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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镇大苏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结果公告
自2017年10月16日我村开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以来，根据《大苏庄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初步方案）》，经群众代表座谈会讨论、村两委联席会议商议、工作小组初步确认、公示修正并报经太平镇

改革领导小组审核把关同意，共确认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3144人。现将大苏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确认结果公告如下:

1.享有100%的分配份额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共计2751人）:

刘潮清 窦克芬 刘国龄 郭岚城 韩汝静 冯中和 刘文俊
冯志斌 冯 杰 冯中喜 窦玉芬 冯若涵 冯志毅 冯怡铜
刘承全 李建秀 刘 宇 刘 涛 刘亦可 冯中新 孙玉兰
刘玉德 李秀珍 刘淑华 刘桂芹 王铜钒 刘呈强 韩英秀
刘泽鹏 冯可心 冯志军 刘名平 冯贻荣 冯怡涵 冯贻森
郭俊良 马金璐 郭巷宏 郭奕辰 赵润坤 刘顺清 刘德清
郑从芹 刘国通 刘雨萱 刘国政 刘承西 王恩香 刘泽江
窦吉敏 刘 珊 刘广升 刘庆润 刘成喜 韩英梅 刘明悦
刘浩文 刘庆通 郭岚芬 韩淑芳 刘呈瑞 边振玲 刘博洋
刘庆江 于含兰 刘墨樵 郭凤英 刘逢时 刘芬瑞 吕树君
刘玉亮 王秀兰 刘 帅 刘启瑶 刘清瑞 刘玉田 刘 博
桑丽华 刘瑾宣 刘泽生 高双芬 刘利锋 李 勇 刘蔼萍
刘呈龙 司俊鸿 刘泽涛 刘月英 刘其胜 杨利慧 刘 珺
刘 晴 刘琪新 刘体英 刘春汝 刘春和 刘其海 孟祥云
韩亚薇 刘春莹 于锦凤 刘春浩 刘其利 窦克芬 刘春彤
刘承利 李明霞 刘泽宝 刘承纪 吴秀文 刘桐研 刘 静
刘泽春 范中玲 刘广森 刘双红 王桂凤 刘润清 刘文起
吴长萍 刘文功 房恩英 刘文新 元万平 刘冠廷 赵春福
刘泉清 高 博 刘芝瑶 刘泽春 元万琴 刘 琦 刘泽兴
张增琴 刘诗语 刘庆智 许桂珍 刘呈宏 杨忠云 刘泽晨
刘泽涵 刘玉海 董玉红 刘金瑜 刘 哲 刘双进 郑付云
刘春萍 刘春清 刘庆贤 李培兰 程如海 戴国秀 李振祥
张树珍 刘海洋 徐立琴 刘广辉 刘广林 刘岐瑞 张士芹
程林喜 刘永芬 程从洲 窦利敏 程苡沐 程 萌 刘泽升
周金丽 刘广昕 刘欣谣 刘玉国 陈玉芬 刘其刚 刘培娟
刘素均 刘春伯 刘玉广 李志英 刘其江 殷俊英 刘 泳
张宝红 高秀珍 张 皓 张玉生 吕凤琴 张宝明 刘志梅
张桐源 王祥煜 张津铜 张 欣 刘蓓蓓 张洪傈 张洪郡
刘广浩 刘玉强 李玉芬 刘其学 刘发瑞 刘玉朋 张国英
刘其宾 刘艾青 张秀臻 郭金枝 刘春虎 胡长爱 刘广彬
程林清 窦佩香 程从锐 刘成亭 刘静茹 刘静山 刘呈平
刘成旺 张玉和 张洪清 张宝国 王义芬 张博文 刘泽清
刘全瑞 刘承连 蒋宝雲 刘泽东 于 伟 刘家君 刘广昱
刘泽忠 窦秀枝 刘芸彤 程福田 刘泽华 王淑丽 刘 彤
刘佳奇 刘呈勇 韩文俊 刘依然 刘依明 刘泽祥 窦秀俊
刘津伶 刘广林 程林峰 王长虹 程从峙 程林宝 刘庆凤
程从煜 晋 婕 程忠贤 程子郡 刘文明 刘泽忠 许桂敏
刘广辉 刘彦博 刘双明 徐小兰 刘承俊 刘庆水 张俊凤
刘泽虎 鲁学萍 刘广翔 刘宝丰 刘承利 张金翠 刘 宇
