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2月农村低保金发放名单

户主姓名 保障类别 保障人口 发放金额:元 所在街镇 所在村社区
王向如 二档 2 1100 骊山街道 西街村委会
武妙亭 二档 1 700 骊山街道 西街村委会
杨小琴 二档 2 1100 骊山街道 西街村委会
王延娜 三档 5 2350 骊山街道 西街村委会
薛秋娃 三档 5 2500 骊山街道 西街村委会
张安莉 二档 1 700 骊山街道 东街村委会
刘园园 一档 1 770 骊山街道 东街村委会
余二鹏 二档 4 1900 骊山街道 胡王村委会
白小和 二档 4 2150 骊山街道 胡王村委会
陈拉子 二档 3 1650 骊山街道 胡王村委会
岳陆军 二档 6 3200 骊山街道 胡王村委会
李海荣 二档 2 1100 骊山街道 胡王村委会
王珍 二档 3 1700 骊山街道 胡王村委会
张石头 二档 2 1250 骊山街道 胡王村委会
王满盈 二档 1 400 骊山街道 胡王村委会
张琦 三档 1 630 骊山街道 胡王村委会
刘齐整 二档 2 1100 骊山街道 胡王村委会
张波 二档 3 1700 骊山街道 胡王村委会
岳院朋 一档 3 1910 骊山街道 胡王村委会
岳新红 一档 1 770 骊山街道 胡王村委会
冯法娃 三档 2 960 骊山街道 胡王村委会
岳小钢 三档 4 1720 骊山街道 胡王村委会
李建荣 三档 2 1010 骊山街道 胡王村委会
程华峰 二档 2 1000 骊山街道 陈沟村委会
郑斌 二档 2 1250 骊山街道 陈沟村委会
贾刚 一档 2 1090 骊山街道 陈沟村委会
唐菊侠 一档 1 470 骊山街道 陈沟村委会
种恩丝 二档 2 950 骊山街道 东安村委会
程变变 二档 2 1100 秦陵街道 砖房村委会
李争娃 二档 3 1500 秦陵街道 砖房村委会
郑小娟 二档 2 800 秦陵街道 砖房村委会
王彩娃 二档 1 400 秦陵街道 砖房村委会
杨小朋 二档 3 1500 秦陵街道 砖房村委会
张亚利 二档 4 1800 秦陵街道 砖房村委会
房朝阳 三档 3 990 秦陵街道 砖房村委会
房发过 二档 2 800 秦陵街道 砖房村委会
宁蒙 三档 3 1390 秦陵街道 砖房村委会
董和平 三档 4 1770 秦陵街道 秦陵村委会
岳光芒 二档 4 2000 秦陵街道 秦陵村委会
王好样 二档 1 400 秦陵街道 秦陵村委会
周彩兰 二档 2 1100 秦陵街道 秦陵村委会
赵康娃 三档 5 1950 秦陵街道 秦陵村委会
朱修现 二档 4 1750 秦陵街道 秦陵村委会
刘江利 三档 3 1190 秦陵街道 秦陵村委会
董风侠 二档 2 950 秦陵街道 秦陵村委会
陈梦瑶 二档 1 600 秦陵街道 秦陵村委会
董少波 二档 4 2300 秦陵街道 秦陵村委会
陈双权 三档 1 630 秦陵街道 秦陵村委会



刘永林 三档 3 1290 秦陵街道 杨家村委会
杜龙龙 三档 3 1290 秦陵街道 杨家村委会
李生信 三档 2 660 秦陵街道 杨家村委会
朱桂亭 三档 3 1340 秦陵街道 杨家村委会
李文武 三档 2 1110 秦陵街道 杨家村委会
郑忙忙 三档 1 330 秦陵街道 杨家村委会
尚志义 二档 2 1250 秦陵街道 杨家村委会
刘海合 三档 3 1140 秦陵街道 杨家村委会
焦毛许 三档 4 1620 秦陵街道 杨家村委会
庞明明 二档 4 180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张强县 二档 3 150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杨运动 二档 2 140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张田娃 三档 3 99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王秋侠 二档 2 110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庞建华 二档 1 55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庞争来 三档 1 33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姚侠侠 三档 1 33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王豹子 三档 3 129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和康锋 二档 1 70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孙来来 三档 3 114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孙胜利 三档 1 63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杨招弟 二档 2 110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程娟盈 三档 3 134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张桃 三档 2 66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陈英侠 三档 3 99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庞步民 三档 2 66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孙宪峰 三档 3 129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孙龙龙 三档 2 96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庞鹏飞 三档 1 33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焦欠女 二档 3 180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李平平 三档 3 990 秦陵街道 秦俑村委会
陈广玉 二档 2 1100 秦陵街道 孙马村委会
邢亚能 二档 2 1000 秦陵街道 孙马村委会
安秋娃 二档 3 1500 秦陵街道 孙马村委会
孙仲启 三档 4 1320 秦陵街道 孙马村委会
孙林生 二档 3 1800 秦陵街道 孙马村委会
孙高娃 二档 2 1100 秦陵街道 孙马村委会
王新峰 三档 4 1320 秦陵街道 孙马村委会
王亚倩 二档 2 1000 秦陵街道 孙马村委会
王淑兰 二档 2 1250 秦陵街道 鱼池村委会
吴掌印 三档 3 1140 秦陵街道 鱼池村委会
吴毕文 二档 1 400 秦陵街道 鱼池村委会
李红章 三档 4 1820 秦陵街道 鱼池村委会
吴羲武 三档 3 1140 秦陵街道 鱼池村委会
李小串 三档 3 1190 秦陵街道 鱼池村委会
房记生 三档 1 630 秦陵街道 鱼池村委会
吴民生 三档 2 960 秦陵街道 鱼池村委会
房六京 三档 1 330 秦陵街道 鱼池村委会
吴红卫 三档 5 2100 秦陵街道 鱼池村委会
吴建成 三档 7 2460 秦陵街道 鱼池村委会
陈宏勃 二档 5 2500 秦陵街道 鱼池村委会



房笼洲 三档 4 1720 秦陵街道 鱼池村委会
吴江 三档 4 1720 秦陵街道 鱼池村委会
雷立 三档 4 1720 秦陵街道 鱼池村委会
毛延飞 二档 2 1000 秦陵街道 毛家村委会
赵萍英 三档 4 1820 秦陵街道 毛家村委会
毛革道 三档 3 990 秦陵街道 毛家村委会
陈莲芳 二档 1 400 秦陵街道 毛家村委会
毛牛娃 三档 5 2500 秦陵街道 毛家村委会
曾宁利 三档 5 2100 秦陵街道 毛家村委会
杨赞妮 三档 3 1190 秦陵街道 毛家村委会
毛国来 三档 4 1920 秦陵街道 毛家村委会
毛文虎 三档 5 2150 秦陵街道 毛家村委会
吴选民 二档 3 1200 秦陵街道 上陈村委会
王民生 三档 3 1140 秦陵街道 上陈村委会
王益民 二档 6 3400 秦陵街道 上陈村委会
宋整社 三档 3 1290 秦陵街道 上陈村委会
凌飞 二档 2 1000 秦陵街道 上陈村委会
郑三良 二档 1 400 秦陵街道 上陈村委会
王双育 三档 1 330 秦陵街道 上陈村委会
安晓辉 三档 4 1620 秦陵街道 上陈村委会
凌争娃 三档 4 1820 秦陵街道 上陈村委会
宋鹏波 三档 3 1190 秦陵街道 上陈村委会
董选像 三档 4 1620 秦陵街道 上陈村委会
姚风贤 三档 1 480 秦陵街道 上陈村委会
郑利明 三档 1 630 秦陵街道 上陈村委会
赵荣生 三档 2 96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任蒲城 二档 3 170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王耀斌 三档 4 182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房淑玲 三档 2 81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鲁斗合 二档 2 80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周增涛 三档 4 232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任来来 三档 5 180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朱四庚 二档 2 110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刘小娟 二档 3 120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苏爱芹 二档 2 100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赵号良 三档 1 33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武晓敏 三档 3 119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王惠珍 二档 2 100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赵尼军 二档 1 70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张建合 二档 1 40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赵景科 二档 1 70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时三民 三档 3 129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王文涛 一档 1 67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张勇 二档 1 700 新丰街道 鸿门村委会
姜淑侠 二档 3 1550 新丰街道 刘寨村委会
张积仓 二档 2 1300 新丰街道 刘寨村委会
杨二锋 三档 1 330 新丰街道 刘寨村委会
孙巧利 二档 2 1250 新丰街道 刘寨村委会
张会芹 二档 1 400 新丰街道 刘寨村委会
陈传侠 三档 2 660 新丰街道 刘寨村委会
张广田 二档 1 400 新丰街道 刘寨村委会



焦汉珍 二档 2 1300 新丰街道 刘寨村委会
王权利 二档 2 1100 新丰街道 刘寨村委会
叶亚平 二档 3 1200 新丰街道 刘寨村委会
王红权 三档 3 990 新丰街道 刘寨村委会
闫虎臣 二档 4 1750 新丰街道 长条村委会
闫许辉 二档 5 3200 新丰街道 长条村委会
李有文 二档 3 1200 新丰街道 长条村委会
闫红娃 二档 1 700 新丰街道 长条村委会
高利娃 三档 2 660 新丰街道 长条村委会
齐腊底 二档 2 800 新丰街道 长条村委会
严宝良 三档 5 2400 新丰街道 严上村委会
佐美利 二档 2 1000 新丰街道 严上村委会
姜白绒 三档 2 660 新丰街道 严上村委会
李进来 二档 3 1800 新丰街道 严上村委会
严新平 二档 2 1100 新丰街道 严上村委会
崔会玲 二档 1 700 新丰街道 严上村委会
明登荣 二档 1 400 新丰街道 严上村委会
靳立功 二档 4 2100 新丰街道 严上村委会
严苑香 一档 1 470 新丰街道 严上村委会
张金凤 二档 2 1250 新丰街道 三育村委会
苏菊梅 三档 2 1010 新丰街道 三育村委会
梁雪芹 二档 2 1400 新丰街道 三育村委会
任跃文 二档 3 1200 新丰街道 三育村委会
宋重娟 三档 3 990 新丰街道 三育村委会
冯云凌 三档 3 1590 新丰街道 三育村委会
冯武汉 三档 5 2000 新丰街道 三育村委会
冯岳有 二档 6 2900 新丰街道 三育村委会
董长安 二档 2 1100 新丰街道 梁赵村委会
赵大龙 二档 3 1350 新丰街道 梁赵村委会
晏菊梅 二档 1 550 新丰街道 梁赵村委会
汪永涛 三档 2 860 新丰街道 梁赵村委会
梁来娃 三档 4 1320 新丰街道 梁赵村委会
刘益民 三档 3 990 新丰街道 梁赵村委会
席铁会 二档 1 700 新丰街道 席家村委会
王要武 二档 1 700 新丰街道 席家村委会
白联社 二档 3 1550 新丰街道 席家村委会
白应功 二档 2 1250 新丰街道 席家村委会
白秀平 二档 3 1850 新丰街道 席家村委会
席群利 二档 4 2000 新丰街道 席家村委会
文菊凤 二档 2 1000 新丰街道 席家村委会
谢福元 二档 4 2000 新丰街道 席家村委会
江拥新 三档 3 1490 新丰街道 席家村委会
刘会琴 二档 3 1550 新丰街道 席家村委会
周克强 二档 2 950 新丰街道 姚罗村委会
罗增增 一档 1 770 新丰街道 姚罗村委会
罗立红 三档 4 1520 新丰街道 姚罗村委会
王永成 三档 5 1950 新丰街道 姚罗村委会
姚甲焕 二档 3 1650 新丰街道 姚罗村委会
姚会劳 二档 3 1500 新丰街道 姚罗村委会
姚争牛 二档 3 1500 新丰街道 姚罗村委会
闫淑琴 二档 2 950 新丰街道 姚罗村委会



姚亨海 二档 2 800 新丰街道 姚罗村委会
王小武 三档 2 660 新丰街道 姚罗村委会
黎怀宝 二档 2 1100 新丰街道 湾李村委会
韩友良 二档 1 700 新丰街道 湾李村委会
李娥娥 二档 2 800 新丰街道 湾李村委会
李东红 二档 2 950 新丰街道 湾李村委会
李毛旦 三档 1 630 新丰街道 湾李村委会
李克宽 三档 2 960 新丰街道 湾李村委会
李孝荣 三档 1 330 新丰街道 湾李村委会
李铁锋 一档 4 2280 新丰街道 湾李村委会
韩忠权 三档 5 2050 新丰街道 湾李村委会
赵兴春 二档 4 175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樊文广 二档 3 165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胡天荣 二档 4 235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樊建发 二档 4 205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赵井文 二档 2 110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樊振海 二档 3 150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胡兔娃 三档 4 162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许海清 二档 3 165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刘骏博 一档 1 67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赵磊 一档 1 47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刘增涛 一档 1 77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毛应堂 二档 3 150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刘志杰 三档 6 268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毛兴林 三档 6 298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毛社教 二档 1 70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樊社娃 二档 2 140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毛永前 三档 3 129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张双娟 三档 4 1720 新丰街道 樊赵村委会
骆久长 二档 2 1400 新丰街道 皂安村委会
张文荣 二档 2 1400 新丰街道 皂安村委会
牛兵团 二档 3 1500 新丰街道 皂安村委会
赵寸玲 二档 1 700 新丰街道 皂安村委会
周彩琴 二档 2 800 新丰街道 皂安村委会
贾大巨 二档 3 1350 新丰街道 皂安村委会
贾爱玲 二档 4 1800 新丰街道 皂安村委会
胡彩侠 二档 1 400 新丰街道 皂安村委会
马启美 二档 3 1500 新丰街道 皂安村委会
宋娟宁 二档 3 1600 新丰街道 皂安村委会
董凤凤 二档 1 400 新丰街道 皂安村委会
赵振辉 二档 2 800 新丰街道 皂安村委会
段玉孝 三档 3 1290 新丰街道 皂安村委会
叶毕见 二档 1 400 新丰街道 坡张村委会
张厚利 三档 1 330 新丰街道 坡张村委会
张彩兰 二档 1 550 新丰街道 坡张村委会
余宝权 二档 4 2250 新丰街道 坡张村委会
姚警卫 二档 4 2200 新丰街道 坡张村委会
王芳萍 二档 5 2650 新丰街道 坡张村委会
马小玲 二档 2 1100 新丰街道 坡张村委会
孟解放 三档 4 1970 代王街道 代王村委会
黄淑娃 三档 2 660 代王街道 代王村委会



黄联和 三档 3 1590 代王街道 代王村委会
韩秀彩 三档 3 1740 代王街道 代王村委会
张舍娃 三档 3 1190 代王街道 代王村委会
黄建兴 三档 6 2180 代王街道 代王村委会
罗算利 三档 3 1190 代王街道 代王村委会
秦思民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代王村委会
孙志英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山任村委会
周彩侠 三档 2 960 代王街道 山任村委会
任忙忙 三档 2 960 代王街道 山任村委会
白英 三档 1 480 代王街道 山任村委会
吴公民 三档 4 1920 代王街道 山任村委会
任军荣 三档 5 2150 代王街道 山任村委会
任继顺 三档 1 330 代王街道 山任村委会
任斌民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山任村委会
任培勋 三档 2 960 代王街道 山任村委会
曹欣茹 三档 4 2020 代王街道 山任村委会
张耀忠 三档 6 2480 代王街道 山任村委会
焦茜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山任村委会
王彩侠 三档 1 480 代王街道 桥王村委会
晏保卫 三档 4 1620 代王街道 桥王村委会
晏晓辉 三档 2 1160 代王街道 桥王村委会
杨便便 三档 2 660 代王街道 桥王村委会
张石娃 三档 2 660 代王街道 桥王村委会
郭萍 三档 2 860 代王街道 桥王村委会
冯菊侠 三档 1 330 代王街道 桥王村委会
姜养民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安沟村委会
姜小岗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安沟村委会
柳海峰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安沟村委会
安国旗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安沟村委会
黄峰峰 三档 4 1620 代王街道 安沟村委会
安成军 三档 2 960 代王街道 安沟村委会
胡林雄 三档 4 1620 代王街道 安沟村委会
安娜妮 三档 4 1820 代王街道 安沟村委会
冯博 三档 4 1520 代王街道 安沟村委会
安孝良 三档 4 1520 代王街道 安沟村委会
安宏 三档 6 2330 代王街道 安沟村委会
杨智全 三档 2 81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杨新奇 三档 2 96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李香莲 三档 2 111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鲁行利 三档 3 99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高小娃 三档 1 33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姚淑侠 三档 3 114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鲁芳侠 三档 2 81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任建军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王宏艳 三档 6 233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王成 三档 2 66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杨焕明 二档 2 95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陈亚妮 二档 1 70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汪振民 三档 3 99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任安洲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高忠孝 三档 3 99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杨茂德 三档 1 48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闫桂芬 三档 1 48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陈俭定 三档 4 172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陈放放 三档 2 66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任养地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杨娜娟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斜杨村委会
陈新红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李星星 三档 4 202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李云侠 三档 2 66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阎叔侠 三档 1 48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宋卫峰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胡竹云 三档 1 48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宋向华 三档 1 48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张雪锋 三档 3 99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闫安安 三档 6 253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陈波波 三档 1 33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张志峰 三档 4 152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宋水源 三档 3 119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张买买 三档 4 167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郭愉快 三档 6 248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李建光 三档 4 132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张往军 三档 5 230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李海卫 三档 5 200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宋志荣 三档 2 660 代王街道 宋家村委会
王起身 三档 3 1190 代王街道 岩王村委会
王水利 三档 2 960 代王街道 岩王村委会
王世民 二档 2 1100 代王街道 岩王村委会
王红轩 三档 4 1820 代王街道 岩王村委会
任葱葱 三档 4 1820 代王街道 岩王村委会
王凤英 三档 1 480 代王街道 岩王村委会
王公县 三档 3 1590 代王街道 岩王村委会
王程良 三档 3 1190 代王街道 岩王村委会
王少利 三档 1 330 代王街道 岩王村委会
王希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岩王村委会
王权 三档 3 990 代王街道 岩王村委会
王航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岩王村委会
赵培荣 二档 4 2100 代王街道 岩王村委会
李飞飞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北李村委会
陈淑侠 三档 2 660 代王街道 北李村委会
邢建社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北李村委会
王四盘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北李村委会
张彩屏 三档 2 960 代王街道 北李村委会
李妙萍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北李村委会
李立红 三档 3 990 代王街道 北李村委会
李鹏富 三档 2 1110 代王街道 北李村委会
李增增 三档 3 990 代王街道 北李村委会
李光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北李村委会
门力功 三档 2 860 代王街道 门家村委会
门同生 三档 2 960 代王街道 门家村委会
门网元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门家村委会
门世先 三档 4 1820 代王街道 门家村委会



