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绛县2021年11月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发放表

                                                                                                                     单 ：元

序号 所属县
乡镇

（社区）
村住址 开户人姓名 享受人姓名

补助标准
（金额）

补贴
时间

单位名称

244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卫利峰 卫利峰 66 11月 泽掌镇

245 新绛县 泽掌镇 向家庄村 梁秀梅 梁秀梅 66 11月 泽掌镇

246 新绛县 泽掌镇 程官庄村 程利娟 程利娟 66 11月 泽掌镇

247 新绛县 泽掌镇 南范庄村 范俊文 范俊文 66 11月 泽掌镇

248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刘俊贤 刘俊贤 66 11月 泽掌镇

249 新绛县 泽掌镇 北张村 徐云平 韩苗苗 66 11月 泽掌镇

250 新绛县 泽掌镇 南范庄村 范东凤 刘爱利 66 11月 泽掌镇

251 新绛县 泽掌镇 赵仙庄村 徐云平 朱斌 66 11月 泽掌镇

252 新绛县 泽掌镇 涧西村 吴栓虎 薛暖心 66 11月 泽掌镇

253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杨俊彦 毛小晶 66 11月 泽掌镇

254 新绛县 泽掌镇 东蔡村 杨银香 杨银香 66 11月 泽掌镇

255 新绛县 泽掌镇 乔沟头村 张好官 张好官 66 11月 泽掌镇

256 新绛县 泽掌镇 乔沟头村 梁建慧 梁建慧 66 11月 泽掌镇

257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高文龙 高三俊 66 11月 泽掌镇

258 新绛县 泽掌镇 北苏村 胡建辉 胡建辉 66 11月 泽掌镇

259 新绛县 泽掌镇 大聂村 王金虎 王金虎 66 11月 泽掌镇

260 新绛县 泽掌镇 东蔡村 韩俊杰 韩俊杰 66 11月 泽掌镇

261 新绛县 泽掌镇 南范庄村 范东凤 范东凤 66 11月 泽掌镇

262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卫利峰 吕双菊 66 11月 泽掌镇

263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卫水英 卫水英 66 11月 泽掌镇

264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关敬民 关敬民 66 11月 泽掌镇

265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范永更 范永更 66 11月 泽掌镇

266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王建文 王建文 66 11月 泽掌镇

267 新绛县 泽掌镇 北苏村 王新民 王新民 66 11月 泽掌镇

268 新绛县 泽掌镇 北苏村 铁春娥 铁春娥 66 11月 泽掌镇

269 新绛县 泽掌镇 北苏村 孙红燕 孙红燕 66 11月 泽掌镇

270 新绛县 泽掌镇 北苏村 张兆平 张兆平 66 11月 泽掌镇

271 新绛县 泽掌镇 小聂村 聂晓辉 聂晓辉 66 11月 泽掌镇

272 新绛县 泽掌镇 小聂村 王桂桂 王桂桂 66 11月 泽掌镇

273 新绛县 泽掌镇 北苏村 王威 王威 66 11月 泽掌镇



274 新绛县 泽掌镇 北苏村 吕英子 吕英子 66 11月 泽掌镇

275 新绛县 泽掌镇 北苏村 柴玲尔 柴玲尔 66 11月 泽掌镇

276 新绛县 泽掌镇 涧西村 黄珍菊 黄珍菊 66 11月 泽掌镇

277 新绛县 泽掌镇 涧西村 粱改塘 粱改塘 66 11月 泽掌镇

278 新绛县 泽掌镇 乐丰庄村 梁红艳 梁红艳 66 11月 泽掌镇

279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李福上 李引生 66 11月 泽掌镇

280 新绛县 泽掌镇 乔沟头村 张俊晓 张俊晓 66 11月 泽掌镇

281 新绛县 泽掌镇 东蔡村 张拽香 张拽香 66 11月 泽掌镇

282 新绛县 泽掌镇 乔沟头村 席俊明 席俊明 66 11月 泽掌镇

283 新绛县 泽掌镇 乔沟头村 张跃林 张跃林 66 11月 泽掌镇

284 新绛县 泽掌镇 乔沟头村 张三水 张三水 66 11月 泽掌镇

285 新绛县 泽掌镇 北范庄村 范玉柱 范玉柱 66 11月 泽掌镇

286 新绛县 泽掌镇 涧西村 粱海青 粱海青 66 11月 泽掌镇

287 新绛县 泽掌镇 杏林村 卫青云 卫青云 66 11月 泽掌镇

288 新绛县 泽掌镇 杏林村 冯冬学 冯冬学 66 11月 泽掌镇

289 新绛县 泽掌镇 东蔡村 张刚 张刚 66 11月 泽掌镇

290 新绛县 泽掌镇 东蔡村 张元娃 张元娃 66 11月 泽掌镇

291 新绛县 泽掌镇 张家庄村 王翠云 王翠云 66 11月 泽掌镇

292 新绛县 泽掌镇 大聂村 端木永明 端木永明 66 11月 泽掌镇

293 新绛县 泽掌镇 程官庄村 仲风风 仲风风 66 11月 泽掌镇

294 新绛县 泽掌镇 程官庄村 尉振龙 尉振龙 66 11月 泽掌镇

295 新绛县 泽掌镇 张家庄村 张引玲 张引玲 66 11月 泽掌镇

296 新绛县 泽掌镇 光村 薛赵小 薛赵小 66 11月 泽掌镇