刘承明 周忠芹 刘宸林 刘昇林 刘曼妮 刘爱国 李树敏
刘 梦 商锡均 刘泽元 郭广云 刘俊杰 刘欣然 刘学宝
高玉芬 刘文进 赵玉珍 李小来 刘泽香 李 浩 刘承江
许振会 刘泽岐 高振香 刘奉学 刘岱轩 刘成谚 吴金凤
刘泽兴 刘 倩 刘承清 王秀芬 刘泽喜 张洪霞 刘 璐
刘广正 刘承林 韩文芬 刘泽翰 刘泽瑶 刘泽昇 王洪新
刘 磊 刘学瑞 赵洪琴 刘庆香 刘兆鑫 刘维凤 刘广骏
徐欢欢 刘涵妤 孙淑利 刘其杰 窦思源 刘桥明 赵福银
冯洪财 冯志强 刘庆荣 刘其云 赵之琴 刘其跃 刘庆泉
代元江 刘成莺 代淑玲 代佳铄 朱凤英 刘 辰 李 华
刘金瑞 刘 洋 赵 兰 刘泽润 冯志章 杨 华 冯贻松
冯贻钊 刘承绪 朱翠萍 刘宇桐 刘 猛 张桂芬 吕秀敏
刘庆省 窦庆香 刘承双 王学凤 刘 磊 窦伟香 刘美烯
刘广宇 代元海 刘祥云 刘泽云 代嘉林 刘良臣 刘玉金
王淑会 刘玉杰 苗淑珍 刘呈江 高以芬 刘泽浩 刘泽均
赵福芹 刘泽锋 刘承山 赵金兰 刘泽帅 马秀英 刘骏超
冯忠祥 李永芬 刘承禄 郭成云 刘泽钢 程从兰 刘广乙
刘庆洲 代国云 刘承起 赵秀英 刘昕瑜 刘泽亮 刘广峰
刘广轩 刘成双 孙玲洁 刘泽炜 刘文胜 徐林芬 刘士琪
刘炳锐 刘文通 于淑华 刘泽香 刘泽禄 刘雅晰 窦忠艳
刘文喜 赵燕利 刘奕含 刘呈甫 赵福香 刘庆海 陈洪霞
刘 欢 张凤荣 刘 灿 刘双成 刘竹荣 刘 煜 王铭冉
冯中华 王凤桂 冯 皓 代元和 赵福荣 代佳成 代佳斌
王 雪 代思彤 代浩博 冯中东 庞福兰 刘庆信 李恩平
刘泽清 吕振兰 刘广硕 刘庆禄 刘其龙 刘 春 窦书艳
刘瑷嘉 刘泽渲 刘玉歧 窦淑安 刘琪立 李春花 刘春源
刘春晖 刘琪振 刘依忱 刘泽胜 张国玲 刘瑜璐 刘广辉
田杰贤 闫世祥 闫竟文 闫广胜 闫世新 李印萍 闫广旺
刘飞飞 闫志泽 狄洪义 王汝芹 狄润宸 狄润鹏 刘泽利
贾世红 李善芹 刘玉松 王玉焕 刘其凯 戈银华 刘雅萱
刘依彤 狄恩明 崔树香 狄洪洲 徐立英 狄润鑫 狄洪德
张淑荣 狄润彤 狄润钊 刘玉虎 窦广荣 刘其承 刘玉海
宋维会 刘其靖 刘洪水 潘志香 刘鑫蕊 刘泽江 赵之香
王鑫萌 高相荣 闫何氏 闫世成 许淑云 闫 茹 刘广建
王小立 刘晨佳 刘传承 刘泽岭 张凤霞 刘赏瑞 王福英
刘泽海 窦连英 刘奕宏 刘广金 刘昱彤 刘传莉 窦连普
芦玉琴 窦克亮 刘泽东 王艳梅 刘广寅 刘广旭 刘泽敏
吴凤英 刘泽武 崔香凤 刘镇玮 刘玉林 许洪霞 刘其娜
刘贤海 刘珍瑞 赵士曦 高秀芹 刘全瑞 石子芹 刘玉新
蔡玉敏 刘 瑜 刘其航 刘玉海 刘金梅 刘其涛 刘其康
刘玉良 刘其浩 贾双利 刘梦茹 刘玉新 李树艳 刘跃冀
刘跃蕊 狄恩亮 宋兴云 王秀英 闫广文 闫广垒 孙京京
窦连义 韩文英 窦嘉怡 刘玉生 王学珍 刘玉朋 赵守香
刘玉庆 张泽红 刘琪超 王卫玲 刘佳鑫 刘宗鑫 刘琪全
何艳芬 刘倩汝 刘春泽 刘建新 孟翠翠 刘传岳 刘孟雨
孟凡俊 袁士珍 孟祥新 窦润兰 孟育民 刘玲玲 孟德轩
孟士翔 孟凡明 王东贞 孟凡杰 王淑娥 王耀兴 孟祥锐
袁世安 袁守河 孟凡清 薛士兰 孟祥雷 王云秀 刘承明
韩俊英 刘泽静 刘国清 李秀芹 刘林澄 张永凤 刘明杰
刘军杰 刘庆轩 马玉岺 刘承超 李元元 刘依宁 刘至豪
孟庆江 毛英利 李金枝 刘庆银 刘秀芬 赵树明 刘林荣
刘林艳 曹书祺 纪根发 王玉芹 纪列港 纪瑾萱 李鲁丹
孟会英 刘庆江 刘明智 刘泽澄 刘承春 杨世艳 刘博成
刘雅楠 刘文华 许秀英 刘侃睿 吴忠秀 刘呈利 陈玉兰
刘 雨 刘怀远 刘承亮 吕福娥 刘天骏 刘开源 刘承振
王岺岺 刘盛楠 刘泽宏 刘泽丽 刘庆宝 韩忠兰 袁守海
刘喜英 袁稀辰 袁振文 袁世年 窦克会 吴振清 孟会玲
吴鸿睿 刘承贺 宋 新 刘雅慧 刘博伟 孟凡东 方吉秀
孟 洋 刘岳清 国凤军 刘 琪 刘林虹 刘承林 张汝娥
刘雪丽 刘 冬 刘春生 郑玉霞 刘广达 刘静萍 刘玉武

