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2月城市低保金发放名单

户主姓名 保障人口 发放金额:元 所在街镇 所在村社区
尚文才 1 700 骊山街道 西铁社区居委会
亢婷 2 1200 骊山街道 西铁社区居委会

崔利东 1 960 骊山街道 西铁社区居委会
徐铁云 2 1420 骊山街道 西铁社区居委会
李万利 1 460 骊山街道 西铁社区居委会
牛进玉 2 1660 骊山街道 西铁社区居委会
马安勋 2 1630 骊山街道 西铁社区居委会
马安文 2 1120 骊山街道 西铁社区居委会
王霞 1 1040 骊山街道 西铁社区居委会

龚建军 2 1400 骊山街道 西铁社区居委会
陈晓潼 1 700 骊山街道 西铁社区居委会
侯乃社 1 700 骊山街道 西铁社区居委会
郭海静 3 2540 骊山街道 疗区社区居委会
张亚雄 1 1010 骊山街道 疗区社区居委会
龙平 1 70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李素苹 2 120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杨娟妮 2 80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胡涛 1 112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谷臣军 3 120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张渭桥 2 40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刘欣 2 40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朱鹏 2 90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张爱云 1 52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闫海涛 3 72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苟文娟 1 112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郝敏娟 3 100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张彩云 1 91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刘琴 1 98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张七一 1 70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董莹 2 140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潘丽娜 2 120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王桂侠 2 168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王骊泉 2 182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朱孔兵 4 320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张富萍 2 60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孟小燕 2 122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马有芳 3 206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韩旗 2 76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杨飞 2 178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李晓侠 2 159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刘毅 1 112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李亲 3 982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赵峰 2 1740 骊山街道 东大街社区居委会

陈春燕 2 488 骊山街道 北关社区居委会
孙争利 3 2170 骊山街道 北关社区居委会
祝青 1 1010 骊山街道 北关社区居委会
王哲 1 700 骊山街道 北关社区居委会



毛歆鑫 1 1120 骊山街道 北关社区居委会
刘小玲 2 1400 骊山街道 北关社区居委会
赵五女 1 940 骊山街道 北关社区居委会
周玉凤 1 910 骊山街道 北关社区居委会
闫利平 1 700 骊山街道 北关社区居委会
王晓燕 2 2100 骊山街道 北关社区居委会
于春海 1 700 骊山街道 北关社区居委会
王燕梅 1 1120 骊山街道 北关社区居委会
李青 1 1120 骊山街道 北关社区居委会

蔡贵杰 1 520 骊山街道 东关社区居委会
白传海 1 620 骊山街道 东关社区居委会
宋骊娟 1 1120 骊山街道 东关社区居委会
孙健 3 720 骊山街道 东关社区居委会

魏敏良 1 1120 骊山街道 东关社区居委会
冯红娟 3 1300 骊山街道 东关社区居委会
茹小艳 2 2100 骊山街道 东关社区居委会
刘爱青 1 980 骊山街道 东关社区居委会
王双龙 1 980 骊山街道 东关社区居委会
王娟 2 1080 骊山街道 东关社区居委会

朱连勇 1 940 骊山街道 东关社区居委会
王浩宇 1 1040 骊山街道 东关社区居委会
韩小利 4 1840 骊山街道 东关社区居委会
周翔宇 2 1300 骊山街道 西关社区居委会
袁桂琴 3 2490 骊山街道 西关社区居委会
于小利 1 700 骊山街道 西关社区居委会
李云 1 980 骊山街道 西关社区居委会

王海泉 3 1000 骊山街道 西关社区居委会
李宾 3 1140 骊山街道 西关社区居委会

王钢明 2 1300 骊山街道 西关社区居委会
房莎莎 2 1180 骊山街道 西关社区居委会
任雪婷 2 1820 骊山街道 西关社区居委会
张子恒 1 980 骊山街道 西关社区居委会
王刘英 2 1680 骊山街道 西关社区居委会
郭兰兰 1 1120 骊山街道 华清池社区居委会
吴兰芳 1 1120 骊山街道 华清池社区居委会
刘建顺 2 1320 骊山街道 华清池社区居委会
李晓丽 1 1120 骊山街道 华清池社区居委会
付社利 1 1120 骊山街道 华清池社区居委会
倪璟宇 2 1820 骊山街道 华清池社区居委会
王晓燕 1 500 骊山街道 华清池社区居委会
付智学 1 1120 骊山街道 华清池社区居委会
刘爱萍 1 1120 骊山街道 开发区社区居委会
蒋锋 4 3360 骊山街道 开发区社区居委会

