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绛县特困（分散）供养人员生活费补助资金发放表

                                                                                                                     单位：元

序号 所属县 乡镇（社区） 村 申请人姓名
补助标准
（金额）

补贴时间

1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西关村 崔金元 2100.0 2022年4季度

2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西关村 丹天有 2100.0 2022年4季度

3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娄庄村 郝天顺 2100.0 2022年4季度

4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西木赞村 叶天成 2100.0 2022年4季度

5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南梁村 付拴拴 2100.0 2022年4季度

6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南梁村 张六生 2100.0 2022年4季度

7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店头村 姜拴奎 2100.0 2022年4季度

8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东木赞村 李积善 2100.0 2022年4季度

9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东木赞村 李保元 2100.0 2022年4季度

10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东木赞村 贾春明 2100.0 2022年4季度

11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龙香村 李安才 2100.0 2022年4季度

12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龙香村 范根虎 2100.0 2022年4季度

13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龙香村 刘国龙 2100.0 2022年4季度

14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北梁村 贺小和 2100.0 2022年4季度

15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窑头村 刘三成 2100.0 2022年4季度

16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窑头村 邵俊琴 2100.0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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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窑头村 周龙尔 2100.0 2022年4季度

18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正平坊村 侯林生 2100.0 2022年4季度

19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南木赞村 柴森龙 2100.0 2022年4季度

20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娄庄村 唐东山 2100.0 2022年4季度

21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王庄村 王春龙 2100.0 2022年4季度

22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窑头村 邵春安 2100.0 2022年4季度

23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西关村 孙光武 2100.0 2022年4季度

24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王庄村 刘文平 2100.0 2022年4季度

25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站里村 李熬全 2100.0 2022年4季度

26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西曲村 文淑云 2100.0 2022年4季度

27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乐义村 赵来生 2100.0 2022年4季度

28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娄庄村 李建民 2100.0 2022年4季度

29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娄庄村 郝天盛 2100.0 2022年4季度

30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孝义坊村 杨小明 2100.0 2022年4季度

31 新绛县 龙兴镇 龙兴镇西木赞村 薛新设 2100.0 2022年4季度

32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冯古庄村 毛喜喜 2100.0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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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白村 陈明顺 2100.0 2022年4季度

34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曙光村 郝东生 2100.0 2022年4季度

35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店头庄村 牛振更 2100.0 2022年4季度

36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南熟汾村 尚丑旦 2100.0 2022年4季度

37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孝陵村 郭天友 2100.0 2022年4季度

38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吉庄村 兰三顺 2100.0 2022年4季度

39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吉庄村 王吉生 2100.0 2022年4季度

40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清风村 程玉虎 2100.0 2022年4季度

41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义泉村 杨申荣 2100.0 2022年4季度

42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义泉村 王雷 2100.0 2022年4季度

43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席村 席更山 2100.0 2022年4季度

44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席村 朱保安 2100.0 2022年4季度

45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三泉村 秦天元 2100.0 2022年4季度

46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三泉村 朱好英 2100.0 2022年4季度

47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三泉村 江新平 2100.0 2022年4季度

48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三泉村 张天全 2100.0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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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三泉村 韩香兰 2100.0 2022年4季度

50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三泉村 王新红 2100.0 2022年4季度

51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三泉村 江忠忠 2100.0 2022年4季度

52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古堆村 薛加喜 2100.0 2022年4季度

53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古堆村 薛元尔 2100.0 2022年4季度

54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古堆村 薛忠礼 2100.0 2022年4季度

55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孝陵村 牛铁儿 2100.0 2022年4季度

56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白村 乔官贵 2100.0 2022年4季度

57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三泉村 张雍景 2100.0 2022年4季度

58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北李村 马春良 2100.0 2022年4季度

59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三泉村 常亲儿 2100.0 2022年4季度

60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义泉村 马有命 2100.0 2022年4季度

61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席村 柴和平 2100.0 2022年4季度

62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席村 朱岁岁 2100.0 2022年4季度

63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三泉村 刘干年 2100.0 2022年4季度

64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瑞林村 杨保录 2100.0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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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东陀村 李玉红 2100.0 2022年4季度