王秀艳 刘其荣 刘义明 窦佩金 刘东海 陈庆艳 刘根江
刘君彤 刘会明 刘成新 刘金艳 刘 浩 刘 超 李汝芬
刘成建 窦玉萍 刘泽瑜 刘成国 窦克凤 刘泽珉 刘 祥
李 月 刘家硕 刘成贤 刘文霞 刘泽发 刘伟清 窦佩芹
刘林晖 刘卫清 王振敏 刘 元 刘成革 张玉珍 刘 博
刘其明 刘俊清 刘林泉 刘 霞 刘英杰 刘鑫杰 刘盛清
于桂荣 刘林然 刘林轩 刘体珍 刘林涛 刘兰明 刘振杰
王洪俊 刘培英 刘佳彤 刘佳润 刘林祥 端华香 刘振清
闫桂荣 刘林旺 刘林海 黄小莉 刘雨菡 刘松清 刘林璋
刘海明 李汝双 刘龙清 韩 玲 刘昊然 刘林静 刘雅琪
刘水清 窦克香 刘玉亮 方吉秀 张丙名 刘文清 韩文兰
刘祥凤 刘林梅 王云喜 刘玉章 孙秀琴 刘其欢 刘润东
窦吉俊 刘 旭 刘珠明 刘成党 窦克敏 刘泽森 刘承忠
周允金 刘呈伍 窦克云 刘雅君 刘雅晴 刘 玉 王春萍
刘景研 刘心雨 窦沛新 刘庆利 李文兰 刘呈磊 徐淑华
刘家麟 王梦涵 刘家坤 刘庆双 韩永军 刘承龙 吴宗英
刘 鑫 刘家圣 刘思潼 刘庆民 边会萍 刘成明 马秀芹
刘 正 刘诗航 刘昭君 郑兆梅 刘 娟 陈子箴 刘承歧
郭岚荣 夏广和 田增坤 夏广义 刘宝芬 王礼洋 佟铁栓
刘承友 徐林霞 刘婷婷 佟永祥 刘智梅 佟益贤 刘庆安
张玉菊 赵晓赪 陈秀芹 赵鑫源 冯金焕 佟以尧 佟美萱
刘成强 徐福秀 刘泽东 郑淑平 刘林佳 刘力源 佟永和
王丽梅 佟姗姗 张玉云 夏广平 刘玉芬 夏羚嫚 佟德江
夏吉荣 佟德生 佟 清 佟永胜 窦利英 佟宜霖 王福贞
刘田瑞 宋文珍 赵占军 刘玉芬 刘欣月 刘承航 端华兰
刘川榕 刘桦榛 王占英 夏志勇 刘香云 夏樱嘉 佟永泉
刘金萍 佟义财 刘心汝 佟锦義 赵东江 刘润娥 赵子豪
赵晓汉 韩英彦 赵桎粮 赵子粮 赵晓东 窦华英 赵 旭
刘庆邦 杨淑英 刘承革 张世艳 刘泽涛 刘泽彭 于增松
佟德春 王红凤 刘喜明 张桂华 刘军清 于俊花 刘芯宏
张玉秀 赵晓军 刘全明 窦淑秀 刘桂源 张文凤 刘庆芳
张汝芬 刘呈荣 刘乘源 王炳文 刘秀英 王伟瑜 王逸涵
蒋卫清 王春俊 蒋 磊 刘庆功 张忠琴 刘承申 王绍营
李锦平 刘庆林 刘 禛 刘庆鹏 姚春艳 刘语瑄 王绍贤
蒋庆海 王素珍 蒋卫成 黄纯红 蒋 坤 刘子全 崔国红
王顺江 史永颜 王如珍 王慧仪 董志清 窦广英 董 震
董志海 李印君 董 骞 李 雪 董志刚 徐淑兰 董兴邦
董骐嘉 程少密 王金祥 王少银 刘庆福 刘庆和 夏吉凤
刘承发 邓艳霞 刘泽群 马金荣 杨秀芬 刘承岐 古庆平
刘泽震 刘承福 窦秀梅 刘若彤 王炳章 刘淑凤 刘庆吉
张永香 刘金林 刘呈君 刘庆智 张玉英 刘呈玉 董玉英
刘兴明 刘泽成 刘泽彬 孙景珍 刘雨晴 刘广铧 刘庆照
徐俊平 刘子康 夏广兰 刘泽军 陈云霞 刘欣娜 刘广举
刘庆革 刘呈军 李莎莎 刘峻通 刘承钢 程如平 刘一生
刘佳怡 刘庆海 刘承贵 马兴英 武连会 董治军 刘利英
董虹良 蒋卫国 蒋 涛 袁振洪 董茂林 董 辉 刘玉娟
董浩扬 刘成亮 张春梅 刘泽宇 刘顶明 代文华 刘欣茹
刘 振 王美玲 刘广烨 刘晨熙 刘呈祥 窦石艳 刘珈孚
刘 智 李广楠 刘思彤 刘庆卫 窦连香 边子修 崔国华
边振静 边俊儒 吕 平 陈 云 刘明华 陈 杰 陈浩宇
刘仁香 闫富春 刘庆中 刘承强 刘泽鑫 刘庆典 胡秀云
刘承杰 崔艳娟 刘 艺 刘姝钰 王绍洲 边奎香 董智国
窦富俊 董倩竹 董祥运 边振旺 李加维 边 欣 王长香
边俊良 边赫萱 边麒麒 边荣荣 胡金凤 边振栋 孙铭英
边红锋 边振通 李金霞 边俊境 刘元春 马文香 边俊世
刘志俊 边 津 边俐诚 边 颖 边振春 刘云清 边俊迎
边俊城 孟换换 边 一 刘泽甫 祝介艳 刘广宇 刘静娴
刘桂明 李汝云 刘泽森 蔡永梅 刘广薪 冯忠山 苗加琴
冯 羽 王兰香 边振才 杜香连 边俊博 张瑞晴 边之轩
边俊尧 刘炳兰 边 防 庄 月 边祈佑 边 江 王情情
边静雨 潘志德 刘致敏 潘 超 刘淑润 潘 欣 潘金峰
宋兴英 潘泽宇 潘 晴 潘金涛 刘昌玉 潘泽焕 潘泽豪
戴清江 刘焕和 崔树英 刘 斌 刘华明 张秀英 边镇云
戴国华 边振洪 刘秀红 边振海 王锡英 冯志国 陈宝环
冯贻涌 冯梓芮 冯从生 张凤枝 冯宗明 刘桐霞 冯志强
齐林娜 冯琪雅 冯俊豪 刘焕才 窦伟玲 刘津铭 刘子华
边振祥 李红芬 边欣科 边俊福 马中美 王义岐 张秀云
刘玉奎 冯素云 刘子玉 窦秀兰 张金颖 刘芯兰 刘振宇
张荣兰 刘子坤 刘 学 邱金玲 董玉芹 刘玉芬 边和修
李桂臻 边洪修 边振义 刘景兰 边振双 王汝梅 边 奥
边静怡 刘庆丰 刘成江 刘泽潭 王玉兰 刘俊宏 刘子春
刘玉桥 王炳海 窦占梅 王 强 吴金英 边振峰 曹 欣
边俊宇 边镇宝 窦国红 边 晋 边俊涛 边胜修 陈瑞红
边镇金 李明云 边 钰 窦金兰 刘 毅 刘庆通 徐云芬
刘承光 王秀玉 刘云桥 韩永珍 刘 宾 刘玉和 官秀珍
刘其旺 王淑英 刘 鹏 刘 博 刘子行 蔡素香 刘 波
王芝梅 刘 妍 刘馨阳 刘 涛 孟凡英 刘储豪 刘玉喜
李相金 刘玉贵 陈秀花 王义发 季桂珍 王 帅 王珊珊
刘兆慧 吕佳荣 左世芬 刘树歧 高秀枝 窦富平 刘 梦
刘思圆 王向荣 刘淑平 王炳琦 王 鹏 边振军 边俊甫
王学华 刘致兰 刘庆利 王 健 白 静 王梦莹 王旭东
王金缘 马凤春 刘瑞华 刘津硕 杨玉良 马淑梅 杨新辰
杨新冉 张凤树 张 宇 杨成立 张如荣 刘泽文 季春红
刘姝晨 刘慧颖 刘广烁 刘成玉 徐富云 刘呈立 高相兰
刘林利 窦同兰 刘婷婷 刘昊升 刘子通 刘松清 窦俊义
刘洪财 李 丽 刘玉利 邓万华 刘 陆 刘 森 王义河
窦国俊 王 栋 王绍文 田素华 王友林 王仁强 王 静
王弘雅 王丘雅 刘玉臣 李志银 张凤岐 田增兰 张锡均
吴杰敏 张 鑫 张 珊 张凤森 元绍英 张 旭 刘庆配
孙玉英 刘承良 张凤清 房士金 张格伟 张凤利 刘炳兰
张 静 张 璐 陈素芹 刘玉龙 刘桂兰 刘 欣 刘其玮
边振岩 刘海凤 边振强 窦秀俊 边俊超 边振水 李树云
边俊鹅 王之龙 边俊辉 王学华 王学丽 刘庆超 高向凤
刘 彬 刘庆生 徐复金 刘庆茂 于树珍 刘庆岩 张艳慧
刘成明 刘子申 刘庆元 王学琴 刘冠廷 刘庆胜 李润阁
刘承昭 杨冬梅 刘彦宏 刘以沫 王学连 刘庆加 李海英
王帅诗 王绍祥 冯书桥 杨玉生 窦秀华 杨新雨 杨 阳
包娜娜 杨茗天 窦恩凤 刘其峰 任云利 刘庆云 刘庆路
韩淑军 刘韶轩 刘齐家 马金香 刘呈刚 张双峰 刘琳琳

