 回族
77 太阳梁乡兴渠社区居委会 刘统胜 642************458 刘斌6422211992 642************450 子女 420.0 刘统胜1578142 15**********0 男 汉族
78 太阳梁乡兴渠社区居委会 杜玉兰 642************465 林小军6422211979 642************457 子女 340.0 杜玉兰1629464 16**********1 男 汉族
79 太阳梁乡兴渠社区居委会 杨树荣 642************711 杨树荣6421241980 642************711 本人 420.0 杨树荣6229478030 62**********1091632 男 汉族
80 太阳梁乡兴渠社区居委会 刘红芳 642************941 刘红芳6422211963 642************941 本人 420.0 刘红芳6229478800 62**********1855891 女 汉族
81 太阳梁乡 南塘村 陈小梅 642************58X 陈小梅6422211970 642************58X 本人 340.0 陈小梅6229478800 62**********4839411 女 回族
82 太阳梁乡 南塘村 马媛 640************128 马媛6405212020 640************128 本人 420.0 马媛6229478811 62**********1998066 女 回族
83 太阳梁乡 南塘村 贾欣雨 640************324 贾欣雨6404022014 640************324 本人 340.0 贾欣雨6229478810 62**********6227339 女 回族
84 太阳梁乡 南塘村 穆占鹏 640************815 穆占鹏6405222009 640************815 本人 340.0 穆占鹏6229478800 62**********5949657 男 回族
85 太阳梁乡 南塘村 鲜影枫 640************116 鲜影枫6405212019 640************116 本人 420.0 鲜影枫6229478810 62**********5061374 男 回族
86 太阳梁乡 南塘村 尹志玲 642************444 尹志玲6422221958 642************444 本人 420.0 尹志玲6229478800 62**********5910600 女 汉族
87 太阳梁乡 南塘村 张建军 642************415 张建军6422221952 642************415 本人 420.0 张建军6422221952 64**********154415 男 汉族
88 太阳梁乡 南塘村 田义梅 642************42X 王世虎6422211955 642************41X 配偶 420.0 田义梅1829812 18**********6 男 回族
89 太阳梁乡 南塘村 马连英 642************943 马连英6422211945 642************943 本人 340.0 马连英6229478800 62**********4127802 女 回族
90 太阳梁乡 南塘村 周雨晟 640************118 周雨晟6405212020 640************118 本人 420.0 周雨晟6229478811 62**********1973979 男 回族
91 太阳梁乡 南塘村 杨百娥 642************819 杨百娥6422221992 642************819 本人 340.0 杨百娥6229478800 62**********5992279 男 回族
92 太阳梁乡 新海村 金保福 642************813 田风英6422221946 642************866 配偶 340.0 金保福1501786 15**********8 女 回族
93 太阳梁乡 新海村 李永花 642************423 田英6405212014 640************720 子女 340.0 李永花6229478800 62**********5280104 女 回族
94 太阳梁乡 新海村 李永花 642************423 田凯文6405212016 640************719 子女 340.0 李永花6229478800 62**********5280104 男 回族
95 太阳梁乡 新海村 李永花 642************423 田丽6405212012 640************728 子女 340.0 李永花6229478800 62**********5280104 女 回族
96 太阳梁乡 新海村 李梅 640************622 李梅6405221993 640************622 本人 480.0 李梅6229478811 62**********1138324 女 回族
97 太阳梁乡 新海村 姚登花 642************585 姚登花6422211958 642************585 本人 420.0 姚登花6229478800 62**********4971985 女 汉族
98 太阳梁乡 新海村 买宏仁 642************950 买宏仁6422211972 642************950 本人 420.0 买宏仁6229478800 62**********5782752 男 回族
99 太阳梁乡 新海村 李玉珍 642************945 白孝功6422211949 642************937 配偶 340.0 李玉珍6229478800 62**********5526555 男 汉族
100 太阳梁乡 新海村 胡志强 642************578 胡志强6422211976 642************578 本人 420.0 胡志强6229478800 62**********4970839 男 汉族
101 太阳梁乡 新海村 马正莲 642************305 马志霞6422211983 642************301 儿媳 480.0 马正莲6229478800 62**********4251007 女 回族
102 太阳梁乡 新海村 丸克芳 642************584 李贵文6422211953 642************579 配偶 420.0 丸克芳6229478800 62**********4511192 男 汉族
103 太阳梁乡 新海村 马治梅 640************525 马治梅6404021981 640************525 本人 420.0 马治梅6229478800 62**********4781293 女 回族
104 太阳梁乡 新海村 闫云 640************41X 闫云6405222004 640************41X 本人 340.0 闫云6229478800 62**********5198866 男 回族
105 太阳梁乡 新海村 刘士莲 642************587 刘士莲6422211955 642************587 本人 420.0 刘士莲6229478810 62**********1835903 女 汉族
106 太阳梁乡 隆原村 贾兰芳 642************544 贾兰芳6422211984 642************544 本人 340.0 贾兰芳6229478810 62**********1027759 女 回族
107 太阳梁乡 隆原村 贾兰芳 642************544 宋志银6422211979 642************639 配偶 340.0 贾兰芳6229478810 62**********1027759 男 汉族
108 太阳梁乡 隆原村 贾兰芳 642************544 宋金霞6405212021 640************121 父母 340.0 贾兰芳6229478810 62**********1027759 女 回族
109 太阳梁乡 隆原村 贾兰芳 642************544 马金萍6404022008 640************628 父母 340.0 贾兰芳6229478810 62**********1027759 女 回族
110 太阳梁乡 隆原村 何晓红 642************660 何晓红6422211966 642************660 本人 420.0 何晓红6229478800 62**********1206251 女 汉族