66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白村 朱文龙 2100.0 2022年4季度

67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白村 李翠明 2100.0 2022年4季度

68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南熟汾村 尚杰辉 2100.0 2022年4季度

69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店头庄村 柴扎根 2100.0 2022年4季度

70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水西村 白闷闷 2100.0 2022年4季度

71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芦家庄村 柴良 2100.0 2022年4季度

72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白村 周学辉 2100.0 2022年4季度

73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古堆村 薛虎民 2100.0 2022年4季度

74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古堆村 薛虎全 2100.0 2022年4季度

75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席村 南光保 2100.0 2022年4季度

76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新和村 王家水 2100.0 2022年4季度

77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义泉村 贾新安 2100.0 2022年4季度

78 新绛县 三泉镇 三泉镇水西村 许爱云 2100.0 2022年4季度

79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北范庄 范辰辰 2100.0 2022年4季度

80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泽掌村 席月娃 2100.0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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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程官庄 王天顺 2100.0 2022年4季度

82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程官庄 程元贵 2100.0 2022年4季度

83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程官庄 程惠生 2100.0 2022年4季度

84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北苏村 靳三元 2100.0 2022年4季度

85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北苏村 张生娃 2100.0 2022年4季度

86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光村 梁玉莲 2100.0 2022年4季度

87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光村 罗伟林 2100.0 2022年4季度

88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光村 席保保 2100.0 2022年4季度

89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光村 李来子 2100.0 2022年4季度

90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大聂村 王德水 2100.0 2022年4季度

91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大聂村 庾官喜 2100.0 2022年4季度

92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向家庄 贾进财 2100.0 2022年4季度

93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向家庄 张小虎 2100.0 2022年4季度

94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乔沟头 席新旺 2100.0 2022年4季度

95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乔沟头 王四尔 2100.0 2022年4季度

96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乔沟头 席引树 2100.0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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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吴岭庄 聂义辰 2100.0 2022年4季度

98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南范庄 范官喜 2100.0 2022年4季度

99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张家庄 樊小官 2100.0 2022年4季度

100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涧西村 王志成 2100.0 2022年4季度

101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小聂村 王福旺 2100.0 2022年4季度

102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小聂村 范竹莲 2100.0 2022年4季度

103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小聂村 赵六五 2100.0 2022年4季度

104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杏林村 张乱子 2100.0 2022年4季度

105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北苏村 侯森浩 2100.0 2022年4季度

106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北苏村 刘佳豪 2100.0 2022年4季度

107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吴岭庄 王奎锁 2100.0 2022年4季度

108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大聂村 王晓婷 2100.0 2022年4季度

109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大聂村 王晓钰 2100.0 2022年4季度

110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大聂村 高全喜 2100.0 2022年4季度

111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赵仙新村 李仁生 2100.0 2022年4季度

112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张家庄 张喜才 2100.0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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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小聂村 赵清泉 2100.0 2022年4季度

114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向家庄村 李六喜 2100.0 2022年4季度

115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赵仙新村 权新兰 2100.0 2022年4季度

116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赵仙新村 李建民 2100.0 2022年4季度

117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范庄新村 范玉柱 2100.0 2022年4季度

118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泽掌村 王建文 2100.0 2022年4季度

119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泽掌村 张天锁 2100.0 2022年4季度

120 新绛县 泽掌镇 泽掌镇范庄新村 范成年 2100.0 2022年4季度

121 新绛县 北张镇 北张镇北行庄 张稳稳 2100.0 2022年4季度

122 新绛县 北张镇 北张镇北杜坞村 牛社成 2100.0 2022年4季度

123 新绛县 北张镇 北张镇北杜坞村 胡丰上 2100.0 2022年4季度

124 新绛县 北张镇 北张镇李家庄 宋福菊 2100.0 2022年4季度

125 新绛县 北张镇 北张镇北董村 崔林合 2100.0 2022年4季度

126 新绛县 北张镇 北张镇北董村 刘建红 2100.0 2022年4季度

127 新绛县 北张镇 北张镇北张村 张稳宝 2100.0 2022年4季度

128 新绛县 北张镇 北张镇西庄坡 刘秀英 2100.0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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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新绛县 北张镇 北张镇南燕村 杨盛怀 2100.0 2022年4季度