刘泽铨 张凤林 董会平 张艺露 张智雅 张宗岐 刘炳荣
刘承清 孙 莉 刘峰瑞 刘娂妤 刘庆奎 刘庆辉 房士荣
王义杰 姚瑞平 王礼祥 王续燃 刘玉福 王金英 刘 雪
刘 冰 刘以诺 刘秀瑞 窦克荣 刘玉帮 刘其康 刘其尚
王桂林 张淑萍 刘国祥 孙秀芹 刘泽允 刘 成 韩广华
刘泽镇 刘泽兴 刘泽颖 王义祥 张秀荣 韩树兰 王义岺
刘承森 张银如 刘向艳 王礼凯 刘承军 窦连云 刘泽冉
刘泽升 刘庆明 吴金华 刘洪喜 许秀凤 刘亚男 刘恩恺
王义水 张俊玲 王 洁 王子璇 王炳华 李维俊 高秀荣
王仁香 窦维荣 王星然 刘成忠 窦书兰 刘雨萌 刘玉海
杨玉香 刘 越 刘广麟 刘庆彬 傅德荣 刘承华 窦和俊
刘泽发 王炳义 苗汝梅 王礼鑫 刘庆铎 赵国芹 刘呈超
王义德 古庆喜 王 强 王 琪 周 娜 王睿溪 王义文
王 燕 王礼亮 王绍平 李淑清 王仁利 李淑琴 王 梅
王义臣 邵长茹 王筱涵 王礼宽 王绍义 杜秀枝 王义雯
王义如 吴秀利 王礼贤 王立峰 梁桂香 王智博 王绍城
韩荣岺 王仁洪 贾啟娥 王 静 王 鑫 高中秀 王少安
刘秀琴 王成成 杨甜甜 王礼鹏 王冠淳 王仁清 李桂平
王 斌 李佳凤 刘呈金 田寿恒 刘呈英 田家豪 田家泽
刘庆圈 王金荣 刘成泉 武瑞芳 刘夕源 刘曦雅 刘溪彤
刘成喜 庞其云 刘泽杞 刘庆水 李凤芝 刘呈智 刘庆陆
吴桐香 刘呈俊 刘雨佳 王炳通 窦景焕 王力振 耿艳华
王若涵 王利海 刘 双 王 淼 刘庆元 郭文萍 刘呈鑫
刘 宁 刘洪水 李淑华 刘恩畅 王俊喜 王长惠 王 硕
王义涵 刘庆义 佟家芬 刘呈良 刘庆洪 田立俊 刘 薇
刘庆恩 窦淑娥 王玉琴 王义生 刘明娟 王 浩 王星月
刘庆槐 代淑英 王淑珍 刘成林 窦家会 刘泽奥 刘若瑄
刘国利 刘秀英 刘泽栋 刘恩嘉 刘庆利 边镇山 边振中
彭如芬 边俊刚 王明静 边信帆 边诗然 刘 炬 朱艳娣
刘怡菱 刘承普 张明玉 刘 媚 周致远 刘呈涛 马吉云
刘展作 刘泽城 刘家华 左庆桂 刘成峰 刘姿妤 刘中水
刘泽义 刘承砚 卢凤云 刘子侠 刘凤兰 许继平 边俊臣
王 慧 边首先 边星元 边镇省 李桂臻 刘庆彬 窦永生
刘庆真 徐德枝 刘 莹 刘成印 王宝兰 刘泽润 刘泽生
刘佳华 刘润桢 翟 影 赵梦源 刘承梅 刘 欢 张 民
刘泽鑫 刘 悦 刘庆林 吴忠珍 刘承义 温广芬 刘泽洪
彭树玲 刘昭妤 刘东奇 刘泽锋 殷俊枝 刘广远 刘 静
边振林 苏凤华 边俊文 刘凤香 边俊胜 张文丽 边绶博
刘 艳 边睿锟 刘焕正 张凤敏 刘金岳 边振发 张发英
边俊强 李 燕 边琪雅 边冠旭 刘成东 刘金贵 刘玉凡
刘仲旭 刘成喜 徐 凤 刘睿智 刘周明 房士金 刘承胜
刘乐明 王国英 窦连英 刘泽骏 韩庆义 赵守敏 韩英东
窦维维 韩耀宸 韩洊宸 刘庆泉 刘文平 郭凤云 刘 丹
刘彦轩 边镇江 刘泽呈 房士京 刘 玲 刘洪江 刘承旺
赵万红 刘承举 孙玉兰 刘一凡 刘李好 刘 鹏 刘泽清
高凤贤 刘广阔 刘广平 刘成河 张世梅 刘庆祝 蔡淑文
刘承鹏 王云凤 刘泽龙 刘庆堂 张玉芬 刘成亮 刘承友
卢凤娥 刘泽莹 刘艺珊 刘庆玉 郭玉琴 刘呈云 李运芝
刘津铭 刘津溶 边反修 孙德敏 边镇宇 周仲静 边俞月
李善云 刘成军 刘学梅 刘佳康 李云庆 王素香 李兆袆