姚永山 4 1430 骊山街道 开发区社区居委会
陈立谦 1 1000 骊山街道 开发区社区居委会
唐建利 2 1120 骊山街道 开发区社区居委会
王芬亮 2 1500 骊山街道 开发区社区居委会
夏淑丽 1 910 骊山街道 开发区社区居委会
张钰 1 980 骊山街道 开发区社区居委会
王建 2 648 骊山街道 开发区社区居委会

高俊永 1 1120 骊山街道 火车站社区居委会



吉彬彬 3 1000 骊山街道 火车站社区居委会
孙宝林 1 520 骊山街道 火车站社区居委会
郭玉海 1 700 骊山街道 火车站社区居委会
赵宝书 1 1120 骊山街道 火车站社区居委会
刘延国 1 1120 骊山街道 火车站社区居委会
郑佩艳 1 1120 骊山街道 火车站社区居委会
常育彬 1 700 骊山街道 火车站社区居委会
徐绍庆 1 1120 骊山街道 火车站社区居委会
白金花 2 1400 骊山街道 火车站社区居委会
贺俊华 1 1120 骊山街道 火车站社区居委会
段炼 1 112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黄少玲 2 40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敬红红 1 112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郭爱军 2 140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郭丰 2 142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孔忠 1 112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王彦方 3 102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韩军田 1 112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张栋 3 160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张明珠 3 100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韩玉苹 1 40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李鹏 1 112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王昭 1 67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付爱美 1 98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罗卫 1 112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张建华 2 182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冯俊 1 70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黄蓉 3 1955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韦京 1 112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张大生 2 198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张利 2 1820 骊山街道 西大街社区居委会

程丽萍 1 1120 骊山街道 陈沟村委会
张北平 2 1040 秦陵街道 陕缝社区居委会
马世锋 2 1560 秦陵街道 陕缝社区居委会
张兵军 2 1320 秦陵街道 陕缝社区居委会
魏明秀 1 830 秦陵街道 陕缝社区居委会
王欣 1 1120 秦陵街道 陕缝社区居委会

杨会军 1 620 秦陵街道 陕缝社区居委会
文波 2 1140 秦陵街道 陕缝社区居委会
任和 1 700 秦陵街道 陕缝社区居委会

陈羲颖 1 700 秦陵街道 陕缝社区居委会
王和平 2 1420 秦陵街道 陕缝社区居委会
孙小成 1 600 秦陵街道 陕缝社区居委会
赵树鹏 1 830 秦陵街道 秦陵社区居委会
王超 2 1520 秦陵街道 秦陵社区居委会

王开娃 1 700 秦陵街道 秦陵社区居委会
白建军 2 1700 秦陵街道 秦陵社区居委会
史芳芹 1 570 秦陵街道 秦陵社区居委会
陈青侠 1 620 秦陵街道 秦陵社区居委会
路建伟 1 1120 秦陵街道 秦陵社区居委会
倪良彩 1 550 秦陵街道 秦陵社区居委会



王立群 1 940 新丰街道 庆山路社区居委会
魏雅 2 1400 新丰街道 庆山路社区居委会

吴芮州 3 1680 新丰街道 庆山路社区居委会
李红卫 2 1020 新丰街道 庆山路社区居委会
王文 2 1020 新丰街道 庆山路社区居委会

贺新蓉 1 1040 新丰街道 庆山路社区居委会
王军 1 940 新丰街道 庆山路社区居委会
李云 1 620 新丰街道 庆山路社区居委会
祝静 1 940 新丰街道 庆山路社区居委会

张龙利 1 1120 新丰街道 庆山路社区居委会
朱新强 3 1760 新丰街道 庆山路社区居委会
朱胜海 1 500 新丰街道 庆山路社区居委会
白云 1 1120 新丰街道 铁路社区居委会

常延玲 1 635 新丰街道 老街社区居委会
韦文华 1 620 新丰街道 老街社区居委会
郭联合 1 620 新丰街道 老街社区居委会
袁怡文 1 520 新丰街道 老街社区居委会
吴晓江 3 1780 新丰街道 老街社区居委会
袁忠恒 2 1240 代王街道 陕鼓社区居委会
李联合 2 1400 代王街道 陕鼓社区居委会
郑玉珠 1 980 代王街道 陕鼓社区居委会
高军 1 700 代王街道 陕鼓社区居委会