李德元 三档 4 1670 代王街道 门家村委会
王存花 三档 2 810 代王街道 门家村委会
门小军 三档 4 1720 代王街道 门家村委会
门选成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门家村委会
陈天化 三档 3 1140 代王街道 门家村委会
李天勇 三档 2 960 代王街道 门家村委会
李飞飞 三档 2 860 代王街道 门家村委会
门生林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门家村委会
王纪宁 三档 5 2300 代王街道 门家村委会
门选军 三档 2 660 代王街道 门家村委会
黄培耀 三档 3 1140 代王街道 西柳村委会
胡正正 三档 5 2350 代王街道 西柳村委会
邢铁娃 三档 3 990 代王街道 西柳村委会
张毕云 三档 2 1110 代王街道 李河村委会
赵永刚 三档 4 2120 代王街道 李河村委会
张公社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李河村委会
李选娃 三档 5 2750 代王街道 李河村委会
邢老虎 三档 1 330 代王街道 李河村委会
赵军剂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李河村委会
邢振民 三档 5 2850 代王街道 李河村委会
薛高社 三档 5 2450 代王街道 李河村委会
赵亚军 三档 3 1140 代王街道 李河村委会
张重道 三档 5 2600 代王街道 李河村委会
李东红 三档 2 960 代王街道 李河村委会
王跟社 三档 5 1650 代王街道 李河村委会
李养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李河村委会
刘江海 三档 1 330 代王街道 李河村委会
周劳劳 三档 1 330 代王街道 李河村委会
周国富 三档 2 860 代王街道 李河村委会
景雪利 三档 5 225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杨创 三档 5 215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寇怀林 三档 4 152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马斋拐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陈升武 二档 2 125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刘石良 三档 1 33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申红红 三档 4 202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武亚峰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李美利 三档 1 33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姚立文 三档 2 86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陈锋彦 三档 4 162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陈升学 三档 4 192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陈升才 三档 6 248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李庆禄 三档 3 159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姚伟山 三档 5 265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黄青艳 三档 3 99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邢英涛 三档 3 139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马美莹 三档 2 86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李怀忠 三档 5 2050 代王街道 庞岩村委会
姚建牛 三档 2 660 代王街道 上邢村委会
门淑芳 二档 2 1250 代王街道 上邢村委会
李雀 二档 2 1250 代王街道 上邢村委会



姚换过 三档 2 1110 代王街道 上邢村委会
邢陆娃 三档 3 1590 代王街道 上邢村委会
王飞艳 三档 4 1920 代王街道 上邢村委会
姚亚亚 三档 3 1390 代王街道 上邢村委会
邢育科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邢治忠 三档 2 111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李国峰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房学轶 三档 2 96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宁秀云 三档 1 48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李增利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庞新院 三档 4 152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李民权 三档 4 212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李平合 三档 2 66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李海朝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魏西玲 三档 1 48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房刚柱 三档 3 149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邢小江 三档 4 197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房建军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李经河 三档 2 126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李女女 三档 3 119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王淑芳 三档 3 134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邢康处 三档 4 192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邢联侠 三档 4 162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李茂民 三档 6 2380 代王街道 房家村委会
朱建清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庙刘村委会
张磊磊 三档 3 1490 代王街道 庙刘村委会
刘建学 三档 2 960 代王街道 庙刘村委会
张务农 三档 3 990 代王街道 庙刘村委会
宁彩云 三档 1 330 代王街道 庙刘村委会
李小钢 三档 4 1820 代王街道 庙刘村委会
王健康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庙刘村委会
陈红英 三档 5 2200 代王街道 庙刘村委会
李秋芳 三档 2 1110 代王街道 庙刘村委会
王高社 三档 3 1590 代王街道 庙刘村委会
王宏红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庙刘村委会
刘跟利 三档 5 1800 代王街道 庙刘村委会
孙少峰 三档 5 1800 代王街道 庙刘村委会
郝卷卷 三档 5 2050 代王街道 庙刘村委会
刘选民 三档 5 2100 代王街道 庙刘村委会
吴拾娃 三档 4 1520 代王街道 庙刘村委会
郭均娃 三档 2 660 代王街道 北郭村委会
吴菊芳 三档 2 960 代王街道 北郭村委会
白地川 三档 2 960 代王街道 北郭村委会
位康所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北郭村委会
杨冲消 三档 1 480 代王街道 北郭村委会
魏志华 三档 2 660 代王街道 北郭村委会
朱权厚 三档 3 990 代王街道 北郭村委会
白立志 三档 2 960 代王街道 北郭村委会
李团结 三档 3 1290 代王街道 北郭村委会
王盈 三档 3 1390 代王街道 北郭村委会
李向超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北郭村委会



黄均强 三档 3 159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郭德杰 三档 5 225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郭汉汉 三档 3 159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李芝侠 三档 5 235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刘蕊侠 三档 3 99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陈选良 三档 1 63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王孝旗 三档 5 245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陈大庆 三档 1 33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雷光超 三档 6 263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刘营立 二档 3 150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李争奇 三档 4 152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庞永现 三档 3 144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黄桌子 三档 2 96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李洲都 三档 3 119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王料料 二档 1 70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李学安 三档 5 195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李继忠 三档 6 248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李学厚 三档 2 660 代王街道 纸李村委会
李祥娃 三档 2 960 斜口街道 骊山新家园社区居委会
王增利 三档 2 960 斜口街道 骊山新家园社区居委会
任联社 三档 2 660 斜口街道 骊山新家园社区居委会
刘燕朝 二档 2 1300 斜口街道 骊山新家园社区居委会
程选利 三档 1 330 斜口街道 高沟村委会
王均利 三档 3 1340 斜口街道 高沟村委会
任巧丽 三档 4 1870 斜口街道 高沟村委会
胡恩耀 三档 3 1590 斜口街道 高沟村委会
高有乾 三档 1 330 斜口街道 高沟村委会
房品妮 一档 1 770 斜口街道 高沟村委会
李耀民 三档 4 1720 斜口街道 高沟村委会
苗永山 三档 4 2020 斜口街道 高沟村委会
高仁俊 三档 5 1800 斜口街道 高沟村委会
岳庚权 三档 2 660 斜口街道 岳沟村委会
杜会荣 三档 2 810 斜口街道 岳沟村委会
姜雪茹 三档 3 1390 斜口街道 岳沟村委会
张文正 三档 5 2650 斜口街道 岳沟村委会
岳美玲 三档 3 1290 斜口街道 岳沟村委会
邓权利 三档 1 630 斜口街道 岳沟村委会
付三鹏 三档 1 630 斜口街道 岳沟村委会
姬引学 三档 1 630 斜口街道 岳沟村委会
薛志民 三档 4 1920 斜口街道 岳沟村委会
吴红利 二档 2 1400 斜口街道 芷阳村委会
王淑云 三档 2 810 斜口街道 芷阳村委会
龚缠虎 三档 6 2480 斜口街道 杨寨村委会
闵广录 三档 3 1290 斜口街道 代杨村委会
潘永旦 三档 2 1110 斜口街道 代杨村委会
冯红娃 三档 2 1260 斜口街道 代杨村委会
刘凤英 三档 2 1110 斜口街道 窑村委会
杨铁锁 三档 1 330 斜口街道 窑村委会
董小明 三档 2 1110 斜口街道 窑村委会
贾成新 三档 1 330 斜口街道 窑村委会
苏松茂 三档 2 660 斜口街道 窑村委会



齐平顺 三档 4 1620 斜口街道 窑村委会
齐冬年 二档 3 1800 斜口街道 窑村委会
刘芳霞 三档 1 480 斜口街道 窑村委会
苏三娃 三档 4 1620 斜口街道 窑村委会
王良选 三档 6 2680 斜口街道 窑村委会
董建正 二档 1 700 斜口街道 窑村委会
赵红卫 三档 4 1520 斜口街道 窑村委会
常亚萍 三档 3 1740 斜口街道 柳树村委会
于红章 三档 1 330 斜口街道 柳树村委会
吴秀侠 三档 1 480 斜口街道 柳树村委会
闵五庆 三档 5 2550 斜口街道 柳树村委会
张创利 三档 1 330 斜口街道 柳树村委会
杜万全 三档 3 1590 斜口街道 付家村委会
房彩娥 三档 1 630 斜口街道 付家村委会
王会英 三档 4 2120 斜口街道 付家村委会
付争粮 三档 2 1160 斜口街道 付家村委会
王龙江 三档 4 1970 斜口街道 付家村委会
付会民 三档 2 660 斜口街道 付家村委会
黄会芹 三档 4 1820 斜口街道 付家村委会
许月侠 三档 2 660 斜口街道 付家村委会
付建明 三档 2 660 斜口街道 付家村委会
肖妮妮 二档 1 700 斜口街道 付家村委会
宣向阳 三档 1 630 斜口街道 付家村委会
李军娃 三档 3 1390 斜口街道 韩峪村委会
朱明道 三档 2 960 斜口街道 韩峪村委会
惠康社 三档 2 960 斜口街道 韩峪村委会
张平元 三档 4 1820 斜口街道 韩峪村委会
马克平 三档 4 1820 斜口街道 韩峪村委会
李茁 二档 2 950 斜口街道 韩峪村委会
胡院娜 二档 1 700 斜口街道 韩峪村委会
武永勤 三档 3 1290 斜口街道 洞北村委会
王战涛 三档 1 630 斜口街道 洞北村委会
杨永宏 三档 4 1620 斜口街道 洞北村委会
武学兵 三档 2 810 斜口街道 洞北村委会
武东江 三档 2 960 斜口街道 枣园村委会
王麦英 三档 3 1590 斜口街道 枣园村委会
武西民 三档 3 1290 斜口街道 枣园村委会
侯宏利 三档 3 1890 斜口街道 枣园村委会
胡来喜 一档 1 770 斜口街道 枣园村委会
武鹏涛 三档 3 1590 斜口街道 枣园村委会
武尿娃 三档 2 1260 斜口街道 枣园村委会
武社安 三档 1 630 斜口街道 枣园村委会
吴正娃 三档 1 630 斜口街道 枣园村委会
房权江 三档 2 960 斜口街道 枣园村委会
任三牛 三档 6 2980 斜口街道 枣园村委会
孙浪子 三档 5 2150 斜口街道 马斜村委会
秦新正 三档 3 1290 斜口街道 马斜村委会
薛军义 三档 4 2020 斜口街道 马斜村委会
常新正 三档 3 1190 斜口街道 马斜村委会
郭军红 三档 4 1520 斜口街道 马斜村委会
时清华 三档 4 2120 斜口街道 马斜村委会



高孔利 三档 2 1260 斜口街道 洪庆村委会
张福利 三档 3 1290 斜口街道 洪庆村委会
高战安 三档 3 1290 斜口街道 洪庆村委会
高增锋 三档 2 960 斜口街道 洪庆村委会
张增利 三档 3 1190 斜口街道 洪庆村委会
苏长元 三档 2 960 斜口街道 洪庆村委会
吴志民 三档 2 810 斜口街道 白鹿观村委会
李潮义 三档 1 330 斜口街道 白鹿观村委会
刘淑婷 三档 2 960 斜口街道 白鹿观村委会
张胜利 三档 1 630 斜口街道 白鹿观村委会
杜思齐 三档 4 2020 斜口街道 白鹿观村委会
杨会琴 二档 3 1350 斜口街道 白鹿观村委会
张军荣 三档 1 330 斜口街道 白鹿观村委会
房答田 三档 3 1390 斜口街道 白鹿观村委会
王文霞 三档 2 810 斜口街道 白鹿观村委会
姚永恒 二档 4 2600 斜口街道 白鹿观村委会
房玉泉 三档 5 2450 斜口街道 白鹿观村委会
姚科研 三档 1 530 斜口街道 白鹿观村委会
侯林筱 三档 1 330 斜口街道 白鹿观村委会
王增强 三档 3 144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刘启哲 三档 2 81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刘大勋 三档 3 114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刘跟虎 三档 2 66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王屯良 三档 4 192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李转瑛 一档 2 124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刘军山 三档 4 147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刘随社 三档 4 132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刘池权 三档 6 273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刘百平 三档 3 119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刘影社 三档 4 182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刘育龙 三档 1 48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刘胜权 三档 4 152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贾小利 二档 2 80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姬大虎 三档 3 169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张亚芹 二档 1 40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王永林 三档 6 2680 行者街道 行者村委会
杨普选 三档 4 147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张创民 二档 3 150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魏武成 二档 2 95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许民民 三档 3 99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张堆堆 三档 3 149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张建辉 三档 3 144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杨金娃 三档 2 96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任康娃 二档 2 110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张庆庆 三档 2 126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杨进朝 三档 2 96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王立民 二档 3 150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王站齐 三档 2 96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刘平柱 二档 1 40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左迎迎 二档 1 40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魏转利 三档 3 114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任昌娃 二档 1 70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刘红梅 三档 3 129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赵武红 三档 3 129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王毛弟 三档 1 33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唐淑莲 三档 3 114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张优良 二档 1 40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王升许 三档 3 99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王明月 二档 1 60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李喜龙 三档 4 182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杨高华 三档 1 63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张志英 三档 2 96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宋芳玲 三档 4 147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张晓利 二档 4 175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李春英 三档 3 99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崔良良 一档 2 94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张培 三档 5 185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张广建 三档 4 197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张江利 二档 1 40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张兴民 三档 2 96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杨菠利 三档 5 185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李娟娟 三档 5 2050 行者街道 张行村委会
米转侠 三档 1 33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龙志道 二档 1 55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宣会芳 二档 2 95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侯铁轮 三档 2 66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任淑亭 三档 2 81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郭佐周 二档 2 95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张红绒 三档 2 96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苏书峰 三档 2 111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刘小利 二档 2 80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吴兴华 三档 6 263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房云侠 二档 2 95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武子荣 三档 3 99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詹红印 二档 3 150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茹西彦 三档 3 139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郑红侠 三档 5 220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卢创军 三档 3 119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丁凤侠 三档 4 177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张爱芳 二档 2 1150 行者街道 白庙村委会
申生华 三档 3 1290 行者街道 马坊村委会
米康龙 三档 4 1920 行者街道 马坊村委会
郑稳柱 三档 3 1440 行者街道 马坊村委会
牛恒敏 三档 3 1140 行者街道 马坊村委会
张志德 三档 2 960 行者街道 马坊村委会
房卫平 三档 2 960 行者街道 马坊村委会
程秋侠 三档 3 1440 行者街道 马坊村委会
张刚利 三档 4 1620 行者街道 马坊村委会
刘志强 二档 2 1250 行者街道 马坊村委会
房治洲 三档 2 810 行者街道 马坊村委会
张忙利 三档 3 990 行者街道 马坊村委会
张全义 二档 4 2100 行者街道 马坊村委会