刘洪敬 韩庆华 郑凤香 刘成伍 王振香 刘恩瑜 刘呈义
周如霞 刘泽岩 刘庆林 李宝凤 刘呈智 南燕玲 刘泽睿
刘呈海 徐林兰 刘泽昊 刘庆静 罗振芬 刘恩仁 古庆兰
韩英良 刘舒绮 韩文煊 韩宣赫 刘庆海 李相翠 刘呈金
刘瑞清 刘力嘉 刘力菲 刘恩义 刘爱华 房恩静 刘凤芝
刘广璐 刘庆亭 刘恩新 窦佩燕 刘甜羽 刘成生 张兆桐
刘泽朋 史单单 刘恩会 房秀欣 刘爱朋 戴荣艳 刘广林
刘广荷 刘爱峰 赵德俊 刘广旭 刘广芬 刘恩广 翟淑兰
刘爱成 李 营 刘亦莹 刘成立 窦连英 刘大辉 刘庆升
刘 艳 刘呈泽 刘成义 胡秀梅 刘炳旭 刘承清 李培秀
刘 东 李月荣 刘广浩 刘铧阳 刘恩明 孔令秀 刘炳荣
刘爱彬 牛丽军 刘 彤 刘广睿 刘爱东 郑秀杰 刘 爽
刘庆文 吴忠红 刘呈根 刘成才 马 红 刘桐圳 王炳才
梁云霞 王礼辉 王荣珍 刘成洪 张秀华 刘泽鑫 刘泽垚
刘成亮 史永丽 刘 梦 王新华 刘泽旭 刘庆积 房恩杰
刘丽娟 刘承学 窦书珍 刘予萱 邵明凤 刘恩起 张秋华
刘爱松 柏朝霞 刘广钰 刘恩海 窦志俊 刘爱喜 程 平
刘广骏 刘恩宝 吴英萍 刘爱磊 韩英全 韩秀满 韩文博
刘爱国 陈桂艳 刘广智 石全芬 韩庆生 窦森凤 韩英桥
李家平 韩文洪 韩英和 张如俊 韩文静 韩文军 刘萍萍
韩静然 韩润麟 刘庆芹 张吉荣 刘成强 魏金梅 刘亚文
刘泽贤 韩庆珍 刘呈元 赵万杏 刘泽普 张希兰 刘爱文
于仙炬 刘广辉 刘庆潭 宋士华 刘 楷 刘迎颖 刘泽渲
杨凤文 王振霞 王义明 刘克梅 刘宸睿 王礼军 左家芬
王 莹 王智洋 杨 乐 窦 璐 杨雨泽 杨雨东 刘泽义
黄慧慧 刘曼琦 刘广烨 李云鹏 刘月凤 李兆君 刘炳新
李 菲 李云城 李金銮 边奎书 韩荣云 边永修 吴桂苓
边桂修 刘文霞 边振超 刘呈松 窦国荣 刘 硕 刘欣垚
边奎庚 窦秀琴 边鑫修 窦富玲 韩英桂 刘金红 韩文浩
韩淑宁 韩英柱 韩文帅 韩庆城 刘成芬 韩英林 郑淑兰
韩文涛 丁超玮 韩文通 夏伟伟 韩润彬 刘其旺 窦广敏
刘春雨 刘春浩 刘其国 袁玉兰 刘 茹 刘春清 刘成亮
冯思荣 刘 云 刘 帅 王德伟 刘其双 徐复荣 刘春淋
刘薪圆 刘其松 勾玉红 刘 蕊 刘雨涵 王富兰 刘其海
刘呈杰 夏子梅 刘津杨 刘津毓 刘成明 刘忠琴 刘 琳
刘承河 窦维荣 刘家志 窦秀凤 刘承杰 刘中元 王文荣
刘春东 岳桂杰 刘广森 国秀英 刘庆城 于锡娥 刘春海
周桂英 刘世超 刘庆祯 窦佩密 刘春龙 朱振英 刘桂麟
刘禹辰 刘家琳 刘庆武 周玉凤 刘承强 陈 思 刘明熹
刘玉钟 贾秀芹 刘庆标 王凤华 刘其峰 韩文珍 刘春涛
刘春志 刘成杰 王丙艳 刘茜雅 窦玉才 刘玉森 刘其炎
刘静怡 刘鑫墨 刘春清 张喜枝 刘玉付 窦润兰 刘林松
窦书藏 刘瑞杰 刘睿宁 刘琪邦 杨 玲 刘春玮 刘春升
郑春花 刘海江 徐俊爱 刘承坤 刘庆新 佟永琴 刘子举
韩永秀 刘庆祥 赵凤玉 刘成军 刘春艳 刘新月 刘新圆
刘睿晨 刘庆亮 刘金芳 刘玉海 窦连芹 刘文生 刘庆振
闫秀凤 刘呈文 刘呈硕 刘 明 窦宗廷 刘曦月 刘书豪
刘庆波 施兰琴 刘 宇 刘庆双 翟向荣 张庆凤 刘 贺
刘春江 韩忠艳 刘桐源 刘庆松 郭广珍 刘玉珂 李树云