111 太阳梁乡 隆原村 杨宗海 642************653 杨宗海6422241971 642************653 本人 420.0 杨宗海6229478800 62**********8235534 男 汉族
112 太阳梁乡 隆原村 刘杰 640************015 刘杰6404022008 640************015 本人 340.0 刘杰6229478800 62**********1421835 男 汉族



113 太阳梁乡 隆原村 王金花 642************100 王金花6422211985 642************100 本人 480.0 王金花6229478811 62**********1555567 女 汉族
114 太阳梁乡 隆原村 陈翻过 642************848 陈翻过6422241966 642************848 本人 420.0 陈翻过6229478800 62**********1200940 女 汉族
115 太阳梁乡 隆原村 雷玉新 642************789 雷玉新6422212003 642************789 本人 340.0 雷玉新6229478800 62**********1213885 女 汉族
116 太阳梁乡 隆原村 雷玉新 642************789 雷玉婷6404022005 640************047 兄弟姐妹 340.0 雷玉新6229478800 62**********1213885 女 汉族
117 太阳梁乡 隆原村 雷玉新 642************789 雷国庆6404022009 640************017 兄弟姐妹 340.0 雷玉新6229478800 62**********1213885 男 汉族
118 太阳梁乡 隆原村 赵西禄 642************03X 赵西禄6422241955 642************03X 本人 420.0 赵西禄6229478800 62**********1964321 男 汉族
119 太阳梁乡 德盛村 赵红红 642************821 赵红红6422241982 642************821 本人 420.0 赵红红6229478810 62**********6453745 女 汉族
120 太阳梁乡 德盛村 王锁娃 642************956 王锁娃6422211963 642************956 本人 420.0 王锁娃6229478800 62**********1202979 男 汉族
121 太阳梁乡 德盛村 李耀安 642************933 李耀安6422211943 642************933 本人 420.0 李耀安6229478800 62**********1422338 男 汉族
122 太阳梁乡 德盛村 王国栋 642************339 王璟宏6405212019 640************112 孙子女 420.0 王国栋6229478800 62**********1417494 男 汉族
123 太阳梁乡 德盛村 柳东林 642************617 柳东林6422241968 642************617 本人 340.0 柳东林6229478810 62**********6453851 男 汉族
124 太阳梁乡 德盛村 何进谦 642************215 何进谦6422251966 642************215 本人 340.0 何进谦6229478800 62**********1039974 男 汉族
125 太阳梁乡 兴源村 丁玲芳 642************226 丁玲芳6422251969 642************226 本人 420.0 丁玲芳6229478811 62**********1665915 女 回族
126 太阳梁乡 兴源村 于桂莲 642************426 于桂莲6422251948 642************426 本人 420.0 于桂莲6229478800 62**********1205030 女 回族
127 太阳梁乡 白马梁村 张治安 640************614 张治安6405221951 640************614 本人 480.0 张治安6229478811 62**********1659095 男 汉族
128 太阳梁乡 白马梁村 杨廷芳 642************940 杨廷芳6422211958 642************940 本人 420.0 杨廷芳6229478800 62**********5092911 女 汉族
129 太阳梁乡 白马梁村 杨青菊 642************442 杨青菊6422221967 642************442 本人 420.0 杨青菊6229478810 62**********0088023 女 汉族
130 太阳梁乡 白马梁村 吴丙章 642************618 吴丙章6422221950 642************618 本人 340.0 吴丙章6229478800 62**********5833280 男 汉族
131 太阳梁乡 白马梁村 吴丙章 642************618 李志花6422221950 642************623 配偶 340.0 吴丙章6229478800 62**********5833280 女 汉族
132 太阳梁乡 白马梁村 李建生 642************614 李建生6422221972 642************614 本人 340.0 李建生6229478800 62**********5653168 男 汉族
133 太阳梁乡 白马梁村 郑勇 642************410 郑勇6422221983 642************410 本人 420.0 郑勇6229478800 62**********5314433 男 汉族
134 太阳梁乡 北湖村 田风鹏 642************415 田风鹏6422221948 642************415 本人 340.0 田风鹏6229478810 62**********6245547 男 回族
135 太阳梁乡 北湖村 穆怀兰 642************227 穆怀兰6422221987 642************227 本人 480.0 穆怀兰6229478800 62**********5984920 女 回族
136 太阳梁乡 北湖村 李成祥 642************413 李成祥6422221946 642************413 本人 420.0 李成祥6229478800 62**********5918173 男 回族
137 太阳梁乡 北湖村 柯文满 642************433 柯文满6422221980 642************433 本人 420.0 柯文满6229478810 62**********6451137 男 回族
138 太阳梁乡 北湖村 张鹏花 642************424 张鹏花6422221980 642************424 本人 420.0 张鹏花6229478800 62**********5285301 女 回族
139 太阳梁乡 北湖村 王兰 642************846 王兰6422222003 642************846 本人 420.0 王兰6229478800 62**********5983062 女 回族
140 太阳梁乡 北湖村 田文杰 640************119 田文杰6405212021 640************119 本人 420.0 田小虎6229478810 62**********5077511 男 回族
141 太阳梁乡 北湖村 李玉玺 642************015 李玉玺6422221954 642************015 本人 340.0 李玉玺6229478800 62**********5531695 男 回族
142 太阳梁乡 北湖村 马维莲 642************320 马维莲6422231999 642************320 本人 340.0 马维莲6229478810 62**********6422245 女 回族
143 太阳梁乡 北湖村 罗丙成 642************812 闫风英6422221959 642************823 配偶 340.0 闫风英6229478810 62**********6128750 女 回族
144 太阳梁乡 北湖村 李志香 642************420 李志香6422221977 642************420 本人 420.0 李志香6229478800 62**********5288967 女 回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