张康齐 二档 4 2100 行者街道 马坊村委会
焦双武 二档 2 800 行者街道 马坊村委会
王江龙 三档 1 630 行者街道 马坊村委会
刘兴治 三档 3 1140 行者街道 西河村委会
任东武 三档 2 810 行者街道 西河村委会
李秀英 二档 4 2550 行者街道 西河村委会
党忠昌 二档 4 1800 行者街道 西河村委会
孔双蛇 三档 7 3210 行者街道 西河村委会
周志珍 二档 4 1900 行者街道 西河村委会
陈记记 三档 3 990 行者街道 西河村委会
王振发 二档 5 2450 行者街道 小寨村委会
柳天有 三档 3 1290 行者街道 小寨村委会
李文清 三档 3 1290 行者街道 小寨村委会
王利东 三档 4 1620 行者街道 小寨村委会
李马利 二档 1 700 行者街道 小寨村委会
姚菊爱 三档 2 660 行者街道 小寨村委会
胡霄 二档 2 1300 行者街道 小寨村委会
王安民 二档 1 400 行者街道 小寨村委会
李建利 三档 3 1290 行者街道 小寨村委会
李晓栋 一档 1 770 行者街道 小寨村委会
李莹 二档 1 700 行者街道 小寨村委会
李忠训 三档 4 1720 行者街道 小寨村委会
彭双芹 三档 3 1490 行者街道 小寨村委会
王金凤 三档 4 1620 行者街道 小寨村委会
李齐斌 三档 2 660 行者街道 小寨村委会
程亲亲 三档 4 1320 行者街道 下朱村委会
吴茸娟 二档 3 1900 行者街道 下朱村委会
朱缠利 三档 4 1820 行者街道 下朱村委会
朱科斌 二档 3 1700 行者街道 下朱村委会
刘权顺 三档 3 1290 行者街道 下朱村委会
程彩清 一档 2 940 行者街道 下朱村委会
靳尽忠 一档 3 2310 行者街道 下朱村委会
朱红涛 三档 5 1850 行者街道 下朱村委会
刘宗飞 三档 3 1190 行者街道 下朱村委会
朱康弟 二档 1 400 行者街道 下朱村委会
赵爱玲 三档 5 2250 行者街道 下朱村委会
唐波 二档 3 140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唐甲斌 三档 5 235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张公娃 三档 3 114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赵峰信 三档 4 192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张菊梅 三档 4 167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张佰科 三档 3 149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李社教 三档 4 192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张文轩 二档 2 110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赵引社 二档 3 120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丁志平 二档 2 110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靳克乾 三档 2 96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张夫恩 三档 3 149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唐选社 三档 3 159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陈会侠 二档 2 95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张功娃 二档 4 160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丁平平 二档 3 180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韩绪文 三档 3 134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赵普杰 二档 3 195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刘建民 三档 4 162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刘便娃 二档 3 150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张黑狗 三档 4 147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唐升权 二档 2 80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张龙利 二档 3 140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朱秋兰 三档 1 48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靳美丽 三档 2 66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张娟娟 三档 2 96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刘海潮 三档 2 96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汪增利 三档 4 167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张号良 三档 5 200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韩康宁 三档 6 268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赵权利 三档 4 132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刘卫功 三档 3 129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丁利立 三档 5 195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张团盟 二档 2 110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靳军装 二档 4 210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刘二梦 二档 2 800 行者街道 西沟村委会
靳军缠 二档 2 125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唐争锋 二档 2 110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刘功 三档 3 99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申建红 二档 1 40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左乾临 三档 2 66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靳顺利 三档 5 180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左县娃 三档 1 33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靳养棉 三档 3 119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周芳娥 三档 1 33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张井信 三档 2 111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靳彦成 二档 1 55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惠文武 三档 3 99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柏俊厂 三档 6 268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王运良 三档 2 86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刘公社 三档 5 210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左妮妮 二档 4 180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左耀号 三档 3 129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孙代娣 三档 1 63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左卫汉 三档 3 129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惠增社 二档 3 165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左陶春 三档 2 111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左争虎 三档 6 233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唐选民 三档 6 303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王东平 三档 4 172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李虎旦 一档 1 470 行者街道 北庄村委会
段哉娃 二档 5 2000 马额街道 马额村委会
董志合 二档 2 1400 马额街道 马额村委会
龙秀娥 二档 2 950 马额街道 马额村委会
王红侠 二档 3 1400 马额街道 马额村委会
王生堂 二档 3 1400 马额街道 马额村委会



赵利平 二档 4 1600 马额街道 马额村委会
刘小营 二档 4 2000 马额街道 马额村委会
赵长权 三档 6 2480 马额街道 马额村委会
党朝娃 二档 2 1250 马额街道 马家村委会
刘小社 二档 3 1700 马额街道 马家村委会
刘联营 三档 4 1920 马额街道 马家村委会
邢金莲 二档 1 550 马额街道 马家村委会
马掌利 二档 1 400 马额街道 马家村委会
党管利 二档 6 3100 马额街道 马家村委会
刘省利 二档 3 1400 马额街道 俭底村委会
张亚宁 三档 6 2480 马额街道 俭底村委会
王美利 三档 4 1320 马额街道 俭底村委会
龙小峰 二档 4 1750 马额街道 俭底村委会
王德录 二档 3 1800 马额街道 俭底村委会
龙联队 二档 4 1900 马额街道 俭底村委会
龙玉仙 二档 4 1750 马额街道 俭底村委会
王大雄 二档 6 2750 马额街道 俭底村委会
王显明 二档 5 2650 马额街道 俭底村委会
郝桂芳 二档 1 55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王建荣 二档 2 125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蔡风芹 二档 2 110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宁安妥 二档 3 150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王油油 二档 3 150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张卫军 二档 3 120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张宁宁 二档 4 195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宁玉现 二档 5 255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宁新民 三档 4 152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王喜锋 二档 3 150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张学习 二档 2 80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王桔芹 二档 2 100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吝运良 二档 7 370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薛纪昌 二档 4 210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王花 二档 2 140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张丁丁 一档 1 77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郝彩莲 二档 2 125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刘丁茂 三档 5 2050 马额街道 宁家村委会
王年朴 二档 1 400 马额街道 英李村委会
张生治 二档 1 550 马额街道 英李村委会
张全金 二档 6 3550 马额街道 英李村委会
李羊娃 二档 1 700 马额街道 英李村委会
武经阳 二档 1 550 马额街道 英李村委会
王建康 三档 2 860 马额街道 英李村委会
刘秋红 二档 3 1200 马额街道 英李村委会
李淑云 三档 4 1770 马额街道 英李村委会
张丰义 三档 6 2580 马额街道 英李村委会
杨盼盼 一档 2 1440 马额街道 英李村委会
武焕亭 三档 2 960 马额街道 英李村委会
潘小毛 二档 4 1600 马额街道 荣村委会
潘普选 三档 3 1290 马额街道 荣村委会
潘新锁 三档 4 1520 马额街道 荣村委会
郝安民 三档 2 960 马额街道 荣村委会



张悦肖 二档 2 950 马额街道 荣村委会
潘续劳 二档 4 1800 马额街道 荣村委会
郝梦洁 三档 2 1060 马额街道 荣村委会
张悦杏 三档 7 3310 马额街道 荣村委会
潘安良 二档 2 800 马额街道 荣村委会
张胜利 三档 4 1320 马额街道 荣村委会
王厂训 二档 2 1400 马额街道 南王村委会
张桂芳 二档 5 2500 马额街道 南王村委会
房国梁 二档 2 1100 马额街道 南王村委会
木样娃 三档 3 1290 马额街道 南王村委会
张秀琴 二档 5 2650 马额街道 南王村委会
宋永春 一档 1 470 马额街道 南王村委会
王常伍 二档 3 1500 马额街道 南王村委会
王雪芹 三档 5 2050 马额街道 南王村委会
王淑琴 三档 3 1490 马额街道 南王村委会
华运仓 二档 2 1100 马额街道 吴家村委会
吴利岗 三档 4 1520 马额街道 吴家村委会
吴引龙 三档 3 1490 马额街道 吴家村委会
吴根过 三档 3 1290 马额街道 吴家村委会
王小玲 三档 4 1320 马额街道 吴家村委会
吴争良 三档 2 960 马额街道 吴家村委会
吴日明 三档 5 2350 马额街道 吴家村委会
张院 二档 3 1700 马额街道 冢王村委会
王乐乐 一档 1 470 马额街道 冢王村委会
王都 三档 3 1390 马额街道 冢王村委会
王向丽 一档 1 770 马额街道 冢王村委会
贾浪涛 三档 4 1820 马额街道 冢王村委会
王英娃 三档 7 3310 马额街道 冢王村委会
刘增娃 一档 1 470 马额街道 南庙村委会
刘更正 二档 3 1500 马额街道 南庙村委会
武换过 三档 3 990 马额街道 南庙村委会
张太保 二档 3 1200 马额街道 南庙村委会
党少毅 二档 2 1100 马额街道 南庙村委会
刘彩娥 二档 3 1650 马额街道 南庙村委会
张珠娃 二档 3 1200 马额街道 南庙村委会
张景义 二档 6 3200 马额街道 南庙村委会
马双仓 二档 3 1500 马额街道 南庙村委会
张怀章 二档 5 2300 马额街道 南庙村委会
张小仓 二档 5 2400 马额街道 南庙村委会
张鹏飞 二档 5 2500 马额街道 南庙村委会
刘社 二档 1 400 马额街道 南庙村委会
刘芳珍 三档 3 990 马额街道 南庙村委会
王院院 三档 2 960 马额街道 南庙村委会
霍建仓 二档 1 700 零口街道 零口村委会
张群立 三档 1 630 零口街道 零口村委会
段峰刚 二档 4 2300 零口街道 零口村委会
李普教 二档 1 700 零口街道 零口村委会
张蝉女 三档 3 990 零口街道 零口村委会
霍生福 三档 3 1290 零口街道 零口村委会
刘朋朋 二档 2 950 零口街道 零口村委会
刘美丽 三档 2 660 零口街道 零口村委会



赵长才 二档 1 400 零口街道 大寨村委会
张联合 三档 3 990 零口街道 大寨村委会
赵发善 二档 1 400 零口街道 大寨村委会
宁海娃 三档 4 1520 零口街道 大寨村委会
李格平 三档 3 1290 零口街道 大寨村委会
候联记 三档 6 2830 零口街道 大寨村委会
和忠成 三档 3 990 零口街道 王庙村委会
李线普 二档 1 400 零口街道 北潘村委会
张帅 三档 1 330 零口街道 北潘村委会
李军柱 三档 4 2120 零口街道 北潘村委会
张国兴 三档 4 1620 零口街道 北潘村委会
冯祥祥 二档 1 400 零口街道 北潘村委会
潘树才 三档 4 1920 零口街道 北潘村委会
高秋燕 三档 3 990 零口街道 北潘村委会
王忠虎 三档 4 1470 零口街道 南韦村委会
韦长河 三档 4 1820 零口街道 南韦村委会
赵文英 三档 2 810 零口街道 南韦村委会
马娟娃 三档 3 1290 零口街道 南韦村委会
韦颉 二档 1 400 零口街道 南韦村委会
张西诚 三档 2 660 零口街道 冯李村委会
李发田 三档 2 810 零口街道 冯李村委会
曹光生 三档 5 2150 零口街道 冯李村委会
史世英 三档 6 2730 零口街道 冯李村委会
童菊侠 三档 4 1470 零口街道 冯李村委会
段高最 三档 2 660 零口街道 西段村委会
段灯龙 三档 1 630 零口街道 西段村委会
段石斌 三档 2 960 零口街道 西段村委会
段帮娃 二档 1 400 零口街道 西段村委会
段前兴 三档 3 1390 零口街道 西段村委会
许凤侠 三档 3 1140 零口街道 西段村委会
段新昌 三档 4 1620 零口街道 西段村委会
李红艳 三档 3 1190 零口街道 西段村委会
段志鹏 三档 3 1290 零口街道 西段村委会
宋英利 三档 4 1870 零口街道 西段村委会
明发展 二档 3 1500 零口街道 范家村委会
张银侠 三档 4 1870 零口街道 范家村委会
童建峰 三档 6 1980 零口街道 范家村委会
胡毛卫 三档 4 1670 零口街道 范家村委会
明军娃 二档 1 700 零口街道 范家村委会
童世德 二档 1 700 零口街道 范家村委会
范变强 三档 5 2150 零口街道 范家村委会
冯华华 三档 2 960 零口街道 范家村委会
童争利 三档 4 1320 零口街道 范家村委会
明志友 三档 4 1670 零口街道 范家村委会
童亚娟 三档 2 660 零口街道 范家村委会
童锁龙 三档 3 1490 零口街道 范家村委会
牛志焕 三档 1 480 零口街道 北牛村委会
郝珍侠 三档 3 1140 零口街道 北牛村委会
王彦召 三档 5 2600 零口街道 北牛村委会
王社娃 二档 1 400 零口街道 北牛村委会
赵孟利 三档 2 960 零口街道 北牛村委会



牛灯娃 三档 4 1320 零口街道 北牛村委会
胡立波 三档 5 2200 零口街道 北牛村委会
牛君军 三档 4 1520 零口街道 北牛村委会
牛正新 三档 1 330 零口街道 北牛村委会
牛树旦 三档 5 2150 零口街道 北牛村委会
牛永信 三档 1 330 零口街道 北牛村委会
赵纪民 三档 3 1440 零口街道 北牛村委会
孙争虎 二档 1 400 零口街道 零塬村委会
孙兴礼 三档 4 1920 零口街道 零塬村委会
曹高兴 三档 7 2710 零口街道 零塬村委会
高雪玲 三档 1 630 零口街道 零塬村委会
陈本社 二档 2 1250 零口街道 零塬村委会
徐创娃 三档 4 1720 零口街道 零塬村委会
曹永胜 三档 4 1820 零口街道 零塬村委会
魏国利 三档 3 990 零口街道 三府村委会
张秀侠 三档 2 1110 零口街道 三府村委会
李淑贤 三档 2 810 零口街道 三府村委会
魏加红 三档 5 2000 零口街道 三府村委会
王安娃 三档 3 1490 零口街道 三府村委会
魏凤连 三档 1 480 零口街道 三府村委会
何根期 三档 3 1340 零口街道 三府村委会
庞媒子 三档 2 860 零口街道 三府村委会
魏建信 三档 6 2180 零口街道 三府村委会
王俊山 三档 5 1850 零口街道 三府村委会
王忠学 二档 1 400 零口街道 三府村委会
魏生强 三档 2 860 零口街道 三府村委会
李树侠 三档 1 330 零口街道 三府村委会
吕安地 三档 3 1190 零口街道 三府村委会
周小平 三档 2 1110 零口街道 三府村委会
赵有利 三档 4 162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郭长娃 二档 2 80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郭云朋 三档 2 66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王权卫 三档 1 33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王争争 三档 3 159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王学文 三档 4 182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李生侠 二档 2 140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王天云 二档 2 110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郭万过 三档 3 129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邢桂芹 三档 4 147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李效民 三档 3 129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王四战 三档 3 99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李仙娥 二档 2 140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马稳 三档 3 144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张学学 三档 3 119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李晓燕 三档 2 66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张宪孔 三档 2 81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李增瑞 三档 6 298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马蕊 三档 5 250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李水娃 三档 5 200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赵国祥 二档 1 70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宁清刚 二档 1 400 零口街道 孟塬村委会