刘玉石 王花凤 刘其胜 刘玉洪 李桂凤 刘庆革 窦连荣
刘会逢 刘若涵 刘泽龙 刘玉兴 张淑华 刘其马 韩英芹
刘春山 刘玉华 于洪霞 刘庆义 周丽娟 刘艺霖 刘庆生
张桐凤 刘立平 霍文会 刘欣然 刘家维 刘庆城 窦秀枝
石墨桥 靳国凤 刘其鹏 窦园园 刘茉馨 秦景瑞 刘学红
秦耀莉 秦景崎 韩永霞 秦耀和 秦凤明 刘秀芬 张桂平
刘玉林 王德霞 刘一蔓 刘浩文 刘庆砚 许桂荣 刘呈居
袁守娟 刘泽旭 刘庆腾 王德兰 刘承广 窦佩俊 刘泽鸿
刘承全 吕淑琴 刘泽雨 刘新梦 刘承林 张云芬 刘新瑞
刘玉森 窦俊芬 刘其棋 刘雅轩 于增凤 刘 强 宋盼盼
刘宋瑜 刘泽炜 刘承云 蔡凤荣 刘泽清 戴维君 刘广城
刘寿瑞 孙茂华 刘玉桐 张玲玲 刘其霞 刘其君 刘长清
李树红 刘盛林 刘新雨 刘 彤 刘桐明 赵春润 刘呈旺
房秀凤 刘佳怡 刘泽军 王文英 刘芸丹 刘广轩 刘泽辰
张淑梅 刘 蔓 刘广骐 刘承明 窦佩荣 刘珍清 付 荣
刘馥源 刘承歧 郭兰珍 刘 琳 刘泽池 王 蕊 刘 伊
刘承旭 吕钢华 刘泽汇 刘承国 窦田霞 刘 丹 刘泽源
刘泉明 陈云金 刘庆东 田英霞 刘宸帆 刘泽林 吴宝环
刘 冉 刘广进 刘福瑞 刘玉祥 刘 静 刘乾宇 韩英凤
刘泽春 刘 佳 刘振霞 刘泽更 张晓燕 刘昊怡 刘广骏
刘承通 范美英 刘礼明 窦佩藏 刘泽祥 刘广峰 王洪玲
刘广旭 刘泽洪 张 玲 刘 帅 刘戈奥 夏吉芬 刘呈江
窦俊英 刘 雨 刘 涛 张秀英 刘玉群 刘庆洪 于秀敏
刘承峰 窦华霞 刘翔宇 刘 旭 刘树桐 王凤丽 刘浩然
刘庆来 赵树梅 房宝芹 刘柱明 韩培英 李 焕 刘林其
刘承信 陈金俊 刘莎莎 刘泽良 刘 智 张淑婷 刘欣然
刘依诺 刘树岐 田秀荣 刘艳华 王世朋 刘蓓蓓 刘承琪
王金云 房恩东 刘成香 房万群 刘承刚 崔华军 刘少威
刘高健 刘承水 左之琴 刘 霖 马光芬 刘承欣 徐倩倩
刘佳萱 刘篷择 刘庆从 傅焕生 刘呈镇 勾 岩 刘泽毅
陈水田 陈 智 刘庆纪 石之兰 刘承礼 韩文平 刘 莹
刘承进 刘 彪 刘一诺 刘承义 窦树云 赵永贤 刘承来
周如平 刘佳慧 刘泽国 张艳凤 刘胜利 陈海霞 刘广彬
刘欣茹 刘承胜 于型会 刘桂瑄 白素芬 刘德铭 郭岚英
刘海波 董凯玥 刘思涵 刘智宇 于中文 刘庆双 刘呈军
孙 娥 刘柠郡 刘成志 王学梅 刘泽泉 刘泽宾 刘智明
刘统芬 刘如宾 王秀梅 刘峻良 刘呈亮 李金瑞 张玉刚
王云秀 张洪浩 张洪晟 张凤明 高相华 张凤格 窦树兰
刘汝海 杨秀芬 刘欣然 刘树鹏 刘艳琴 刘铭泽 刘玉荣
刘子瑞 刘汝林 张运芬 刘牧枚 刘 振 马盼盼 刘思梦
刘婉君 刘承岩 边华梅 刘 欢 张凤举 窦会均 张 宾
刘锦艳 张渝欣 陈树凤 张西钢 杨艳萍 张 杨 张翔宇
张西朋 徐 锦 张汝军 张塬岫 张西桂 张凤英 张跃凡
张鹤瀚 张凤桥 刘淑霞 张玉强 崔建萍 张洪震 刘玉生
王桂珍 张凤营 杨凤敏 张依涛 张晶晶 张雅萱 刘小红
苏凤和 窦广俊 张玉录 胡俊灵 张洪亮 张桂生 王秀文
张玉良 张凤田 刘永会 张 艳 张玉泉 段淑云 张洪义
陈士娟 张桂永 刘月华 张玉清 刘焕芬 张洪丽 张玉洪
徐恒敏 张洪彬 张凤香 窦淑珍 张宗和 窦玉芬 刘 娟
张洪辰 苏福海 王淑梅 苏建强 王秀梅 苏富森 刘永香
苏 芯 苏建忠 苏家棋 张承香 刘月明 苏富清 窦永霞
苏建行 刘泽东 刘 佳 苏凤岐 张中萍 苏富良 张宝凤
苏子涵 苏健翔 田 艳 苏鸿瑞 刘呈虎 段淑玉 刘泽鹏
刘庆景 刘承刚 刘 乐 窦华枝 苏富权 刘 丽 苏健泽
苏畅然 王凤敏 苏福江 高振香 苏 娜 苏健雨 刘昌武
武焕凤 刘爱均 董云兰 刘景瑞 刘昌停 程福芹 刘海均
袁俊琴 刘玉圈 王新闻 刘其傲 刘婧涵 房玉琴 许福祯
刘庆良 王若绮 刘承柱 刘淑香 刘炯宾 刘桐银 刘庆侦
王会俊 王玉森 孙秀文 王占清 王云静 魏梅玲 王一松
王玉桐 徐云桂 王连清 刘玉梅 王云平 王云晴 王云红
王爱清 王恩清 窦淑婵 王祥宇 王军清 刘香菊 王云志
王瑞清 冯裕兰 王竟权 王莉钧 孟凡城 姚瑞芬 孟祥鹏
刘汝均 王桂丽 刘之瑞 刘泽瑞 刘昱泉 丁秀翠 刘保明
王其荣 刘雨轩 刘泽靓 刘呈星 孙淑芝 刘泽萍 刘青瑞
刘兆红 窦佩香 刘静轩 刘 成 刘泽立 徐玉红 刘 霑
刘博文 刘承明 李家兰 张桂英 刘婉清 刘成玉 李桂萍
刘泽雨 刘泽金 刘成龙 窦如俊 刘泽辉 刘平瑞 韩文香
刘玉胜 窦淑梅 刘其通 刘其勇 刘成胜 赵福香 刘泽雨
郑 娜 刘泠钰 刘广禄 刘东瑞 刘红艳 张培军 刘月梅
张 楠 刘民瑞 薛凤荣 刘玉坚 刘国瑞 李相龙 刘玉东
刘 敏 刘欣蕊 刘其涛 刘泽峰 刘晓云 刘广辰 刘嘉凝
赵万福 刘承珍 赵树芹 刘 莎 刘泽傲 郭娜娜 刘江瑞
李维会 刘玉鹏 刘晋铖 张如清 崔林秀 崔祝荣 张 换
刘春艳 张伟旺 张炜敬 房宝香 刘呈彬 刘浥壮 高云贤
刘欣雨 刘玉强 于金凤 刘宇情 刘其刚 刘呈志 王淑娜
刘秋坤 刘庆刚 王菊国 刘呈春 刘利伟 刘博儒 宋兴祯
刘群胜 贺月英 刘呈喜 刘玉兴 李德金 刘其源 刘瑞祥
王秀凤 刘吉瑞 房士双 高振山 刘玉芬 高新雨 高维栋
刘新瑞 吴会如 刘祥瑞 刘庆利 高纪贤 刘 莉 刘呈全
刘成瑞 韩焕芹 刘泽新 李 玲 刘铭鹤 刘佳媛 刘普瑞
张桂兰 刘玉刚 贺 芬 刘其昊 刘成岐 赵之平 刘泽海
张宝丽 刘书佳 刘书岩 刘利瑞 杨淑芬 刘媛阳 刘玉申
高云香 刘其鑫 刘成宝 王淑芝 刘玉福 田文梅 刘其顺
刘承发 刘福瑞 刘玉龙 张桂荣 刘其道 刘其鹏 张 柱
张洪棉 张 强 张思蕊 刘承禄 徐福温 刘庆功 岳桂娟
刘岳峰 刘艺涵 刘子门 李宗敏 刘庆胜 王忠清 胡振芬
刘庆发 端景新 刘 坤 刘承江 王芝梅 刘爱茹 刘泽瑞
刘庆会 胡振坤 刘承义 王崇双 刘媛媛 刘 港 刘龙清
马立英 刘昌赫 刘 瑞 王云会 刘承云 王洪俊 王健杰
王全乐 窦汝坤 王健炜 王云海 刘炳芹 王云生 刘呈港
王云利 韩宗英 王 旭 刘 娟 王明浩 王一诺 赵菊敏
张文英 王顺田 马秀娴 郭书敏 王明瑄 王云忠 张宝香
王顺亮 周 苗 王沥鳈 王 森 王云起 张西琴 刘国清
窦秀香 刘林浩 刘林昌 刘洪明 窦维兰 刘翔宇 刘呈银
刘呈林 张 梅 冯中海 熊亚英 冯志伟 苏 秣 杜 霞
刘丽丽 赵万运 刘成芬 庄 艳 刘承敏 杨淑文 刘家永