130 新绛县 北张镇 北张镇北张村 权永林 2100.0 2022年4季度

131 新绛县 北张镇 北张镇北张村 权永杰 2100.0 2022年4季度

132 新绛县 北张镇 北张镇李家庄 刘新荣 2100.0 2022年4季度

133 新绛县 北张镇 北张镇北张村 张新明 2100.0 2022年4季度

134 新绛县 北张镇 北张镇西行庄村 光家旺 2100.0 2022年4季度

135 新绛县 北张镇 北张镇马首山村 许英杰 2100.0 2022年4季度

136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下院村 李德明 2100.0 2022年4季度

137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中社村 王治民 2100.0 2022年4季度

138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北刘村 刘小马 2100.0 2022年4季度

139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北刘村 刘保俊 2100.0 2022年4季度

140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中古交村 朱福锁 2100.0 2022年4季度

141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中古交村 王巧心 2100.0 2022年4季度

142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桥西村 唐长福 2100.0 2022年4季度

143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桥西村 张保亭 2100.0 2022年4季度

144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北王马村 韩铁牛 2100.0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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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北王马村 文俊虎 2100.0 2022年4季度

146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中苏村 张闷娃 2100.0 2022年4季度

147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中社村 王全德 2100.0 2022年4季度

148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中社村 路振虎 2100.0 2022年4季度

149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龙泉村 祁怀生 2100.0 2022年4季度

150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辛堡村 苏爱菊 2100.0 2022年4季度

151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辛堡村 苏民 2100.0 2022年4季度

152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上院村 张更帅 2100.0 2022年4季度

153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上院村 荣上全 2100.0 2022年4季度

154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南王马村 郝永顺 2100.0 2022年4季度

155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南苏村 陈高旺 2100.0 2022年4季度

156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翠岭村 张邵鹏 2100.0 2022年4季度

157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周流村 程文平 2100.0 2022年4季度

158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桥西村 张建军 2100.0 2022年4季度

159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中古交村 朱晓霞 2100.0 2022年4季度

160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中古交村 朱巧玲 2100.0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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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王村 刘治民 2100.0 2022年4季度

162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丁村 高小康 2100.0 2022年4季度

163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周流村 程国强 2100.0 2022年4季度

164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周流村 黄俊青 2100.0 2022年4季度

165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桥西村 李永乐 2100.0 2022年4季度

166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北王马村 李青龙 2100.0 2022年4季度

167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丁村 赵立丽 2100.0 2022年4季度

168 新绛县 古交镇 古交镇南李村 南贵良 2100.0 2022年4季度

169 新绛县 古交镇 北古交村 张顺龙 2100.0 2022年4季度

170 新绛县 泉掌镇 泉掌镇西薛郭村 朱喜全 2100.0 2022年4季度

171 新绛县 泉掌镇 泉掌镇东薛郭村 姜三牛 2100.0 2022年4季度

172 新绛县 泉掌镇 泉掌镇武平村 张上官 2100.0 2022年4季度

173 新绛县 泉掌镇 泉掌镇西韩村 刘成水 2100.0 2022年4季度

174 新绛县 泉掌镇 泉掌镇王守庄村 艾清华 2100.0 2022年4季度

175 新绛县 泉掌镇 泉掌镇朝阳村 芦爱花 2100.0 2022年4季度

176 新绛县 泉掌镇 泉掌镇西韩村 李红奎 2100.0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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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符村 孙文龙 2100.0 2022年4季度

178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张家院村 孙胡着 2100.0 2022年4季度

179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东尉村 段义牛 2100.0 2022年4季度

180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东尉村 杨来顺 2100.0 2022年4季度

181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东尉村 郑怀林 2100.0 2022年4季度

182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西横桥村 许子英 2100.0 2022年4季度

183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宋温庄村 吴根茂 2100.0 2022年4季度

184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南马村 张满顺 2100.0 2022年4季度

185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行云庄村 行锁龙 2100.0 2022年4季度

186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东王村 王德义 2100.0 2022年4季度

187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郭家庄村 郭有闹 2100.0 2022年4季度

188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三家店村 郝太平 2100.0 2022年4季度

189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三家店村 李夺元 2100.0 2022年4季度

190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北兰庄村 王建民 2100.0 2022年4季度

191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西柳泉村 贾庆艳 2100.0 2022年4季度

192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西柳泉村 赵连明 2100.0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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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狄庄村 张玉捷 2100.0 2022年4季度