安芳连 二档 2 950 零口街道 西洼村委会
张生建 三档 4 1820 零口街道 西洼村委会
张述亭 三档 1 330 零口街道 西洼村委会
张文川 三档 3 1340 零口街道 西洼村委会
张思成 二档 2 950 零口街道 西洼村委会
刘牢牢 二档 2 800 零口街道 西洼村委会
张生昌 三档 3 1290 零口街道 西洼村委会
董瑞柱 三档 4 1820 零口街道 西洼村委会
张行功 二档 2 1250 零口街道 西洼村委会
余缠缠 三档 3 1490 零口街道 西洼村委会
安芳芹 二档 1 550 零口街道 西洼村委会
张满仓 二档 2 950 零口街道 西洼村委会
余斗娃 二档 1 400 零口街道 西洼村委会
魏建华 三档 5 1850 零口街道 西洼村委会
张凤琴 二档 5 2450 雨金街道 雨金村委会
孙冬子 二档 2 1100 雨金街道 雨金村委会
苗景花 二档 3 1350 雨金街道 雨金村委会
孙海让 二档 2 1100 雨金街道 雨金村委会
孙社强 二档 3 1500 雨金街道 雨金村委会
孙启明 二档 4 1800 雨金街道 雨金村委会
田战锋 二档 2 800 雨金街道 雨金村委会
王寸兰 二档 2 950 雨金街道 雨金村委会
孙验玲 二档 3 1500 雨金街道 雨金村委会
贾娟娜 二档 2 1300 雨金街道 雨金村委会
杜桂英 三档 5 2050 雨金街道 雨金村委会
田英利 二档 4 1600 雨金街道 西关村委会
田文宏 二档 1 400 雨金街道 西关村委会
王存莲 二档 4 1600 雨金街道 西关村委会
白宁线 二档 2 800 雨金街道 西关村委会
李军政 二档 2 800 雨金街道 西关村委会
孙马娃 二档 2 1100 雨金街道 西关村委会
李秀侠 二档 1 700 雨金街道 西关村委会
马志斌 二档 6 3100 雨金街道 西关村委会
曹二伦 三档 2 1260 雨金街道 西关村委会
马强强 一档 1 770 雨金街道 西关村委会
韦安新 二档 6 3000 雨金街道 西关村委会
韩高宝 二档 4 2100 雨金街道 东关村委会
张先锋 二档 3 1400 雨金街道 东关村委会
郑七谋 二档 3 1550 雨金街道 东关村委会
刘爱芹 二档 2 950 雨金街道 东关村委会
郑全战 二档 1 550 雨金街道 东关村委会
李全喜 二档 2 800 雨金街道 东关村委会
江卫东 二档 3 1650 雨金街道 东关村委会
程红利 二档 4 2100 雨金街道 东关村委会
郑亚红 三档 2 960 雨金街道 东关村委会
陈义金 三档 6 2980 雨金街道 东关村委会
张恒义 二档 3 1500 雨金街道 粉刘村委会
刘小建 二档 5 2350 雨金街道 粉刘村委会
张腊八 二档 5 2400 雨金街道 粉刘村委会
刘平果 二档 2 1400 雨金街道 粉刘村委会
陈世霞 二档 2 800 雨金街道 粉刘村委会



韩英民 三档 4 1520 雨金街道 粉刘村委会
张乐民 三档 4 1820 雨金街道 粉刘村委会
任广秦 二档 2 1100 雨金街道 任陈村委会
孙永军 二档 3 1500 雨金街道 任陈村委会
任进财 二档 4 2050 雨金街道 任陈村委会
闫志平 二档 4 1600 雨金街道 任陈村委会
王亚娥 二档 2 1000 雨金街道 任陈村委会
杨亚平 二档 1 400 雨金街道 任陈村委会
陈建社 二档 3 1200 雨金街道 任陈村委会
任革命 二档 3 1700 雨金街道 任陈村委会
杨雪兰 二档 4 1750 雨金街道 任陈村委会
韩淑便 二档 1 550 雨金街道 任陈村委会
程海玲 二档 2 1000 雨金街道 任陈村委会
任战江 二档 2 1300 雨金街道 任陈村委会
任挠生 二档 5 2200 雨金街道 任陈村委会
李金牛 二档 5 2350 雨金街道 胡门村委会
门广田 二档 3 1500 雨金街道 胡门村委会
赵孟军 二档 4 1950 雨金街道 胡门村委会
张向臣 二档 1 700 雨金街道 胡门村委会
程忠娃 二档 6 2600 雨金街道 胡门村委会
胡小明 三档 3 1190 雨金街道 胡门村委会
胡润岗 三档 5 2450 雨金街道 胡门村委会
胡根启 三档 4 1970 雨金街道 胡门村委会
李悦信 三档 4 1820 雨金街道 胡门村委会
胡亮 三档 1 330 雨金街道 胡门村委会
门都善 二档 4 2100 雨金街道 胡门村委会
韦向 二档 4 1750 雨金街道 胡门村委会
胡满仓 二档 4 1800 雨金街道 胡门村委会
许小社 二档 4 180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翁军安 二档 5 270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邓军军 二档 5 250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张争地 二档 3 140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任巧玲 二档 1 55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钟东京 二档 3 180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张转社 二档 3 150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张永谊 二档 3 140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高新长 二档 6 325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马广峰 二档 6 305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汤锋锋 二档 4 190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朱芳贤 二档 5 215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张萍 三档 3 134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朱进宝 二档 1 40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张亚利 二档 2 80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秦有娃 三档 4 182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张乾坤 二档 1 60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马宏宇 一档 1 470 雨金街道 照渠村委会
姚建锋 二档 4 2300 雨金街道 夏柳村委会
田茹英 二档 2 950 雨金街道 夏柳村委会
陈建国 二档 3 1800 雨金街道 夏柳村委会
刘卓 二档 2 1000 雨金街道 夏柳村委会
田玉明 二档 5 2300 雨金街道 夏柳村委会



刘润民 二档 5 2650 雨金街道 夏柳村委会
张铁牛 二档 4 2250 雨金街道 夏柳村委会
王连珍 二档 4 1750 雨金街道 夏柳村委会
张社教 二档 3 1550 雨金街道 夏柳村委会
杨永文 二档 5 2450 雨金街道 夏柳村委会
韦菊灵 二档 5 2700 雨金街道 夏柳村委会
李兴武 三档 2 660 雨金街道 夏柳村委会
陈联社 三档 5 2050 雨金街道 夏柳村委会
赵红艳 三档 1 330 雨金街道 夏柳村委会
韩银宝 二档 3 1500 雨金街道 高韩村委会
高崇斌 二档 3 1550 雨金街道 高韩村委会
罗铁锁 二档 2 1100 雨金街道 高韩村委会
韩水朝 二档 2 1100 雨金街道 高韩村委会
许正娃 二档 2 800 雨金街道 高韩村委会
贾爱兰 二档 2 950 雨金街道 高韩村委会
刘改换 三档 5 2200 雨金街道 高韩村委会
马召召 二档 4 2050 雨金街道 北湃村委会
闫小宏 二档 3 1700 雨金街道 北湃村委会
刘红祥 二档 4 2350 雨金街道 北湃村委会
毛满娃 二档 3 1350 雨金街道 北湃村委会
金小罗 二档 2 1100 雨金街道 北湃村委会
高晓迎 三档 3 1140 雨金街道 北湃村委会
朱鸽 三档 3 1390 雨金街道 北湃村委会
李建利 二档 3 1700 雨金街道 新集村委会
何福利 二档 4 1800 雨金街道 新集村委会
张淑芳 二档 1 550 雨金街道 新集村委会
王书强 二档 4 2100 雨金街道 新集村委会
赵根栓 二档 1 400 雨金街道 新集村委会
程银 二档 2 1100 雨金街道 新集村委会
赵平安 二档 1 700 栎阳街道 栎阳村委会
张彩玲 二档 2 1400 栎阳街道 栎阳村委会
房菊秀 二档 2 950 栎阳街道 栎阳村委会
黄根财 二档 3 1500 栎阳街道 栎阳村委会
吕新民 二档 3 2100 栎阳街道 栎阳村委会
黄广财 三档 5 1950 栎阳街道 栎阳村委会
雇北京 三档 3 1290 栎阳街道 栎阳村委会
程高锋 二档 1 700 栎阳街道 栎阳村委会
张有良 二档 3 1800 栎阳街道 安李村委会
梁建民 二档 3 1800 栎阳街道 安李村委会
王轩 三档 4 1620 栎阳街道 安李村委会
石粉珍 二档 1 400 栎阳街道 胡张村委会
苟小红 二档 1 700 栎阳街道 胡张村委会
张兴合 二档 3 1500 栎阳街道 胡张村委会
侯立峰 三档 4 2020 栎阳街道 胡张村委会
潘蕊侠 二档 2 1300 栎阳街道 胡张村委会
王会民 三档 6 2530 栎阳街道 胡张村委会
韦芝艳 三档 3 1390 栎阳街道 胡张村委会
张庄娃 二档 2 1100 栎阳街道 东庙村委会
戚引换 三档 3 1590 栎阳街道 东庙村委会
许金旗 一档 1 770 栎阳街道 东庙村委会
管套子 二档 1 400 栎阳街道 南寨村委会



段小红 三档 4 1520 栎阳街道 南寨村委会
周陆军 三档 4 1620 栎阳街道 南寨村委会
曹玉玉 二档 1 600 栎阳街道 南寨村委会
马亚宁 一档 1 470 栎阳街道 南寨村委会
王辉 二档 3 1700 栎阳街道 卷子村委会
方志毅 二档 1 700 栎阳街道 卷子村委会
段耀良 三档 3 1390 栎阳街道 卷子村委会
马兰香 二档 2 950 栎阳街道 齐家村委会
刘选干 二档 5 2900 栎阳街道 齐家村委会
龙稳成 二档 3 2000 栎阳街道 齐家村委会
王抗美 二档 3 2000 栎阳街道 齐家村委会
杨月芹 二档 2 800 栎阳街道 齐家村委会
王林林 三档 1 630 栎阳街道 齐家村委会
赵备战 三档 1 630 栎阳街道 齐家村委会
马达样 二档 3 1200 栎阳街道 义和村委会
苟庆利 二档 4 1750 栎阳街道 义和村委会
王孝清 二档 3 1350 栎阳街道 义和村委会
李炳德 二档 3 1800 栎阳街道 义和村委会
周运 二档 3 1700 栎阳街道 朝邑村委会
郭含恩 二档 4 2200 栎阳街道 朝邑村委会
黄小良 二档 2 950 栎阳街道 朝邑村委会
程新良 二档 5 3150 栎阳街道 朝邑村委会
马小记 一档 1 770 栎阳街道 朝邑村委会
李淑芳 二档 2 950 栎阳街道 朝邑村委会
雷旺旺 一档 4 2880 栎阳街道 朝邑村委会
秦永强 二档 2 1100 栎阳街道 瓦郑村委会
惠红斌 二档 1 700 栎阳街道 瓦郑村委会
郑惠侠 一档 1 470 栎阳街道 瓦郑村委会
郝彩云 二档 4 2100 栎阳街道 观高村委会
王强 三档 5 2650 栎阳街道 观高村委会
任海洋 三档 1 630 栎阳街道 观高村委会
李淑芳 二档 2 800 栎阳街道 观高村委会
王红卫 二档 1 400 栎阳街道 观高村委会
任玉杰 三档 1 330 栎阳街道 观高村委会
房利娃 一档 1 470 栎阳街道 观高村委会
蒋天义 二档 3 1500 相桥街道 相桥村委会
刘胜平 二档 6 3150 相桥街道 相桥村委会
王小平 二档 2 950 相桥街道 相桥村委会
王长江 二档 3 1500 相桥街道 相桥村委会
王西宁 三档 3 1290 相桥街道 相桥村委会
王化文 一档 2 1540 相桥街道 相桥村委会
任保全 三档 3 1290 相桥街道 相桥村委会
尚栓柱 三档 6 2780 相桥街道 相桥村委会
刘淑芳 三档 1 480 相桥街道 相桥村委会
张宏宣 三档 6 2980 相桥街道 相桥村委会
宋贤孝 二档 2 1250 相桥街道 相桥村委会
夏稳东 二档 4 1600 相桥街道 相桥村委会
王国正 二档 2 1100 相桥街道 相桥村委会
王广山 二档 4 1950 相桥街道 相桥村委会
周保民 二档 2 1100 相桥街道 宽荣村委会
王桂英 二档 4 2300 相桥街道 宽荣村委会



王开女 二档 1 400 相桥街道 宽荣村委会
王晓军 三档 5 2300 相桥街道 宽荣村委会
柳三喜 二档 6 3350 相桥街道 申东村委会
刘印娃 三档 3 1290 相桥街道 申东村委会
柳重军 三档 3 990 相桥街道 申东村委会
刘晓飞 三档 3 1190 相桥街道 申东村委会
刘有余 三档 3 1190 相桥街道 申东村委会
刘军地 三档 4 1470 相桥街道 申东村委会
王灵山 二档 5 2700 相桥街道 申东村委会
刘金成 三档 7 3060 相桥街道 申东村委会
尚腊梅 二档 2 1250 相桥街道 北孙村委会
张广娃 二档 4 2200 相桥街道 北孙村委会
孙向东 二档 6 3100 相桥街道 北孙村委会
张红连 二档 7 3650 相桥街道 北孙村委会
高明栓 三档 4 1520 相桥街道 北孙村委会
赵军权 三档 5 2400 相桥街道 北孙村委会
孙军喜 三档 4 1520 相桥街道 北孙村委会
孙浩怡 一档 1 670 相桥街道 北孙村委会
孙永庆 二档 2 800 相桥街道 北孙村委会
刘福荣 二档 4 2200 相桥街道 南孙村委会
王房军 二档 1 700 相桥街道 南孙村委会
芦翠芳 二档 1 550 相桥街道 南孙村委会
刘转英 三档 1 330 相桥街道 南孙村委会
罗金金 三档 3 1440 相桥街道 南孙村委会
孙晓峰 二档 5 2800 相桥街道 南孙村委会
林金宏 三档 3 1340 相桥街道 南孙村委会
姚教育 二档 4 1600 相桥街道 南孙村委会
孙瑞鸿 三档 2 1010 相桥街道 南孙村委会
郝江海 二档 3 1200 相桥街道 铁王村委会
李文光 三档 3 1590 相桥街道 铁王村委会
叶舒 二档 3 1200 相桥街道 铁王村委会
郝化洲 三档 3 1440 相桥街道 铁王村委会
李风琴 二档 5 2550 相桥街道 铁王村委会
张秋菊 三档 5 2300 相桥街道 铁王村委会
李放军 一档 4 2180 相桥街道 铁王村委会
郝军政 三档 5 2000 相桥街道 铁王村委会
姚卜凯 二档 3 1950 相桥街道 姚家村委会
王恒民 二档 1 400 相桥街道 姚家村委会
卢宏山 三档 6 2380 相桥街道 姚家村委会
卢利娃 三档 3 1190 相桥街道 姚家村委会
姚仲安 三档 5 2150 相桥街道 姚家村委会
姚勇战 二档 1 700 相桥街道 姚家村委会
姚茂胜 一档 1 770 相桥街道 姚家村委会
卢更选 三档 5 2050 相桥街道 姚家村委会
仵朝娃 二档 3 1400 相桥街道 姚家村委会
王小宏 二档 3 1700 相桥街道 朝阳村委会
冯建义 二档 2 1100 相桥街道 朝阳村委会
张秀利 二档 4 2350 相桥街道 朝阳村委会
郭喜娟 一档 1 770 相桥街道 朝阳村委会
张金锁 二档 2 1250 相桥街道 新李村委会
蔡小平 三档 3 1290 相桥街道 新李村委会



孟备战 三档 1 330 相桥街道 新李村委会
曾秀娃 二档 3 1400 相桥街道 新李村委会
吴存虎 三档 2 960 相桥街道 新李村委会
李红军 三档 3 1490 相桥街道 新李村委会
张红军 三档 5 2150 相桥街道 新李村委会
寇龙飞 一档 1 770 相桥街道 枣张村委会
张永兴 三档 5 2000 相桥街道 枣张村委会
党续祖 三档 3 1290 相桥街道 枣张村委会
冯亚 三档 3 990 相桥街道 枣张村委会
雷芳珍 三档 2 960 相桥街道 枣张村委会
吴娟 二档 3 1400 相桥街道 枣张村委会
齐玉龙 三档 6 2330 相桥街道 枣张村委会
杨世羲 三档 4 2070 相桥街道 枣张村委会
郭军战 三档 4 1920 相桥街道 枣张村委会
靳苏过 二档 1 400 相桥街道 田市村委会
董甲申 二档 2 1100 相桥街道 田市村委会
董进社 二档 2 1100 相桥街道 田市村委会
刘忠义 二档 3 1200 相桥街道 田市村委会
张安弟 二档 3 1500 相桥街道 田市村委会
刘发元 三档 4 1520 相桥街道 田市村委会
邱和平 三档 2 660 相桥街道 田市村委会
穆田仓 三档 3 129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刘爱芹 二档 2 125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杨发全 二档 2 110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邓浪军 二档 2 95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李桂珍 三档 2 96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李跃进 二档 3 120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王德荣 二档 4 190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高芳贤 二档 2 95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刘永祥 三档 1 63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袁水平 三档 3 129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李丙现 三档 1 63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赵海林 二档 5 260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张万利 二档 1 40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李小卫 三档 2 126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李水牛 三档 6 238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沙变歌 一档 4 218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陈红利 二档 5 230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任战良 二档 6 305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贺林生 二档 2 95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吴小飞 三档 2 86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赵文军 二档 3 1650 相桥街道 八里村委会
师从军 二档 4 1900 相桥街道 湾刘村委会
魏忠朝 二档 3 1650 相桥街道 湾刘村委会
陈传玉 二档 3 1800 相桥街道 湾刘村委会
王铁钢 一档 3 1560 相桥街道 湾刘村委会
杜永福 三档 1 480 相桥街道 湾刘村委会
唐登海 三档 4 1920 相桥街道 湾刘村委会
刘铁牢 二档 3 1800 相桥街道 湾刘村委会
王秋贤 二档 3 1600 相桥街道 湾刘村委会
刘伊凡 二档 2 950 相桥街道 湾刘村委会