2.享有90%的分配份额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共计216人）:

陈 香 刘竟阳 刘琪坤 刘齐海 窦子淇 李光伟 王颢泽
王奎娟 陈 亮 陈 旭 方国凤 杨晨曦 张锡泽 刘琪中
刘国成 邢彦丽 刘金榜 刘 鹏 张秀凤 刘小溪 刘林硕
刘承环 刘泽良 宋婷婷 刘奕彤 刘桐岐 冯志岗 冯梓露
陈 燕 冯子烔 刘承瑞 李淑兰 刘泽涵 刘静仪 刘芷郁
刘国祥 刘津源 刘其犇 王 赞 刘滨语 刘呈磊 刘苹萱
刘 超 付金莉 刘梦茹 边授围 边馨怡 李秀梅 边圆方
张洪仁 张宝涛 张 亮 张茹晟 刘立建 刘欣怡 刘欣瑶

刘志伟 薛从娟 刘亚宁 孟凡林 王奕涵 王悦心 王顺祥
佟永岐 刘智英 刘泽云 李汝琪 韩春波 刘 森 李雪娇
房恩娟 刘婧雯 丁 然 刘泓颉 刘泽新 张锡艳 刘冠吾
刘海城 王云江 赵洪梅 王 棣 王桎屹 刘成芳 刘品娇
边俊宾 冯玉英 边泓溥 张凤奎 刘 彬 窦忠秀 刘鑫怡
刘林茂 窦如娟 刘博晨 刘硕晨 庞其会 张忠海 刘婧萱
吴英平 刘子涵 刘承强 窦佩萍 刘 莹 王长莲 刘泽生
刘泽胜 王云东 刘泽海 陈 丽 刘坤钰 郭庆华 刘克平