194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原村 梁金乐 2100.0 2022年4季度

195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南庄村 杨小景 2100.0 2022年4季度

196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西柳泉村 赵停民 2100.0 2022年4季度

197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堡里村 王志卓 2100.0 2022年4季度

198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狄庄村 赵凡 2100.0 2022年4季度

199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兰村 韩金枝 2100.0 2022年4季度

200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史家庄村 刘丑林 2100.0 2022年4季度

201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史家庄村 刘军安 2100.0 2022年4季度

202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文侯村 行乱平 2100.0 2022年4季度

203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狄庄村 吉红安 2100.0 2022年4季度

204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狄庄村 张甲寅 2100.0 2022年4季度

205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狄庄村 张景民 2100.0 2022年4季度

206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张家院村 张铁牛 2100.0 2022年4季度

207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横桥堡村 王银旺 2100.0 2022年4季度

208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横桥堡村 王文龙 2100.0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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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卧龙庄村 支金发 2100.0 2022年4季度

210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中村南村 马永太 2100.0 2022年4季度

211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中村南村 张开柱 2100.0 2022年4季度

212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中村南村 尚文全 2100.0 2022年4季度

213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孙家院村 孙小娟 2100.0 2022年4季度

214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原村 何天有 2100.0 2022年4季度

215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兰村 韩宽德 2100.0 2022年4季度

216 新绛县 横桥镇 横桥镇支社村 支官合 2100.0 2022年4季度

217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北池村 李秋全 2100.0 2022年4季度

218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北池村 杨刘发 2100.0 2022年4季度

219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南池村 杨引秀 2100.0 2022年4季度

220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南池村 史彦良 2100.0 2022年4季度

221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南池村 史福刚 2100.0 2022年4季度

222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南池村 史玉林 2100.0 2022年4季度

223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南池村 贾保果 2100.0 2022年4季度

224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北侯村 刘良云 2100.0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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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北侯村 姚仓录 2100.0 2022年4季度

226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闫壁村 杨梅 2100.0 2022年4季度

227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刘峪村 张辉 2100.0 2022年4季度

228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苏阳村 王福生 2100.0 2022年4季度

229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苏阳村 吴引学 2100.0 2022年4季度

230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董村 高保安 2100.0 2022年4季度

231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东张村 马玉法 2100.0 2022年4季度

232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东张村 孙文刚 2100.0 2022年4季度

233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辛安村 张邦师 2100.0 2022年4季度

234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辛安村 张引才 2100.0 2022年4季度

235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北头村 张许温 2100.0 2022年4季度

236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北头村 张吉生 2100.0 2022年4季度

237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阳王村 尹志侠 2100.0 2022年4季度

238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西头村 杨瑞刚 2100.0 2022年4季度

239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禅曲村 赵小荣 2100.0 2022年4季度

240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南头村 王红宾 2100.0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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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北侯村 刘未娟 2100.0 2022年4季度

242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辛安村 张蛋娃 2100.0 2022年4季度

243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西张村 仪高义 2100.0 2022年4季度

244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西张村 剧成福 2100.0 2022年4季度

245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北头村 俞红强 2100.0 2022年4季度

246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闫壁村 马有江 2100.0 2022年4季度

247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上庄村 程三娃 2100.0 2022年4季度

248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闫壁村 杨清涛 2100.0 2022年4季度

249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刘峪村 张二娃 2100.0 2022年4季度

250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西岭村 行天文 2100.0 2022年4季度

251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裴社村 王新民 2100.0 2022年4季度

252 新绛县 阳王镇 阳王镇裴社村 王德旺 2100.0 2022年4季度

253 新绛县 阳王镇 辛安村 张新发 2100.0 2022年4季度

254 新绛县 万安镇 万安镇万安村 黄玉苗 2100.0 2022年4季度

255 新绛县 万安镇 万安镇万安村 王平 2100.0 2022年4季度

256 新绛县 万安镇 万安镇杜庄村 杨长海 2100.0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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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新绛县 万安镇 万安镇西马村 邓海旺 2100.0 2022年4季度

258 新绛县 万安镇 万安镇石家庄村 石姣芳 2100.0 2022年4季度

259 新绛县 城市社区办
新纺社区

纺织厂东区3号楼
3单元308室

王芳 2554.5 2022年4季度

260 新绛县 城市社区办
四府街社区

横桥乡东横桥村
师阔 2554.5 2022年4季度

261 新绛县 城市社区办
居园池社区

磨盘地7排12号
吴和平 2554.5 2022年4季度

262 新绛县 城市社区办
居园池社区
上排房37号

刘嘉发 2554.5 2022年4季度

263 新绛县 城市社区办
东天池社区
府君巷10号

杨毅军 2554.5 2022年4季度

264 新绛县 城市社区办
东天池社区
府君巷10号

赵庆霞 2554.5 2022年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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