王忠朝 二档 2 1000 相桥街道 湾刘村委会
袁小亮 二档 4 2600 相桥街道 湾刘村委会
李秀琴 三档 3 1490 相桥街道 湾刘村委会
杨芳琴 二档 5 2300 相桥街道 湾刘村委会
吴新德 二档 5 2500 相桥街道 任家村委会
王青太 二档 3 1500 相桥街道 任家村委会
聂三虎 二档 2 1250 相桥街道 任家村委会
屈淑贤 二档 2 950 相桥街道 任家村委会
李强强 二档 4 2300 相桥街道 任家村委会
刘会民 三档 4 1520 相桥街道 任家村委会
孟天财 三档 6 2980 相桥街道 任家村委会
师胜娃 三档 1 330 相桥街道 任家村委会
杨辉 一档 4 2080 相桥街道 任家村委会
李学中 三档 2 660 相桥街道 任家村委会
师哲 三档 3 1390 相桥街道 任家村委会
刘世敏 二档 3 1800 相桥街道 北刘村委会
郭玉良 三档 5 1800 相桥街道 北刘村委会
刘博哲 一档 1 670 相桥街道 北刘村委会
郭忠亮 三档 6 2780 相桥街道 北刘村委会
张耀辉 三档 4 1920 相桥街道 张八村委会
刘红太 二档 3 1800 相桥街道 张八村委会
贾青山 一档 1 770 相桥街道 张八村委会
刘小女 三档 6 2480 相桥街道 张八村委会
杨胜娃 二档 2 1100 相桥街道 庙王村委会
王田娃 二档 1 550 相桥街道 庙王村委会
王金明 二档 2 800 相桥街道 庙王村委会
王广良 三档 3 1290 相桥街道 庙王村委会
花占丰 二档 1 400 相桥街道 庙王村委会
王宝民 二档 2 1250 相桥街道 庙王村委会
王建宏 三档 4 2020 相桥街道 庙王村委会
张天恩 二档 3 1400 相桥街道 庙王村委会
王稳学 一档 2 940 相桥街道 庙王村委会
杨长安 二档 3 150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李建华 三档 3 129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时岁堂 二档 2 110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吕兴运 二档 2 95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吴建 二档 3 165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王双胜 二档 2 110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张发羊 二档 3 150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杨跃进 二档 2 140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王军虎 二档 4 205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杨拴民 三档 4 132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王雪 二档 4 210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杨厚林 二档 3 135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张秀娥 三档 2 81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林斌 三档 4 182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刘新利 三档 4 152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陈云安 三档 6 268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杜梅英 三档 3 114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耿桂香 三档 3 119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汪改良 三档 3 1190 徐杨街道 徐杨村委会



王东梅 二档 3 150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孟光荣 二档 2 125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阎惠云 三档 2 66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陈大建 二档 4 205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许志荣 二档 1 70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石石头 二档 2 80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彭兴运 二档 3 120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刘社教 二档 3 150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赵海蓉 三档 3 114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孙克祥 二档 4 175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李德余 二档 2 95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杨居贤 二档 2 110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魏金民 三档 6 263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杜海艳 三档 3 119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张建业 三档 6 248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孙红心 三档 5 215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杨恒军 三档 3 119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王庆峰 三档 6 258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李敏 三档 3 139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王根宪 三档 1 33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李淑芳 一档 1 62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李敏智 一档 3 141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李智文 一档 3 161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王振江 三档 1 33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杨东东 三档 2 960 徐杨街道 新华村委会
郑菊莲 三档 2 810 徐杨街道 奎杨村委会
朱新建 三档 3 990 徐杨街道 奎杨村委会
李祥祥 三档 3 1290 徐杨街道 奎杨村委会
刘远勋 三档 2 660 徐杨街道 奎杨村委会
朱林 三档 4 1920 徐杨街道 奎杨村委会
齐小六 二档 3 1200 徐杨街道 奎杨村委会
王政斌 二档 3 1550 徐杨街道 奎杨村委会
朱小康 二档 3 1550 徐杨街道 奎杨村委会
董发堂 二档 2 1100 徐杨街道 奎杨村委会
刘海峰 三档 4 1620 徐杨街道 奎杨村委会
韩广建 三档 2 660 徐杨街道 奎杨村委会
韩彦杰 三档 2 660 徐杨街道 奎杨村委会
崔宾华 三档 2 660 徐杨街道 奎杨村委会
杨邱侠 三档 3 1490 徐杨街道 奎杨村委会
张战清 二档 4 1900 徐杨街道 巨合村委会
孙立升 二档 1 700 徐杨街道 巨合村委会
王国金 二档 4 1750 徐杨街道 巨合村委会
吴保民 二档 2 800 徐杨街道 巨合村委会
李世才 二档 2 800 徐杨街道 巨合村委会
吴陆锁 二档 1 700 徐杨街道 巨合村委会
王忠民 三档 3 1140 徐杨街道 巨合村委会
王君道 二档 2 1100 徐杨街道 巨合村委会
李海燕 二档 2 1100 徐杨街道 巨合村委会
单世兰 三档 3 1290 徐杨街道 巨合村委会
喻秦川 三档 5 2050 徐杨街道 巨合村委会
李凤兰 二档 4 2000 徐杨街道 巨合村委会



李临潼 三档 3 990 徐杨街道 巨合村委会
刘大海 一档 3 1410 徐杨街道 巨合村委会
仵文华 三档 1 630 徐杨街道 巨合村委会
吴全信 三档 3 1140 徐杨街道 巨合村委会
张兵 二档 3 1700 徐杨街道 尚寨村委会
郭芳云 二档 1 550 徐杨街道 尚寨村委会
杨青贤 二档 1 550 徐杨街道 尚寨村委会
郭三虎 二档 3 1200 徐杨街道 尚寨村委会
王冬冬 二档 3 1800 徐杨街道 尚寨村委会
陈临潼 二档 4 2100 徐杨街道 尚寨村委会
高根社 二档 1 700 徐杨街道 尚寨村委会
葛春梅 二档 1 550 徐杨街道 尚寨村委会
胡学康 二档 4 1800 徐杨街道 尚寨村委会
张清义 三档 2 960 徐杨街道 尚寨村委会
任改明 三档 3 990 徐杨街道 尚寨村委会
翟淑玲 二档 1 550 徐杨街道 公义村委会
李桂芳 二档 3 1350 徐杨街道 公义村委会
王锋 三档 4 1520 徐杨街道 公义村委会
房改明 二档 3 1350 徐杨街道 公义村委会
史长顺 二档 1 700 徐杨街道 公义村委会
王利 二档 3 1400 徐杨街道 公义村委会
韩启敏 二档 2 950 徐杨街道 公义村委会
宗学有 三档 3 1140 徐杨街道 公义村委会
薛天良 三档 2 960 徐杨街道 公义村委会
李秀玲 三档 3 990 徐杨街道 公义村委会
孙刚盈 三档 2 1260 徐杨街道 公义村委会
薛丙坤 三档 3 1290 徐杨街道 公义村委会
鲍会芳 三档 2 960 徐杨街道 公义村委会
杨进良 三档 5 2050 徐杨街道 公义村委会
张小锋 二档 1 400 徐杨街道 屯刘村委会
龙江江 二档 1 400 徐杨街道 屯刘村委会
孙军旗 二档 2 1100 徐杨街道 屯刘村委会
曾凤芹 二档 2 800 徐杨街道 屯刘村委会
鲁静 二档 2 800 徐杨街道 屯刘村委会
刘振锋 三档 3 1290 徐杨街道 屯刘村委会
李石头 二档 1 400 徐杨街道 屯刘村委会
赵宝娟 三档 2 660 徐杨街道 屯刘村委会
石彩凤 二档 1 550 徐杨街道 邓王村委会
吴天林 二档 5 2350 徐杨街道 邓王村委会
李会琴 二档 4 2100 徐杨街道 邓王村委会
张文元 二档 3 1650 徐杨街道 邓王村委会
王振元 二档 5 2600 徐杨街道 邓王村委会
赵雪茹 二档 1 550 徐杨街道 邓王村委会
李峰 三档 2 1160 徐杨街道 邓王村委会
尚忠孝 三档 3 1440 徐杨街道 邓王村委会
李红军 二档 3 1500 西泉街道 西泉村委会
李玉杰 二档 2 1250 西泉街道 西泉村委会
李雄 三档 5 2300 西泉街道 西泉村委会
李忙娃 三档 3 990 西泉街道 西泉村委会
李希民 三档 5 1850 西泉街道 西泉村委会
李兵建 二档 5 3100 西泉街道 西泉村委会



薛桂花 三档 3 1190 西泉街道 西泉村委会
李小位 二档 1 400 西泉街道 西泉村委会
王汗汗 一档 1 470 西泉街道 魏庄村委会
潘爱侠 三档 2 810 西泉街道 魏庄村委会
魏联红 三档 4 1320 西泉街道 魏庄村委会
魏秀芳 三档 1 480 西泉街道 魏庄村委会
王银霞 三档 5 1800 西泉街道 魏庄村委会
魏超 一档 3 1710 西泉街道 魏庄村委会
唐辉 一档 1 770 西泉街道 魏庄村委会
王毛生 二档 1 400 西泉街道 魏庄村委会
王社社 二档 1 400 西泉街道 魏庄村委会
魏润民 一档 5 2850 西泉街道 魏庄村委会
罗志明 三档 3 1140 西泉街道 桑元村委会
罗军良 三档 3 1490 西泉街道 桑元村委会
张建春 三档 4 1620 西泉街道 桑元村委会
茹科正 三档 2 660 西泉街道 桑元村委会
汤栽田 三档 2 660 西泉街道 桑元村委会
余宏喜 三档 1 330 西泉街道 宣孔村委会
王文渊 三档 2 810 西泉街道 宣孔村委会
王德轩 三档 5 2450 西泉街道 宣孔村委会
侯布证 三档 5 1850 西泉街道 宣孔村委会
宣丢远 三档 1 330 西泉街道 宣孔村委会
许代杏 三档 2 810 西泉街道 宣孔村委会
王麦娃 三档 3 1290 西泉街道 宣孔村委会
宣立举 三档 5 2150 西泉街道 宣孔村委会
王双虎 三档 4 1320 西泉街道 宣孔村委会
王春缠 三档 3 1290 西泉街道 宣孔村委会
余克孝 三档 3 1340 西泉街道 宣孔村委会
王民政 三档 4 1520 西泉街道 宣孔村委会
候新社 三档 4 1870 西泉街道 宣孔村委会
李丙章 三档 3 1290 西泉街道 麦王村委会
王俊峰 三档 2 660 西泉街道 麦王村委会
陈兵 二档 4 1800 西泉街道 麦王村委会
杨顺利 三档 1 330 西泉街道 麦王村委会
裴引娥 二档 3 1850 西泉街道 麦王村委会
李民众 三档 3 1590 西泉街道 麦王村委会
刘文新 三档 6 2580 西泉街道 麦王村委会
赵学 一档 4 2530 西泉街道 麦王村委会
赵新其 三档 4 1520 西泉街道 麦王村委会
赵愿愿 三档 3 1390 西泉街道 麦王村委会
陶永胜 二档 1 700 西泉街道 麦王村委会
王三芹 一档 2 1540 西泉街道 东赵村委会
王争社 三档 2 960 西泉街道 东赵村委会
魏菊梅 二档 2 1100 西泉街道 东赵村委会
赵改利 一档 1 470 西泉街道 东赵村委会
赵奋安 二档 6 3550 西泉街道 东赵村委会
付西绒 三档 3 1490 西泉街道 东赵村委会
陶蜜侠 三档 2 1110 西泉街道 东赵村委会
王菊娃 二档 4 1950 西泉街道 东赵村委会
侯振民 三档 6 2280 西泉街道 东赵村委会
王丽娟 一档 3 1810 西泉街道 东赵村委会



赵宁利 二档 3 1500 西泉街道 东赵村委会
吴忠义 一档 4 2080 西泉街道 东赵村委会
赵争缠 三档 4 1720 西泉街道 东赵村委会
郝银纳 一档 4 2430 西泉街道 东赵村委会
闫长安 二档 3 1950 西泉街道 东赵村委会
陈争利 三档 1 330 西泉街道 椿树村委会
赵菊棉 三档 2 660 西泉街道 椿树村委会
贺陕蒙 三档 3 990 西泉街道 椿树村委会
王刚过 三档 3 1290 西泉街道 椿树村委会
史智威 三档 5 2050 西泉街道 椿树村委会
于胡朋 三档 2 1110 西泉街道 椿树村委会
赵小红 三档 4 2020 西泉街道 椿树村委会
赵养楼 三档 3 1440 西泉街道 椿树村委会
陈文尚 三档 3 1440 西泉街道 兴王村委会
师引利 三档 5 2350 西泉街道 兴王村委会
赵志鸿 二档 2 1100 西泉街道 兴王村委会
贺犬娃 三档 2 1010 西泉街道 兴王村委会
陈振亚 三档 3 1140 西泉街道 贾村委会
陈凤义 三档 3 1440 西泉街道 贾村委会
陈喜民 三档 3 1290 西泉街道 贾村委会
赵养旗 一档 1 470 西泉街道 贾村委会
马大鹏 二档 2 1000 西泉街道 贾村委会
张随星 一档 3 2110 西泉街道 贾村委会
米龙利 一档 2 1240 西泉街道 坡底村委会
李彩棉 二档 3 1700 西泉街道 坡底村委会
王思斌 一档 4 2430 西泉街道 坡底村委会
吴战军 三档 4 1620 西泉街道 坡底村委会
任芳侠 一档 4 2530 西泉街道 坡底村委会
杜二浪 一档 2 1440 西泉街道 坡底村委会
王康社 三档 2 660 西泉街道 坡底村委会
李五强 一档 2 940 西泉街道 坡底村委会
陈俊成 三档 2 960 新市街道 新市村委会
梁明兰 三档 2 1110 新市街道 新市村委会
陈军利 三档 2 1110 新市街道 新市村委会
杨七玲 三档 3 1290 新市街道 新市村委会
荆迎春 三档 1 330 新市街道 新市村委会
周利 三档 4 1520 新市街道 新市村委会
龙宽盈 三档 4 2070 新市街道 新市村委会
焦民强 三档 2 1010 新市街道 新市村委会
高耀斌 三档 2 960 新市街道 新市村委会
胡战平 三档 4 1920 新市街道 新市村委会
焦联红 三档 6 2130 新市街道 新市村委会
王爱琴 三档 3 1490 新市街道 新市村委会
许建军 三档 3 1290 新市街道 新市村委会
李宝茹 三档 1 480 新市街道 新市村委会
闫白女 三档 3 990 新市街道 新市村委会
程金锁 三档 2 1260 新市街道 南程村委会
刘晓娟 三档 1 630 新市街道 南程村委会
刘艳芹 二档 5 2700 新市街道 南程村委会
杨小亮 三档 1 330 新市街道 南程村委会
程福海 三档 5 2600 新市街道 南程村委会



程小爱 三档 2 960 新市街道 南程村委会
韩安娃 三档 2 960 新市街道 南程村委会
程军政 三档 2 660 新市街道 南程村委会
李川娥 三档 3 1190 新市街道 南程村委会
程树丛 三档 1 630 新市街道 南程村委会
泉清正 三档 2 960 新市街道 南程村委会
冯建卫 三档 3 1290 新市街道 南程村委会
马玉兰 三档 1 330 新市街道 南程村委会
樊良善 三档 3 1290 新市街道 郭桥村委会
张同忠 三档 2 810 新市街道 郭桥村委会
刘拴文 三档 2 660 新市街道 郭桥村委会
牛百忍 三档 1 480 新市街道 郭桥村委会
任巧玲 三档 4 1670 新市街道 郭桥村委会
杨根荣 三档 1 630 新市街道 郭桥村委会
王兰英 三档 2 660 新市街道 郭桥村委会
邢公社 二档 2 1400 新市街道 郝邢村委会
李学友 三档 1 630 新市街道 郝邢村委会
王柱娃 三档 1 330 新市街道 郝邢村委会
任西奎 三档 3 1490 新市街道 郝邢村委会
孟永红 三档 2 860 新市街道 郝邢村委会
孟志清 三档 4 1970 新市街道 郝邢村委会
张春明 三档 2 1160 新市街道 郝邢村委会
王根亮 三档 1 630 新市街道 郝邢村委会
郎显盈 三档 3 1290 新市街道 郝邢村委会
周狗娃 三档 3 1290 新市街道 郝邢村委会
陈红卫 三档 3 1740 新市街道 郝邢村委会
郎石 三档 2 810 新市街道 郝邢村委会
王金峰 三档 5 2000 新市街道 郝邢村委会
李武亭 三档 4 1520 新市街道 郝邢村委会
李百锁 三档 2 960 新市街道 大刘村委会
寇小平 三档 3 1590 新市街道 大刘村委会
张复兴 三档 5 2200 新市街道 大刘村委会
吴韵娃 三档 2 660 新市街道 大刘村委会
王孝宗 三档 3 1290 新市街道 大刘村委会
苏学峰 三档 2 660 新市街道 大刘村委会
胡毅飞 三档 5 2250 新市街道 大刘村委会
张长长 三档 2 1160 新市街道 焦范村委会
王焕香 三档 4 1720 新市街道 焦范村委会
郑中彦 三档 4 2070 新市街道 焦范村委会
范小群 二档 1 700 新市街道 焦范村委会
李建国 三档 6 2630 新市街道 焦范村委会
焦利军 三档 4 1670 新市街道 焦范村委会
李国平 三档 3 1190 新市街道 焦范村委会
任三合 三档 2 1160 新市街道 焦范村委会
杨桂芳 三档 3 1140 新市街道 焦范村委会
孙有军 三档 3 1590 新市街道 孙陈村委会
朱乾州 三档 4 1620 新市街道 孙陈村委会
段红娃 三档 3 990 新市街道 孙陈村委会
孙战文 三档 6 2980 新市街道 孙陈村委会
程纪忙 三档 5 1650 新市街道 孙陈村委会
张小粮 三档 2 810 新市街道 孙陈村委会