郝金阳 2 1820 代王街道 陕鼓社区居委会
苟晓娟 2 1240 代王街道 代西社区居委会
张兴荣 2 920 代王街道 代西社区居委会
贾纪明 4 2080 代王街道 代西社区居委会
马毕侠 2 1120 代王街道 代西社区居委会
胡新航 1 620 代王街道 代西社区居委会
李建华 3 2160 代王街道 代西社区居委会
李风琴 1 830 代王街道 代西社区居委会
王普 1 620 代王街道 代西社区居委会

邓一军 1 1120 代王街道 代西社区居委会
申由由 1 700 代王街道 代西社区居委会
李绍清 1 700 代王街道 代西社区居委会
曾立明 1 112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韩莉萍 2 126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党利 3 212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房增锋 3 156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董霞 3 168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陈园园 2 182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郭红强 1 104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郭巧玲 2 166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刘甲庆 1 112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邱冰洁 2 132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刘粉迷 2 143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李宏 1 112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李小侠 2 182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陈复志 2 132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黄向飞 2 152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郭亚锋 3 157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马永忠 3 1840 代王街道 代东社区居委会



杨新军 2 2240 斜口街道 斜口社区居委会
赵增利 1 1040 斜口街道 斜口社区居委会
王康卫 4 3280 斜口街道 斜口社区居委会
张根上 2 2030 斜口街道 斜口社区居委会
睢四粉 2 2080 行者街道 行者社区居委会
赵丽锋 3 1560 行者街道 行者社区居委会
刘锋锋 1 560 行者街道 行者社区居委会
付晓燕 2 1320 行者街道 行者社区居委会
崔彤 1 620 行者街道 行者社区居委会

杨小亚 2 1140 行者街道 行者社区居委会
乔增团 1 940 行者街道 行者社区居委会
董宏宪 1 1120 行者街道 行者社区居委会
李连 2 1500 行者街道 行者社区居委会

郝军信 1 830 马额街道 马额社区居委会
刘育娃 2 1680 马额街道 马额社区居委会
刘华 2 1400 马额街道 马额社区居委会

张朝侠 2 1140 马额街道 马额社区居委会
王少建 1 620 马额街道 马额社区居委会
李少林 1 570 马额街道 马额村委会
孙竹叶 2 1700 零口街道 零口社区居委会
田学让 1 6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张磊 1 104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李春谊 1 104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邢愿利 1 6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贾军柱 1 6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段天荣 1 6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侯备战 2 104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孙锦花 2 11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赵亮 1 6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王广平 2 13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高运田 1 6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龚恒建 1 6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刘建洲 1 6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何小社 1 6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栾玉梅 1 91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牟德胜 1 6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任天合 1 70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马海峰 2 13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李涛 3 184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李雷 2 145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张碧莉 2 104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孙宁宁 1 11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程勋 1 6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肖战峰 1 6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张竹婷 2 140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马武生 1 6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刘旭 1 62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梁建光 3 1560 雨金街道 雨金社区居委会
许英奇 1 970 栎阳街道 栎阳社区居委会
王林 3 2070 栎阳街道 栎阳社区居委会

李惠侠 2 1140 栎阳街道 栎阳社区居委会



刘红娟 2 1040 栎阳街道 栎阳社区居委会
康增强 1 500 栎阳街道 栎阳社区居委会
王建社 1 620 徐杨街道 徐杨社区居委会
刘联营 3 1620 徐杨街道 徐杨社区居委会
雷明明 1 620 徐杨街道 徐杨社区居委会
于转红 3 1680 徐杨街道 徐杨社区居委会
王保平 1 620 徐杨街道 徐杨社区居委会
段全红 1 700 交口街道 交口社区居委会
张延锋 1 700 交口街道 交口社区居委会
刘淑芳 1 830 交口街道 交口社区居委会
张蕴毅 3 1980 交口街道 交口社区居委会
李骁 1 700 何寨街道 何寨社区居委会

张水亮 1 620 何寨街道 何寨社区居委会
房雷雷 1 1040 何寨街道 何寨社区居委会
韦雪玲 2 1120 何寨街道 何寨社区居委会
杨新桥 1 460 铁炉街道 铁炉社区居委会
石巧 2 1200 任留街道 任留社区居委会

韦防战 1 620 任留街道 任留社区居委会
王兰 1 620 任留街道 任留社区居委会

柳亚女 1 920 穆寨街道 东岳村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