刘 薇 刘 赟 刘勃均 吕虹仪 刘 钊 左永梅 刘溪媛
刘玉磊 刘泽莹 刘沐晨 白欣欣 刘 健 郭 蓓 王晓兴
丁 洁 张 爽 刘 磊 刘 军 张海波 赵英辰 刘映彤
刘 贺 袁 野 牛丽娟 刘其昕 刘泽全 赵庆节 刘广金
佟沂委 刘永杰 刘佳燚 赵 颖 刘泽芮 夏慈彬 窦克艳
夏怡宁 王佳琦 刘 琪 杨效智 刘金忠 王 蕊 刘胜明
刘书源 张 云 刘津汝 袁守江 袁 梦 张 健 刘其彬
刘春奕 刘春慧 刘其旺 姚俊媛 刘春杰 刘玉亭 刘一辰

王炳玺 边泓林 张国立 张 媛 刘彩霞 张昱涵 边俊凯
窦如培 边钺棋 边雯晢 刘 骏 刘益宏 刘泽伟 刘林军
李彩云 刘鑫杰 刘泽垚 藏博丽 刘泽元 刘左一 窦素兰
刘玉成 郭中庆 赵晏平 刘力萁 刘秀艳 王智伟 孟祥国
孟令帅 刘馨文 张 玲 王艺霏 王礼宾 刘振英 刘庆敏
张艳艳 马正宇 刘 月 边俊鹏 刘梦璐 夏慈军 张 彬
夏唯皓 刘泽建 吴建秋 刘杰瑞 李 娜 刘玉璋

上述公示人员详细情况，可咨询大苏庄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联系人：张凤营 电话：13920047399 冯志强 电话：13821068866
大苏庄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

（村党支部、村委会代章）
2018年5月25日

3.享有80%的分配份额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共计120人）:

刘美玲 刘 婷 程林萍 张 迪 刘 茹 李 杰 刘 娜
王丽华 刘 杰 夏红风 刘琪琪 刘 蕾 刘书颜 刘呈红
任玉静 刘汝华 刘甜甜 刘 婷 刘文文 刘红梅 刘林兰
刘冰艳 刘 娟 赵 艳 刘承梅 刘承艳 王顺兰 刘 月
王 荣 刘玉丽 刘 阳 刘 艳 国恩艳 王 霞 刘 蕾

杨玉芬 刘梅丽 刘珊珊 王利杰 王 宁 王义霞 刘丽丽
王义香 刘 红 郑玉香 刘泽英 刘泽新 刘爱芹 杨 杰
王 欢 刘 莲 窦树英 许恩云 刘 翠 冯 娟 刘呈月
刘其静 刘宝坤 刘菲菲 刘成岭 刘 玲 刘泽华 张西梅
刘 俊 吴姗姗 张西芬 张凤云 刘瑞霞 刘 娟 刘丽丽

刘桓玮 刘 俊 冯诗淇 代淑丽 刘凤丽 杨 莉 刘金凤
刘亚男 边亚男 刘 英 刘玉红 刘其萍 王其英 刘婷婷
刘玉艳 刘泽岭 董秀云 刘泽荣 刘林林 刘 华 刘玉花
刘 静 张香荣 李素芹 房开明 刘 慧 李云岺 程永芬
刘泽华 刘月琴 郭淑芳 刘恩玲 刘 辉 于洪臻 窦克如

刘春艳 高伟侠 刘 清 刘泽敬 李春江 刘秀英 程 娟
刘 茹 刘孟荣 孟 娟 冯志玲 佟倩倩 孙书香 刘牧原
刘 菲

4.享有70%的分配份额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共计19人）:

孙琳珊 王智远 刘洪君 王崇旭 刘茜妮 刘颜畅 刘峻齐 赵子秋 刘春谱 边泳丹 刘小渝 刘小清 刘承辉 刘玲菲 孟祥熙 周美晴 周枫翔 刘泽涛 刘姝含

5.享有50%的分配份额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共计38人）:

卫保儒 张姝雅 张 静 刘佟爱 刘胥涵 关丽艳 张容瑜
董 洁 王梦萱 左林艳 杜颜羽 刘雅雯 杨艺函 王 凯

蒋雨彤 刘金玉 周宏宇 赵淑琴 李文芬 张立丽 孙国兰
王凤影 赵小娥 张其霞 徐玉芬 刘志婷 陈少红 崔琳茜

丛培爽 程 荣 王子杰 胡雅欣 刘 磊 国欣然 刘弘钰
董依菲 端华英 杨茹淼

20公告 校对：张仲 制作：高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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