马刚 三档 3 1190 新市街道 孙陈村委会
孔建信 三档 4 1320 新市街道 走马村委会
鬲红伟 三档 3 990 新市街道 走马村委会
王淑莲 三档 2 960 新市街道 走马村委会
王道龙 三档 3 1590 新市街道 走马村委会
鬲俊文 三档 3 1190 新市街道 走马村委会
任晓科 三档 1 630 新市街道 走马村委会
张学习 三档 2 810 新市街道 马庄村委会
陈会云 三档 1 480 新市街道 马庄村委会
王明芳 三档 3 1590 新市街道 马庄村委会
王欢 三档 3 1290 新市街道 马庄村委会
罗运动 三档 4 1720 新市街道 马庄村委会
吴中荣 三档 7 3310 新市街道 马庄村委会
汤新平 三档 3 1290 新市街道 马庄村委会
王春荣 三档 2 1160 新市街道 马庄村委会
胡海峰 三档 4 1670 新市街道 马庄村委会
薛小彦 三档 2 810 新市街道 马庄村委会
王岗锁 三档 3 1190 新市街道 马庄村委会
赵西安 一档 3 2210 新市街道 盐店村委会
陈小峰 二档 2 1250 新市街道 盐店村委会
杨风池 三档 2 960 新市街道 盐店村委会
李秋玲 三档 4 2120 新市街道 盐店村委会
何锁 三档 3 1140 新市街道 盐店村委会
焦生玉 三档 6 2280 新市街道 盐店村委会
李建常 三档 6 2380 新市街道 盐店村委会
张新民 二档 1 55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骆向东 三档 3 129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王新玲 二档 4 225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张爱侠 二档 1 55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李民志 二档 2 125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段金娃 二档 3 150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骆丰丰 二档 4 205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谭临潼 三档 4 132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李铁合 三档 1 63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王根京 二档 2 110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付佰成 二档 3 140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张爱琴 二档 3 135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王庆刚 二档 4 255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张刚战 二档 1 40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冯文环 三档 2 66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李双婷 三档 1 63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吴雪梅 三档 2 66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张德发 三档 3 129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姚朋飞 一档 1 470 交口街道 交口村委会
张万红 二档 2 800 交口街道 高铁村委会
高玉顺 二档 4 1900 交口街道 高铁村委会
王金荣 三档 3 990 交口街道 高铁村委会
高胜吉 三档 4 1320 交口街道 高铁村委会
张军放 二档 1 700 交口街道 高铁村委会
张建都 二档 1 400 交口街道 高铁村委会
张志龙 三档 2 660 交口街道 高铁村委会



李新收 三档 3 990 交口街道 高铁村委会
贠平利 二档 3 1200 交口街道 高铁村委会
张晓雷 三档 3 1490 交口街道 高铁村委会
李生斌 三档 6 2430 交口街道 高铁村委会
苏增虎 二档 4 2300 交口街道 高铁村委会
周广福 二档 1 550 交口街道 高铁村委会
刘银彩 一档 3 2160 交口街道 高铁村委会
王建锋 二档 5 245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李白坤 二档 5 29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周振利 二档 3 15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王悦峰 二档 4 18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孔祥军 二档 3 15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王清林 二档 1 55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肖玉侠 二档 1 55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周向峰 三档 4 152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周忠 二档 2 95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张晓荣 二档 1 4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刘结实 二档 2 95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王百智 二档 4 175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朱建牢 二档 3 12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王香利 三档 3 129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田新合 二档 1 7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贾胜利 二档 2 95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常跃进 二档 3 15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田建科 二档 2 95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刘存香 二档 1 4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李存良 三档 4 202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王朋记 二档 3 15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党永生 二档 6 31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周秦川 二档 1 55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孙粉旦 二档 2 8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李良旦 二档 2 14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郑宝京 二档 3 15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党黑娃 二档 4 21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王军峰 二档 5 255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王文斌 二档 6 34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赤七一 二档 3 15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王秦州 三档 5 200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赤国柱 三档 4 162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王先安 三档 3 119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周犬娃 三档 5 205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王志让 三档 6 238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谈娟娟 三档 5 1950 交口街道 新民村委会
支成林 二档 2 1100 交口街道 营仁村委会
张会侠 二档 2 1100 交口街道 营仁村委会
张红卫 二档 2 1250 交口街道 营仁村委会
周应岐 二档 4 1900 交口街道 营仁村委会
曹彩连 二档 1 700 交口街道 营仁村委会
胡天明 二档 4 2050 交口街道 营仁村委会
张吉换 二档 5 2550 交口街道 营仁村委会
付小录 二档 5 2700 交口街道 营仁村委会



张美荣 三档 3 990 交口街道 营仁村委会
郝美绒 三档 4 1320 交口街道 营仁村委会
周岗铁 三档 3 1190 交口街道 营仁村委会
杨卫卫 二档 3 180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段小岗 二档 2 80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张德令 二档 4 205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王红战 三档 1 63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秦新战 二档 1 70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谈安胜 二档 5 250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段普强 二档 3 120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陈永团 二档 2 95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张平利 三档 4 197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张亚峰 三档 3 159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张迎春 二档 3 140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张保 二档 2 80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张小义 二档 4 220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邢亮 二档 5 215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王彦文 二档 1 55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杨永义 三档 1 33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李云胜 三档 2 66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李建军 三档 2 1160 交口街道 郭阳村委会
王跃民 二档 3 170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魏西京 二档 1 70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王加森 二档 3 180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张保营 二档 5 290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张亚舟 二档 3 120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王永平 二档 1 40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薛雪利 二档 3 160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刘测亮 二档 3 140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雷选育 三档 4 167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胡菊香 三档 4 132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李春玲 三档 4 167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唐端娃 二档 2 110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朱述旺 三档 5 185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李向阳 三档 6 268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雷风琴 三档 4 147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张义 一档 1 47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朱朋 三档 4 197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魏西江 三档 3 119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张胜利 三档 4 152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白姣 三档 1 630 交口街道 权中村委会
朱月汉 二档 5 260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韦民兴 二档 5 325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程天运 二档 3 150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谈淑梅 二档 2 125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魏新太 二档 6 320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秦凤英 二档 2 125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史爱民 二档 4 205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杨东风 二档 1 40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黄建胜 二档 2 110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郝开科 二档 2 95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康蛇娃 二档 2 125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杨光 二档 4 190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杨东涛 二档 1 40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王芳玲 二档 4 200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朱宝群 三档 4 132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骆麦诚 二档 3 140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刘文斌 二档 1 40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彭生民 三档 5 225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郝孟海 二档 3 150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杨增社 二档 1 40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李明全 二档 2 125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王天勇 三档 4 152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王泽民 三档 3 119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王淑侠 二档 2 125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闫妮诚 三档 3 129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陈菊梅 三档 2 81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宋旭东 三档 1 33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张克荣 三档 3 164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王禄 三档 1 630 交口街道 念杨村委会
陈上虎 二档 1 40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刘志春 二档 2 110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曹经林 三档 2 66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李和平 二档 4 255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李稳定 三档 3 129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张春红 二档 3 150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倪刚铁 二档 4 195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包育民 二档 5 265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鲁飞恩 二档 5 240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孙玉州 三档 3 114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郑思华 二档 3 150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王亚林 三档 4 147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赵金芳 二档 3 120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李金风 二档 2 80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韦富强 三档 4 212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李稳新 二档 3 165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宋新红 二档 4 160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李思英 三档 3 129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包星 一档 1 47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李平娃 三档 4 132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张竹叶 三档 2 81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张亚连 三档 2 66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杨宏义 二档 1 70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包凌云 三档 1 630 交口街道 孙赵村委会
张忍新 二档 3 195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姜建红 二档 1 70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薛建海 三档 3 144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李立宜 三档 4 182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刘来保 二档 3 200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尹继武 二档 4 190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井林涛 二档 3 120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徐小健 三档 4 147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张嘉乐 一档 2 134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雷安群 二档 4 240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万淑女 二档 3 135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张田队 二档 4 195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万忠蛇 二档 1 70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王秋芳 二档 3 140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张安安 二档 2 110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苌春玲 三档 3 99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徐西朋 三档 5 205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李建义 三档 5 200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张西南 三档 1 33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徐学义 三档 2 81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陈胜 一档 1 77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张巧 二档 3 160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雷换宁 三档 1 63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何永刚 二档 1 700 交口街道 安屯村委会
惠拴 二档 1 700 北田街道 北田村委会
王黑牛 二档 2 950 北田街道 北田村委会
吴彩茹 二档 2 950 北田街道 北田村委会
杨永利 二档 1 700 北田街道 北田村委会
薛梦婕 三档 1 330 北田街道 北田村委会
白杜记 二档 4 1800 北田街道 北田村委会
惠尾巴 二档 1 700 北田街道 北田村委会
蔺花 三档 1 330 北田街道 西渭阳村委会
杨侃劳 三档 7 3310 北田街道 西渭阳村委会
于养民 二档 1 700 北田街道 西渭阳村委会
龙会英 二档 1 400 北田街道 西渭阳村委会
王国庆 二档 1 400 北田街道 尖角村委会
郭乱乱 二档 1 550 北田街道 尖角村委会
杨爱贤 二档 2 1250 北田街道 尖角村委会
王红田 二档 1 400 北田街道 尖角村委会
魏创 二档 3 1650 北田街道 尖角村委会
王满良 二档 4 2250 北田街道 尖角村委会
王永红 二档 6 2900 北田街道 尖角村委会
王主良 二档 1 40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王锁锁 二档 1 70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王庚选 二档 1 40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王炳公 二档 3 180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王胜利 三档 3 129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王学堂 二档 2 110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王文革 二档 3 170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王运动 二档 1 40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李晓晓 二档 2 125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王彦平 二档 5 230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李新红 二档 1 70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王二玄 三档 4 212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韩周周 三档 3 129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王忙娃 二档 1 70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杜美丽 二档 4 270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王闫良 二档 2 80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王亚洲 二档 3 120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王晓明 二档 4 190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韩泽娃 二档 1 70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王欣欣 三档 1 330 北田街道 滩王村委会
严建忠 二档 4 2350 北田街道 田严村委会
严小利 二档 2 1400 北田街道 田严村委会
田四民 二档 4 1900 北田街道 田严村委会
田武武 二档 1 700 北田街道 田严村委会
孙敏侠 二档 3 1200 北田街道 田严村委会
严三贤 二档 2 800 北田街道 田严村委会
郭治雄 三档 6 3280 北田街道 田严村委会
王淑芳 二档 2 950 北田街道 温梁村委会
刘德法 二档 3 1650 北田街道 温梁村委会
张玉平 三档 2 1110 北田街道 温梁村委会
梁成龙 三档 1 630 北田街道 温梁村委会
温均平 二档 5 3150 北田街道 温梁村委会
李西英 二档 2 950 北田街道 温梁村委会
姚春眉 三档 4 2420 北田街道 温梁村委会
雷狗娃 二档 1 700 北田街道 月掌村委会
吴巧玲 二档 3 1500 北田街道 月掌村委会
王新政 二档 2 1250 北田街道 月掌村委会
李金茹 二档 3 1850 北田街道 月掌村委会
田志荣 二档 4 1950 北田街道 月掌村委会
张阿锋 三档 4 2320 北田街道 月掌村委会
王羊旦 二档 1 700 北田街道 马陵村委会
杨学礼 二档 1 700 北田街道 马陵村委会
杨金选 二档 4 1800 北田街道 马陵村委会
杨耀南 二档 2 1100 北田街道 马陵村委会
杨金 二档 2 1300 北田街道 马陵村委会
杨都都 二档 1 700 北田街道 马陵村委会
杨长教 二档 5 2450 北田街道 马陵村委会
王刚旦 三档 1 330 北田街道 马陵村委会
杨应党 二档 2 1100 北田街道 马陵村委会
常宝东 三档 2 660 油槐街道 油街村委会
李雪莲 三档 2 960 油槐街道 油街村委会
张继业 三档 3 1340 油槐街道 油街村委会
王秦川 三档 5 1950 油槐街道 油街村委会
刁碧清 三档 5 2650 油槐街道 油街村委会
鱼建社 三档 3 1290 油槐街道 石家村委会
高会芳 三档 3 1440 油槐街道 石家村委会
孙云峰 三档 5 2300 油槐街道 石家村委会
杨广田 三档 2 810 油槐街道 石家村委会
赵顺民 三档 2 810 油槐街道 石家村委会
杨颖雯 一档 1 470 油槐街道 石家村委会
冯立涛 三档 4 2020 油槐街道 石家村委会
冯彩玲 二档 2 1000 油槐街道 石家村委会
薛修柱 一档 1 470 油槐街道 南杨村委会
李跟弟 三档 4 1720 油槐街道 南杨村委会
付南京 三档 3 990 油槐街道 南杨村委会
高红敏 三档 4 1620 油槐街道 南杨村委会
马兴科 三档 3 1290 油槐街道 南杨村委会
郝海元 三档 3 1290 油槐街道 南杨村委会



吴英桃 三档 3 1140 油槐街道 南杨村委会
杨忠信 三档 5 1950 油槐街道 南杨村委会
贺丙杰 三档 3 990 油槐街道 南杨村委会
杨京田 二档 2 1250 油槐街道 南杨村委会
屈秋利 三档 3 1140 油槐街道 南杨村委会
苟伟娜 二档 2 1000 油槐街道 南杨村委会
王秀侠 三档 4 1770 油槐街道 南杨村委会
杨旭杰 一档 1 470 油槐街道 南杨村委会
张亚俊 二档 3 1600 油槐街道 南杨村委会
姚彩兰 二档 2 1250 油槐街道 昌寨村委会
畅爱英 三档 3 990 油槐街道 昌寨村委会
畅申政 三档 4 1620 油槐街道 昌寨村委会
薛春雁 三档 6 2480 油槐街道 昌寨村委会
杨栏 三档 4 1470 油槐街道 昌寨村委会
薛松柏 三档 3 1290 油槐街道 昌寨村委会
杨甲强 三档 3 990 油槐街道 昌寨村委会
宋孝军 三档 1 330 油槐街道 昌寨村委会
张军民 三档 1 330 油槐街道 昌寨村委会
宋军娃 三档 5 2100 油槐街道 昌寨村委会
姚蛇娃 一档 1 770 油槐街道 昌寨村委会
杨庆祥 一档 1 620 油槐街道 昌寨村委会
凌月婵 三档 3 1290 油槐街道 耿西村委会
刘建利 三档 1 330 油槐街道 耿西村委会
凌亮亮 三档 2 1260 油槐街道 耿西村委会
凌正凯 三档 3 1290 油槐街道 耿西村委会
李树华 三档 4 1620 油槐街道 耿西村委会
王广政 二档 1 700 油槐街道 耿西村委会
李红敏 三档 2 660 油槐街道 耿西村委会
康静 三档 2 810 油槐街道 耿西村委会
凌世乾 三档 7 3160 油槐街道 耿西村委会
罗耀先 三档 2 960 油槐街道 耿西村委会
杨旭洲 三档 3 990 油槐街道 耿西村委会
吴凤仙 二档 1 400 油槐街道 耿西村委会
冯纪刚 三档 5 1950 油槐街道 耿西村委会
冯永平 三档 3 1340 油槐街道 南张村委会
赵玉兰 三档 2 1110 油槐街道 南张村委会
杜秀琴 三档 3 1140 油槐街道 南张村委会
张为杰 三档 3 1790 油槐街道 南张村委会
刘彦凯 三档 5 2450 油槐街道 南张村委会
缑选民 三档 3 1190 油槐街道 南张村委会
马香利 三档 3 1290 油槐街道 南张村委会
韩振海 三档 3 1290 油槐街道 余家村委会
薛广军 三档 3 1790 油槐街道 余家村委会
王政娃 三档 3 990 油槐街道 余家村委会
邵喜军 三档 4 1620 油槐街道 余家村委会
张玉珍 二档 1 550 油槐街道 余家村委会
任金娥 三档 3 1140 油槐街道 余家村委会
薛纪红 三档 4 1470 油槐街道 余家村委会
李敏政 三档 4 1520 油槐街道 余家村委会
李生俭 三档 2 810 油槐街道 余家村委会
杜存会 三档 3 1190 油槐街道 余家村委会