297 新绛县 泽掌镇 光村 范宏艳 范宏艳 66 11月 泽掌镇

298 新绛县 泽掌镇 光村 李天保 李天保 66 11月 泽掌镇

299 新绛县 泽掌镇 程官庄村 贾晓莉 贾晓莉 66 11月 泽掌镇

300 新绛县 泽掌镇 程官庄村 程浩 程浩 66 11月 泽掌镇

301 新绛县 泽掌镇 程官庄村 程建龙 程建龙 66 11月 泽掌镇

302 新绛县 泽掌镇 光村 蔺元龙 蔺元龙 66 11月 泽掌镇

303 新绛县 泽掌镇 光村 王淑珍 王淑珍 66 11月 泽掌镇

304 新绛县 泽掌镇 杏林村 李建民 李建民 66 11月 泽掌镇

305 新绛县 泽掌镇 杏林村 权新兰 权新兰 66 11月 泽掌镇

306 新绛县 泽掌镇 南范庄村 范根根 范根根 66 11月 泽掌镇



307 新绛县 泽掌镇 南范庄村 张小虎 张小虎 66 11月 泽掌镇

308 新绛县 泽掌镇 赵仙庄村 卫三元 卫瑞霞 66 11月 泽掌镇

309 新绛县 泽掌镇 南范庄村 范新星 范新星 66 11月 泽掌镇

310 新绛县 泽掌镇 大聂村 郭心红 郭心红 66 11月 泽掌镇

311 新绛县 泽掌镇 大聂村 周明彦 周明彦 66 11月 泽掌镇

312 新绛县 泽掌镇 大聂村 高秀红 高秀红 66 11月 泽掌镇

313 新绛县 泽掌镇 大聂村 王柏玲 王柏玲 66 11月 泽掌镇

314 新绛县 泽掌镇 大聂村 范梅梅 范梅梅 66 11月 泽掌镇

315 新绛县 泽掌镇 大聂村 张振清 张振清 66 11月 泽掌镇

316 新绛县 泽掌镇 大聂村 王埋英 王埋英 66 11月 泽掌镇

317 新绛县 泽掌镇 向家庄村 薛青云 薛青云 66 11月 泽掌镇

318 新绛县 泽掌镇 光村 王国华 王国华 66 11月 泽掌镇

319 新绛县 泽掌镇 北苏村 孙秀兰 孙秀兰 66 11月 泽掌镇

320 新绛县 泽掌镇 北苏村 关四五 关四五 66 11月 泽掌镇

321 新绛县 泽掌镇 大聂村 王天喜 王天喜 66 11月 泽掌镇

322 新绛县 泽掌镇 大聂村 王永虎 王永虎 66 11月 泽掌镇

323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韩国强 韩国强 66 11月 泽掌镇

324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辛巧玲 辛巧玲 66 11月 泽掌镇

325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段晓峰 段晓峰 66 11月 泽掌镇

326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王毅青 王毅青 66 11月 泽掌镇

327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卫黑旦 卫黑旦 66 11月 泽掌镇

328 新绛县 泽掌镇 吴岭庄村 马燕琴 马燕琴 66 11月 泽掌镇

329 新绛县 泽掌镇 吴岭庄村 聂万锁 聂万锁 66 11月 泽掌镇

330 新绛县 泽掌镇 吴岭庄村 聂登奎 聂登奎 66 11月 泽掌镇

331 新绛县 泽掌镇 吴岭庄村 马建峰 马建峰 66 11月 泽掌镇

332 新绛县 泽掌镇 吴岭庄村 王小苹 王小苹 66 11月 泽掌镇

333 新绛县 泽掌镇 吴岭庄村 聂吉明 聂吉明 66 11月 泽掌镇

334 新绛县 泽掌镇 吴岭庄村 王维强 王维强 66 11月 泽掌镇

335 新绛县 泽掌镇 吴岭庄村 梁燕红 梁燕红 66 11月 泽掌镇

336 新绛县 泽掌镇 吴岭庄村 赵改平 赵改平 66 11月 泽掌镇

337 新绛县 泽掌镇 吴岭庄村 马巧枝 马巧枝 66 11月 泽掌镇

338 新绛县 泽掌镇 北苏村 李关秀 李关秀 66 11月 泽掌镇

339 新绛县 泽掌镇 小聂村 席根柱 席根柱 66 11月 泽掌镇



340 新绛县 泽掌镇 杏林村 薛双英 薛双英 66 11月 泽掌镇

341 新绛县 泽掌镇 乐丰庄村 周彦文 周彦文 66 11月 泽掌镇

342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张雄笔 张雄笔 66 11月 泽掌镇

343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崔六斤 崔六斤 66 11月 泽掌镇

344 新绛县 泽掌镇 乔沟头村 魏焕平 魏焕平 66 11月 泽掌镇

345 新绛县 泽掌镇 程官庄村 陈香旦 来天奎 66 11月 泽掌镇

346 新绛县 泽掌镇 王金村 马万平 马万平 66 11月 泽掌镇

347 新绛县 泽掌镇 程官庄村 王金荣 王金荣 66 11月 泽掌镇

348 新绛县 泽掌镇 北苏村 王三旦 苏婪霞 66 11月 泽掌镇

349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朱巧叶 朱巧叶 66 11月 泽掌镇

350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段景明 段景明 66 11月 泽掌镇

351 新绛县 泽掌镇 涧西村 吴玉香 吴玉香 66 11月 泽掌镇

352 新绛县 泽掌镇 吴岭庄村 粱莉英 粱莉英 66 11月 泽掌镇

353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村 孟玉胜 孟玉胜 66 11月 泽掌镇

354 新绛县 泽掌镇 乔沟头村 席瑞贤 席瑞贤 66 11月 泽掌镇

355 新绛县 泽掌镇 向家庄村 樊秋珍 樊秋珍 66 11月 泽掌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