王玉芹 三档 3 1190 油槐街道 余家村委会
常忙娃 三档 6 2980 油槐街道 余家村委会
薛定山 三档 4 1320 油槐街道 余家村委会
喜文红 三档 5 1800 油槐街道 余家村委会
任红艳 一档 1 770 油槐街道 余家村委会
薛小宏 三档 2 660 油槐街道 余家村委会
王军娃 三档 4 1520 油槐街道 南李村委会
李焕武 三档 3 1790 油槐街道 南李村委会
魏会珍 二档 4 2300 油槐街道 南李村委会
缑春杰 三档 5 2350 油槐街道 南李村委会
杨建娃 二档 1 400 油槐街道 南李村委会
王生胜 二档 2 1300 油槐街道 南李村委会
赵录粗 三档 3 1590 油槐街道 白家村委会
赵兴利 三档 6 2580 油槐街道 白家村委会
杨安朝 三档 4 1970 油槐街道 白家村委会
赵天明 三档 6 2530 油槐街道 白家村委会
何永群 二档 2 1150 油槐街道 白家村委会
杨锋 三档 2 1110 油槐街道 白家村委会
白康娃 三档 3 1290 油槐街道 白家村委会
孙平 三档 3 1290 油槐街道 白家村委会
郭亚俊 一档 1 770 油槐街道 白家村委会
袁小俊 一档 1 620 油槐街道 白家村委会
赵佳佳 一档 1 470 油槐街道 白家村委会
赵定国 三档 2 1110 油槐街道 槐李村委会
赵晓红 三档 2 1110 油槐街道 槐李村委会
赵广西 二档 1 700 油槐街道 槐李村委会
李荣荣 二档 1 700 油槐街道 槐李村委会
李生辉 三档 3 1440 油槐街道 槐李村委会
赵雪 一档 1 470 油槐街道 槐李村委会
王忠义 三档 3 1490 油槐街道 槐李村委会
赵进兴 三档 5 2400 油槐街道 槐李村委会
潘优 二档 2 1250 油槐街道 槐李村委会
石登弟 三档 4 1820 油槐街道 槐李村委会
李换林 三档 3 1290 油槐街道 槐李村委会
赵崇洲 二档 1 700 油槐街道 槐李村委会
杜金虎 三档 1 330 油槐街道 槐李村委会
喜转花 一档 1 770 油槐街道 槐李村委会
席向娃 二档 3 1500 何寨街道 何寨村委会
伍玉民 二档 3 1350 何寨街道 何寨村委会
周作胜 二档 4 1800 何寨街道 何寨村委会
刘学武 二档 2 800 何寨街道 何寨村委会
魏丰产 三档 3 1290 何寨街道 何寨村委会
王海军 三档 4 1520 何寨街道 何寨村委会
胡秋兰 二档 3 1600 何寨街道 何寨村委会
伍运河 三档 6 2380 何寨街道 何寨村委会
佐仙梅 二档 5 2950 何寨街道 何寨村委会
董育浩 二档 1 600 何寨街道 何寨村委会
李清选 三档 5 2350 何寨街道 何寨村委会
刘巧娥 三档 4 1670 何寨街道 何寨村委会
宋秀云 三档 4 1970 何寨街道 马寨村委会
郭战斗 二档 3 1500 何寨街道 马寨村委会



张欢升 三档 4 1620 何寨街道 马寨村委会
张志敏 三档 5 1950 何寨街道 马寨村委会
张欢应 二档 4 1800 何寨街道 马寨村委会
冯总路 二档 2 800 何寨街道 马寨村委会
张再娃 三档 2 810 何寨街道 马寨村委会
倪恒健 一档 1 770 何寨街道 马寨村委会
张耀新 三档 2 1160 何寨街道 马寨村委会
杨高飞 一档 2 1240 何寨街道 马寨村委会
倪志刚 三档 4 1920 何寨街道 马寨村委会
倪牛娃 三档 4 1620 何寨街道 马寨村委会
曹美丽 二档 3 1550 何寨街道 马寨村委会
安新良 二档 3 1800 何寨街道 圣力寺村委会
曹远远 二档 3 1500 何寨街道 圣力寺村委会
左烂藏 二档 4 2100 何寨街道 圣力寺村委会
刘相朝 二档 3 1350 何寨街道 圣力寺村委会
杨纪娃 二档 5 3000 何寨街道 圣力寺村委会
曹继财 三档 2 660 何寨街道 圣力寺村委会
孙艳 三档 3 1390 何寨街道 圣力寺村委会
曹益军 三档 4 1320 何寨街道 圣力寺村委会
曹娟娟 三档 3 990 何寨街道 圣力寺村委会
曹嫚利 三档 3 1390 何寨街道 圣力寺村委会
董惠英 三档 3 1390 何寨街道 圣力寺村委会
张波 三档 3 1490 何寨街道 圣力寺村委会
高建明 二档 4 1900 何寨街道 季家村委会
尹志强 三档 6 2580 何寨街道 季家村委会
刘丙云 三档 4 1820 何寨街道 季家村委会
张素珍 二档 2 800 何寨街道 季家村委会
李春祥 二档 4 2050 何寨街道 季家村委会
李德超 三档 3 1140 何寨街道 季家村委会
李彦华 二档 4 1950 何寨街道 季家村委会
王孔弟 三档 2 660 何寨街道 季家村委会
安志茂 三档 3 1190 何寨街道 季家村委会
张黑女 三档 3 990 何寨街道 季家村委会
张伊 一档 1 470 何寨街道 季家村委会
高俊昌 三档 7 3010 何寨街道 季家村委会
王芳芹 三档 5 2200 何寨街道 季家村委会
吴奖利 二档 3 1200 何寨街道 董家村委会
吴志华 三档 6 3180 何寨街道 董家村委会
宋超社 二档 3 1200 何寨街道 董家村委会
董战红 二档 3 1200 何寨街道 董家村委会
宋敏社 三档 4 1520 何寨街道 董家村委会
董雄为 三档 3 1390 何寨街道 董家村委会
折竹莲 三档 2 860 何寨街道 董家村委会
李小盈 二档 2 1100 何寨街道 庙柳村委会
李战争 三档 3 1390 何寨街道 庙柳村委会
张展利 二档 2 1100 何寨街道 庙柳村委会
张牛娃 三档 4 1320 何寨街道 庙柳村委会
张放朝 三档 3 1290 何寨街道 庙柳村委会
封俊隐 二档 1 700 何寨街道 庙柳村委会
王红星 三档 3 1390 何寨街道 庙柳村委会
童康娃 三档 2 1110 何寨街道 庙柳村委会



童宁香 三档 4 1320 何寨街道 庙柳村委会
童福洲 一档 1 470 何寨街道 庙柳村委会
刘苗苗 二档 1 400 何寨街道 樊曹村委会
宋芝样 二档 3 1400 何寨街道 樊曹村委会
牛仙娃 二档 4 1750 何寨街道 樊曹村委会
郭三娃 二档 2 800 何寨街道 樊曹村委会
刘胜利 三档 4 1720 何寨街道 樊曹村委会
李国利 二档 6 3000 何寨街道 樊曹村委会
刘实庄 三档 3 990 何寨街道 樊曹村委会
樊沛清 二档 4 1600 何寨街道 樊曹村委会
张亚文 三档 3 1140 何寨街道 河西村委会
张玉鹏 二档 1 700 何寨街道 河西村委会
寇坚 二档 3 2000 何寨街道 河西村委会
潘春娅 三档 2 660 何寨街道 河西村委会
张会玲 三档 3 1490 何寨街道 河西村委会
张正正 二档 2 800 何寨街道 河西村委会
寇自赖 三档 1 480 何寨街道 河西村委会
张天德 三档 3 990 何寨街道 河西村委会
高小寸 三档 2 660 何寨街道 河西村委会
成盼萝 三档 5 2350 何寨街道 河西村委会
张辉现 三档 1 630 何寨街道 孙家村委会
邓小花 二档 3 1600 何寨街道 孙家村委会
王洋珍 二档 4 2350 何寨街道 孙家村委会
孙大周 二档 3 1650 何寨街道 孙家村委会
李联营 三档 5 1800 何寨街道 孙家村委会
张银龙 三档 3 1490 何寨街道 孙家村委会
刘永芳 三档 4 1870 何寨街道 孙家村委会
张晨 二档 2 800 何寨街道 孙家村委会
童洁 二档 1 400 何寨街道 孙家村委会
宁志上 三档 4 1470 何寨街道 孙家村委会
张德华 二档 2 1250 何寨街道 孙家村委会
张永康 二档 3 1200 何寨街道 皂张村委会
王泽瑶 三档 3 1390 何寨街道 皂张村委会
张栗子 三档 5 1950 何寨街道 皂张村委会
张山岳 三档 5 2150 何寨街道 皂张村委会
米革命 二档 4 2300 何寨街道 皂张村委会
张秀珍 二档 4 2550 铁炉街道 铁炉村委会
邓文弟 二档 3 1650 铁炉街道 铁炉村委会
种楠 三档 3 990 铁炉街道 铁炉村委会
邓羊娃 二档 3 1500 铁炉街道 铁炉村委会
韩新荣 三档 2 860 铁炉街道 铁炉村委会
邓国峰 一档 1 770 铁炉街道 铁炉村委会
种凤朝 二档 3 1950 铁炉街道 铁炉村委会
睢少峰 三档 4 1720 铁炉街道 铁炉村委会
邓建国 三档 3 990 铁炉街道 铁炉村委会
邓毅博 一档 2 1340 铁炉街道 铁炉村委会
睢振孝 二档 3 1800 铁炉街道 铁炉村委会
韩凤娥 二档 1 550 铁炉街道 铁炉村委会
张爱芳 三档 2 660 铁炉街道 铁炉村委会
种占强 二档 5 2200 铁炉街道 铁炉村委会
种向博 三档 1 630 铁炉街道 铁炉村委会



邓文焕 三档 3 1790 铁炉街道 铁炉村委会
张淑兰 二档 2 950 铁炉街道 斜韩村委会
韩改焕 三档 2 660 铁炉街道 斜韩村委会
韩百战 二档 4 1600 铁炉街道 斜韩村委会
张美丽 二档 4 1600 铁炉街道 斜韩村委会
韩飞娃 二档 1 400 铁炉街道 斜韩村委会
韩安德 二档 1 550 铁炉街道 斜韩村委会
张让民 二档 2 1100 铁炉街道 斜韩村委会
崔回香 三档 2 660 铁炉街道 斜韩村委会
韩安民 二档 2 1250 铁炉街道 斜韩村委会
刘刚刚 三档 2 960 铁炉街道 贾家村委会
刘利争 三档 5 2000 铁炉街道 贾家村委会
刘俏倩 二档 3 1950 铁炉街道 贾家村委会
贾玉璋 三档 3 1290 铁炉街道 贾家村委会
王胡玲 二档 4 1800 铁炉街道 贾家村委会
张会芳 三档 3 1540 铁炉街道 贾家村委会
王利侠 三档 4 1720 铁炉街道 贾家村委会
刘永 一档 1 470 铁炉街道 贾家村委会
贾川草 三档 2 860 铁炉街道 贾家村委会
杨永吉 三档 3 1290 铁炉街道 贾家村委会
贾寿山 二档 2 950 铁炉街道 贾家村委会
睢杭洲 二档 5 255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王爱爱 二档 3 180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张福礼 一档 2 139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贾自行 二档 5 290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张超锋 三档 3 119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冯会峰 二档 4 250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杜斌周 三档 2 96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张少鹏 三档 4 182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睢奎 二档 4 190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种安定 二档 3 180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种铁君 二档 3 160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睢平安 二档 5 215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张成娃 二档 3 140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张保沫 二档 2 110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杨续斌 三档 2 96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张安再 三档 5 250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杨印科 三档 2 96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刘永杰 三档 2 96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杜为 三档 3 1190 铁炉街道 岩张村委会
韩水利 三档 5 2300 铁炉街道 下刘村委会
韩良良 二档 1 400 铁炉街道 下刘村委会
刘兴辉 二档 2 800 铁炉街道 下刘村委会
刘杜娃 二档 3 1500 铁炉街道 下刘村委会
刘忠孝 二档 3 1200 铁炉街道 下刘村委会
睢辉辉 二档 2 1100 铁炉街道 下刘村委会
韩巨峰 二档 4 2100 铁炉街道 下刘村委会
种绒花 三档 1 330 铁炉街道 下刘村委会
睢茂林 三档 6 2680 铁炉街道 下刘村委会
睢文汉 三档 4 1320 铁炉街道 下刘村委会
刘兴荣 三档 4 1520 铁炉街道 下刘村委会



刘武孝 三档 6 2730 铁炉街道 下刘村委会
睢新新 一档 1 770 铁炉街道 下刘村委会
石忠虎 二档 2 950 铁炉街道 下刘村委会
王彩侠 三档 2 660 铁炉街道 南韩村委会
马江南 三档 4 1970 铁炉街道 南韩村委会
管卫红 三档 4 1320 铁炉街道 南韩村委会
张卫卫 三档 3 1140 铁炉街道 南韩村委会
张俊民 二档 1 700 铁炉街道 南韩村委会
杨动清 三档 3 1340 铁炉街道 南韩村委会
师成伦 三档 6 2780 铁炉街道 南韩村委会
韩先鱼 三档 4 1820 铁炉街道 南韩村委会
吴卷卷 二档 3 1400 铁炉街道 南韩村委会
李亚娟 二档 1 700 铁炉街道 南韩村委会
管志龙 三档 6 2380 铁炉街道 南韩村委会
杨昌会 二档 2 95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王卫国 二档 4 200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崔满顺 二档 2 80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王掌绪 三档 1 33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王六娃 三档 4 182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韩菊娃 三档 4 167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柳向丽 三档 1 63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韩玉珍 三档 4 212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杨铁柱 三档 2 66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刘凤英 二档 2 125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杨金柱 三档 1 63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孙世梅 二档 1 40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杨玉权 三档 4 187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柳争光 三档 3 129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杨刚卫 一档 4 188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杨发应 二档 1 40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杨满仑 三档 4 1320 铁炉街道 柳家村委会
王俊明 三档 3 1490 任留街道 任留村委会
付西奇 二档 1 400 任留街道 任留村委会
卫纠正 三档 3 1290 任留街道 任留村委会
卫蛇过 三档 4 2020 任留街道 任留村委会
刘建利 三档 4 1770 任留街道 任留村委会
刘战兵 三档 6 2780 任留街道 任留村委会
杨述平 三档 3 1290 任留街道 任留村委会
卫夏收 三档 1 330 任留街道 任留村委会
付房娃 二档 1 400 任留街道 任留村委会
周康牛 二档 1 700 任留街道 任留村委会
王振 三档 6 2530 任留街道 任留村委会
杜玉晨 一档 1 670 任留街道 任留村委会
潘联利 三档 3 1140 任留街道 任留村委会
朱红刚 二档 2 110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朱友民 二档 1 40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朱克俭 三档 2 66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李粉荣 二档 1 40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翁志强 三档 2 66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林忠武 三档 5 230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朱西武 二档 2 95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杨平 二档 2 80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雷小军 二档 2 95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姚茂胜 三档 6 228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雷俞 二档 1 40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雷阿欣 三档 4 172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张月爱 三档 4 192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朱宁洲 二档 1 40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杨碧侠 二档 2 95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朱军军 三档 1 63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朱悦强 三档 4 147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朱德民 二档 1 70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林小斌 三档 3 99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朱改朝 二档 2 80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朱有良 三档 1 33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门小侠 三档 4 147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林竹梅 二档 2 95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翁智文 三档 3 1290 任留街道 周花村委会
韦悦奇 三档 5 225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闫芳侠 二档 2 80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白宁 三档 3 119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张会侠 三档 4 177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韦文勇 三档 2 81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韦金锁 三档 3 129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韦发明 三档 4 182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靳建设 三档 5 215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韦建军 三档 3 99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姚会贤 三档 4 177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王清贤 二档 2 110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姚麦叶 三档 4 162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程群贤 三档 2 126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韦根线 二档 1 40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韦增强 二档 1 40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韦兵役 三档 5 205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李克俭 三档 5 1850 任留街道 韦家村委会
刘小文 三档 4 202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刘五奎 三档 1 48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叶成英 二档 2 110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解英文 三档 4 132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张亮军 三档 2 81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高大雄 三档 3 149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高运粮 二档 1 40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高维华 三档 5 195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王牛娃 二档 1 55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邵志杰 二档 2 110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王权利 三档 4 182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文雪花 三档 2 66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张宁 三档 5 225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赵水有 三档 1 33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赵小艳 三档 4 152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毛养民 三档 3 119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刘刚强 三档 2 96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王小平 三档 3 99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张国柱 二档 1 70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尉志民 三档 6 263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张晓宾 三档 1 63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张建设 三档 6 248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刘海锋 二档 2 95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孔双喜 三档 4 152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杨怀信 三档 4 147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李淑芹 二档 1 55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贾养善 三档 2 96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张小莉 三档 3 119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杨玉民 二档 1 55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赵志友 二档 1 40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付应良 二档 1 40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李玉梁 三档 4 182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杨娟茹 三档 6 238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尉西省 三档 4 172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刘容仙 二档 1 55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曹立中 三档 3 1290 任留街道 垣头村委会
张民超 三档 1 630 任留街道 赵刘村委会
韩香香 三档 4 2120 任留街道 赵刘村委会
杨务歧 二档 2 1100 任留街道 赵刘村委会
张权娃 二档 1 400 任留街道 赵刘村委会
韩清利 三档 3 990 任留街道 赵刘村委会
韩军利 三档 4 1620 任留街道 赵刘村委会
徐淑会 三档 1 330 任留街道 赵刘村委会
杨彩侠 三档 1 480 任留街道 赵刘村委会
刘望升 二档 1 400 任留街道 赵刘村委会
潘小斌 三档 3 1790 任留街道 赵刘村委会
房红洲 二档 3 1800 任留街道 西口村委会
韩某豆 二档 1 400 任留街道 西口村委会
张怀林 三档 5 2000 任留街道 西口村委会
王会芳 三档 3 1290 任留街道 西口村委会
张雪玲 三档 4 1520 任留街道 西口村委会
王生文 二档 2 950 任留街道 西口村委会
张培培 三档 1 330 任留街道 西口村委会
张玉平 三档 2 660 任留街道 西口村委会
王运动 三档 3 990 任留街道 西口村委会
王东 二档 3 200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周乾娃 三档 3 129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王天来 二档 3 170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王宏义 三档 1 33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王龙娃 二档 1 40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王志辉 三档 1 48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韩会芹 二档 1 55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王兴顺 三档 3 119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周锋锋 二档 4 235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周小锋 三档 2 96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王旭 三档 4 202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王生翻 二档 2 110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刘新利 三档 4 132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申全兵 三档 4 152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杨玉玲 三档 4 147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刘芳云 三档 4 187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刘梦花 二档 1 55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王军利 三档 3 1190 任留街道 三王村委会
冯会贤 三档 2 111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张西远 二档 1 70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王娥 三档 2 96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张科娃 三档 4 192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闵撵趁 三档 2 126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张荣 二档 3 155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姚智娃 三档 4 177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姚中社 三档 4 152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陈建设 三档 3 99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张改义 三档 1 33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张月情 二档 2 95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王晓英 二档 1 55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张兴民 二档 1 40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张军政 三档 1 33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张军花 三档 4 152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邵乱娃 三档 3 129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邵时时 三档 3 149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尉小建 三档 2 111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陈雪利 三档 6 313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张德宽 三档 6 268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张景民 二档 2 80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姚小粮 三档 4 182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王静 三档 3 139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白三元 三档 3 99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姚贤良 二档 1 55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张力民 三档 4 172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姚建刚 三档 3 149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张百权 三档 3 129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姚加粮 三档 7 321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张红涛 三档 5 205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尉耀耀 三档 4 132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白鹏 三档 4 167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尉民照 二档 1 55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张永安 三档 1 63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邵建功 三档 5 2150 任留街道 南屯村委会
潘积仑 二档 3 200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陈秀英 二档 1 55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刘伟光 二档 4 210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李芳珍 二档 2 110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李志平 二档 2 80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房旺 二档 2 110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王桂芳 二档 2 80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白秀莲 二档 1 70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刘治兴 二档 2 95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邢川毛 三档 2 81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刘选民 二档 3 150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段志新 二档 1 40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李小娟 二档 5 285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刘春万 一档 1 62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潘小磊 二档 1 70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刘忠信 三档 5 280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黄秀兰 三档 2 96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房双院 三档 1 630 穆寨街道 业池村委会
刘继忠 二档 5 310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刘新民 三档 5 215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黄新锋 二档 1 40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李得利 二档 1 40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姚福华 二档 2 110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姚菊娃 二档 4 200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田有来 二档 2 80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刘卫卫 二档 2 80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骆亚军 二档 4 260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李伍 三档 2 66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王品 三档 1 33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刘桂芳 二档 3 140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李兵寨 二档 5 290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姚淑侠 二档 1 55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刘兴义 二档 1 55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姚彩兰 二档 1 55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田孝治 二档 1 55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刘凤侠 二档 5 270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骆克文 二档 3 120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刘学录 三档 2 81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马立孝 三档 2 96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邢海红 三档 1 330 穆寨街道 穆柯寨村委会
魏丙银 二档 1 550 穆寨街道 王湾村委会
姚志文 三档 5 2300 穆寨街道 王湾村委会
任铁毛 三档 2 660 穆寨街道 王湾村委会
郑新锋 三档 3 1190 穆寨街道 王湾村委会
黄玉文 三档 2 960 穆寨街道 王湾村委会
张建民 三档 3 1490 穆寨街道 王湾村委会
王串 三档 1 480 穆寨街道 王湾村委会
姚培养 二档 1 400 穆寨街道 王湾村委会
王桂花 二档 1 400 穆寨街道 门岩村委会
高民 二档 2 1100 穆寨街道 门岩村委会
宋同刚 二档 2 800 穆寨街道 门岩村委会
袁生珍 三档 1 480 穆寨街道 门岩村委会
王原元 三档 3 1490 穆寨街道 门岩村委会
杨养林 二档 2 800 穆寨街道 三庙村委会
郑锋娃 二档 3 1700 穆寨街道 三庙村委会
候昌林 二档 2 1100 穆寨街道 三庙村委会
贾骊山 三档 3 1290 穆寨街道 三庙村委会
张清德 三档 4 1620 穆寨街道 三庙村委会
陈胜利 三档 3 1290 穆寨街道 东岳村委会
韩志学 二档 6 3150 穆寨街道 东岳村委会
吕黑狗 三档 1 330 穆寨街道 东岳村委会
何冬梅 二档 1 550 穆寨街道 东岳村委会



吴彩凤 二档 3 1500 穆寨街道 东岳村委会
董志英 一档 2 1090 穆寨街道 东岳村委会
李兔娃 二档 2 1400 穆寨街道 东岳村委会
马团 二档 4 2350 穆寨街道 东岳村委会
闫县民 三档 2 810 穆寨街道 东岳村委会
杨民权 二档 3 1800 穆寨街道 东岳村委会
任焕 一档 2 1240 穆寨街道 东岳村委会
王德学 三档 5 2000 穆寨街道 东岳村委会
李炳军 三档 5 2450 穆寨街道 东岳村委会
郭卫山 三档 2 660 穆寨街道 东岳村委会
李彦锋 二档 2 1400 穆寨街道 东岳村委会
陈彩兰 二档 1 700 穆寨街道 西岳村委会
庞学贵 二档 2 1100 穆寨街道 西岳村委会
姚录歧 二档 2 1100 穆寨街道 西岳村委会
高根象 三档 3 1290 穆寨街道 西岳村委会
张玉芳 三档 2 810 穆寨街道 西岳村委会
骆悦斌 二档 3 1500 穆寨街道 西岳村委会
刘曹娃 二档 2 800 穆寨街道 西岳村委会
张卯州 三档 1 480 穆寨街道 西岳村委会
庞学超 三档 3 990 穆寨街道 西岳村委会
李建锋 三档 1 330 穆寨街道 西岳村委会
郭麦娃 三档 1 330 穆寨街道 西岳村委会
冯立志 二档 3 1200 小金街道 炮岭村委会
冯杜教 二档 4 1900 小金街道 炮岭村委会
刘满盈 二档 4 2250 小金街道 炮岭村委会
马志民 二档 2 1250 小金街道 炮岭村委会
张伯定 二档 3 1500 小金街道 炮岭村委会
王千金 三档 5 2050 小金街道 炮岭村委会
骆白娃 三档 2 960 小金街道 炮岭村委会
韩旦娃 二档 1 700 小金街道 炮岭村委会
石九娃 二档 3 1400 小金街道 炮岭村委会
宁兰子 三档 4 1870 小金街道 炮岭村委会
冯石头 二档 6 3100 小金街道 炮岭村委会
宁志民 二档 2 110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邓润珍 三档 3 129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韩志海 二档 2 110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肖淑琴 三档 2 81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邓成娃 三档 3 129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张长权 二档 1 70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李瑞民 三档 2 96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韩别 三档 3 129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刘志英 二档 3 155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张天良 二档 3 180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刘贤辉 三档 4 217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吴彩花 三档 2 96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余临潼 二档 3 135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刘伯院 二档 1 70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邓分良 三档 3 149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邓宏广 三档 1 33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邓希哲 三档 4 192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刘志明 二档 5 2550 小金街道 毛湾村委会



杨小锋 二档 3 185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韩小利 二档 5 260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赵豹子 二档 2 100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冯采花 二档 1 40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杨渭南 二档 4 200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李小鹏 二档 2 110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杨抚志 二档 5 265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韩宝娃 二档 2 110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高冬至 二档 1 40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刘养娃 三档 6 333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张选民 二档 1 40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杨广生 三档 2 116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刘富强 三档 2 111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孙智涛 三档 3 159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赵白娃 三档 3 129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科葡萄 三档 5 205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邓先娃 二档 1 40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李保牢 三档 3 129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王征良 三档 6 278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李康娃 三档 5 185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赵培志 三档 1 33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韩冬侠 一档 1 77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韩生成 三档 3 119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姜舍 三档 4 202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郭计娃 二档 2 950 小金街道 小金村委会
邓要奇 二档 3 1700 小金街道 欠湾村委会
寇铁利 一档 1 770 小金街道 欠湾村委会
宋夫连 二档 2 1250 小金街道 欠湾村委会
边运健 一档 1 770 小金街道 欠湾村委会
任恒金 三档 3 1290 小金街道 欠湾村委会
闵克文 一档 3 1910 小金街道 欠湾村委会
王天杰 三档 3 1190 小金街道 欠湾村委会
孙广志 三档 2 960 小金街道 欠湾村委会
王雪停 三档 2 1110 小金街道 欠湾村委会
欠先娃 三档 1 330 小金街道 欠湾村委会
王场 二档 3 1200 小金街道 欠湾村委会
任广生 三档 2 960 小金街道 欠湾村委会
蔡九连 一档 1 620 小金街道 欠湾村委会
边石 三档 3 1440 小金街道 欠湾村委会
马小群 三档 3 1490 小金街道 安庙村委会
石仙娥 二档 1 700 小金街道 安庙村委会
张小锋 三档 3 1590 小金街道 安庙村委会
林荫宇 二档 1 600 小金街道 安庙村委会
谢玉兰 一档 1 770 小金街道 安庙村委会
邓水娃 三档 4 1520 小金街道 安庙村委会
苗水琴 三档 1 480 小金街道 安庙村委会
段志强 一档 1 770 小金街道 安庙村委会
李志锋 三档 2 660 小金街道 安庙村委会
庞丁丁 三档 3 1390 小金街道 安庙村委会
雷小安 三档 4 1470 小金街道 安庙村委会
雷小平 三档 3 1290 小金街道 安庙村委会



王买利 二档 1 700 仁宗街道 庄王村委会
许建刚 二档 1 700 仁宗街道 庄王村委会
王悦明 二档 3 1700 仁宗街道 庄王村委会
席刚 二档 5 2550 仁宗街道 庄王村委会
王管利 二档 3 1700 仁宗街道 庄王村委会
王选民 二档 1 700 仁宗街道 庄王村委会
闫悦锋 三档 4 2370 仁宗街道 庄王村委会
张纪发 二档 3 1700 仁宗街道 庄王村委会
李生荣 二档 5 2200 仁宗街道 庄王村委会
姚伍 二档 2 1100 仁宗街道 庄王村委会
闫淑贤 二档 1 550 仁宗街道 庄王村委会
闫悦财 二档 6 2800 仁宗街道 庄王村委会
杨养利 三档 2 660 仁宗街道 庄王村委会
黄彩连 三档 4 2120 仁宗街道 庄王村委会
石民利 三档 5 2000 仁宗街道 庄王村委会
田治友 二档 3 1800 仁宗街道 玉川村委会
陈风侠 二档 2 950 仁宗街道 玉川村委会
姜风兰 一档 1 620 仁宗街道 玉川村委会
刘军官 二档 1 700 仁宗街道 玉川村委会
牛志锋 二档 4 2350 仁宗街道 玉川村委会
郭彩侠 二档 2 1400 仁宗街道 玉川村委会
田水娃 二档 2 1100 仁宗街道 玉川村委会
张勤良 三档 4 1320 仁宗街道 玉川村委会
李振才 三档 4 1620 仁宗街道 玉川村委会
刘良娃 二档 5 2300 仁宗街道 玉川村委会
焦生昌 二档 6 290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韩姣娃 二档 5 250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许权利 二档 1 40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许志宏 二档 4 160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申继昌 二档 5 270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杨春华 二档 4 160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闫水利 二档 4 180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陈军旗 三档 5 205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任永红 二档 3 150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杨玉江 二档 3 150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付振杰 二档 3 165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张秀侠 二档 1 55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刘玉兰 二档 2 125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姜雪一 二档 1 70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闫社教 二档 3 150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焦生德 二档 2 110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庞军虎 二档 3 140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张桂芳 一档 2 114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黄军正 三档 2 66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许联社 一档 1 47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黄建华 三档 3 129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韩搭民 三档 1 330 仁宗街道 仁宗村委会
汤生明 二档 2 1250 仁宗街道 房岩村委会
李忙柱 二档 3 1650 仁宗街道 房岩村委会
岳明娃 二档 1 400 仁宗街道 房岩村委会
李创具 二档 2 1100 仁宗街道 房岩村委会



胡计水 二档 3 1550 仁宗街道 房岩村委会
胡计全 二档 2 950 仁宗街道 房岩村委会
石平安 二档 1 400 仁宗街道 壕栗村委会
闫淑梅 二档 2 1100 仁宗街道 壕栗村委会
任宏民 二档 2 800 仁宗街道 壕栗村委会
陈守荣 二档 2 950 仁宗街道 壕栗村委会
王文化 二档 1 700 仁宗街道 壕栗村委会
杨转社 二档 2 800 仁宗街道 壕栗村委会
梁计文 二档 3 1950 仁宗街道 壕栗村委会
吴彩玲 二档 1 400 仁宗街道 壕栗村委会
陈凤海 二档 3 1400 仁宗街道 壕栗村委会
宋朝富 三档 3 1140 仁宗街道 壕栗村委会
李创道 二档 2 800 仁宗街道 壕栗村委会
杨生民 二档 1 70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毛算娃 二档 1 40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毛光德 二档 3 180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贾桂贤 二档 2 125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任省 二档 2 100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王生杰 二档 6 310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杨远社 二档 2 95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赵选 二档 2 80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刘会娃 二档 1 40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王拴娃 二档 4 175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王金斌 二档 2 110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付宜 二档 4 220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赵桂花 二档 1 55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魏学忠 二档 6 310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焦新梅 二档 2 80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焦淑娥 二档 5 250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杨淑敏 二档 1 40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焦瓜子 二档 2 125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毛水利 三档 3 134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王克述 二档 3 180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张生德 三档 3 1290 仁宗街道 茨林村委会
刘德发 三档 3 129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张淑芹 二档 3 135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李玉会 一档 1 62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刘水利 一档 2 114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王永永 一档 2 94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张玉芳 二档 1 55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惠养军 二档 5 250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刘红红 二档 2 80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郑中虎 二档 3 150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程万英 二档 1 40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张三反 二档 4 230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刘福坤 二档 3 180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杨丙章 二档 5 215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叶军 二档 4 210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卫秀芳 二档 2 125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贾犬利 二档 4 220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余强 三档 3 129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寇军会 二档 1 40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刘选娃 二档 4 210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张来生 二档 7 340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王永利 二档 4 200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郑桂芳 二档 1 55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王红利 三档 2 96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陈生金 二档 3 165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陈跟上 三档 4 152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周帮禄 二档 4 190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罗秀芳 二档 2 125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郑信平 二档 2 95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李淑兰 二档 2 110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刘田娃 三档 2 66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冯建忠 二档 4 220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冯桂玲 三档 2 66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杨志勇 三档 5 215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刘苗苗 二档 2 110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王志俊 三档 2 810 仁宗街道 芋坡村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