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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庄镇东抛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结果公告
自2017年8月17日我村开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以来，根据《东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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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修正并报经小王庄镇

（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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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人。现将东抛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确认结果公告如下:

许绍山 许振明 刘桂兰 吴汶璘 高铭悦 周凤彬 张会敏
刘绍琴 韩文军 杨连仲 高铭浩 周瑞峰 许振达 许胜杰
张家芹 罗玉莲 孙宝全 胡庆芬 许 佳 许振庚 韩珺旭
杨长来 刘玉珍 周丽生 许恩立 李树金 韩欣彤 甘长兰
孙宏海 周胜生 田寿平 许永广 王献云 杨蕙宇 高 杰
高庆和 许 磊 许 霞 刘永岺 杨舒然 孙 瑜 李相廷
窦崇森 许新山 王凤喜 王梦云 孙爱程 高润蒙 王海义
张凤英 刘绍凤 李志平 孙宏波 韩 丽 张庆云 许恩华
王朋云 王凤珍 李红彦 高金怡 王维增 高贤珍 甘长芳
王凤焰 孙 奇 高梦妤 王维利 许有山 王凤进 鲁金岺
徐金英 高润田 王德玺 李维珲 王俪洁 王姝铭 孙国喜
程玉兰 刘秀霞 许振昊 王景云 罗玉兰 孙宝玉 许恩林
王全义 许雯萱 李俊香 王凤起 徐学霞 武问香 刘绍会
李凤香 王凤栋 张俊凤 孙国强 许玉山 王维铎 许国立
王鑫萍 王 琳 刘志贤 刘福喜 王维成 张 艳 王书云
郑国辉 孙国涵 王学荣 王德发 许振斌 王振绿 王静妍
孙国荣 刘凤双 赵恩兰 许国山 王林云 王玉彬 孔岳欣
刘福星 王 琪 张华娟 张云凤 王凤来 孙金溪 董秀云
王华义 许振健 王凤标 陈文俊 孙金晟 刘 琳 王德财
许恩绪 胡泽爱 王 震 许树山 许恩来 信连荣 王炳均
王 超 王晟羽 孙玉珍 张淑梅 王雅平 许瑞山 王 婧
吴长岭 许振红 许 钰 王文政 许禄山 王紫凝 史永文
许恩才 许龙山 王淑荣 许茗鑫 王桐云 吴英富 赵玉荣
许汐遥 王坤云 许茗博 马淑文 刘翠英 李宝华 许恩义
刘克梅 许恩革 王鑫华 王 祥 张汝金 陈立霞 王风玲
高用珍 王凤森 孟庆俊 李秀峰 许航山 王祥云 许 杰
闫云艳 王爱宁 刘虹岺 许婷萱 高庆芬 许 婧 王浩楠
王 余 高振鹏 侯树梅 王凤鸣 许文山 王忠云 马秀云
张炳华 许恩全 王娟娟 尹群凤 李加阁 王 俊 高润正
王筆芬 刘庆岺 许振敏 王 津 王 淼 高庆德 许 爽
王维震 庞庆兰 张凤艳 杨茂俊 刘树兰 许嵩山 王月龙
崔秀兰 王彗蓉 韩宥圣 高润铎 许晨曦 刘长娥 王德友
王彗琪 高庆安 高擎擎 张 杰 王维章 张 兴 王凤振
李加恩 高振强 许振洋 段亚娟 王振义 只炳荣 高润松
张华文 许恩刚 王梓棋 王俊芬 许振国 高 菲 高庆元
李殿琴 王士铭 王维凯 李秀秀 吴长玉 张凤霞 许林山

王月革 王维漩 许 庆 李树英 高 博 许青山 王德琴
王德利 王淑兰 吴英利 李洪平 赵秀香 王维军 李加兰
王春云 吴英东 高 宇 许振平 王 琳 王称义 刘海英
吴 涵 高 佳 许振东 王世杭 韩贵荣 王凤智 高庆太
高瑞汐 王向荣 闫 月 韩文龙 王文桥 闫寿兰 李晓娟
许冬焰 周云娥 陈世秀 周仲贞 高润清 纪根凤 许 松
王文清 韩俊儒 王文贵 高俊平 刘淑英 刘子德 李相恩
高庆丰 李相荣 高庆伟 高 静 张维荣 王广云 张会平
王晟云 王士芝 温宪娥 刘春桂 袁令霞 高润才 王凤泽
高润帅 赵松梅 刘春祥 王 茜 高睿晨 王文龙 高庆阁
高庆杰 刘 威 王凤武 刘露露 张桂香 潘国敏 程耀梅
马凤英 刘 丽 高庆有 王志伟 高 尚 高润鹏 闫淑华
王韵涵 周瑞秀 王栋云 高振辉 高庆深 王遵义 王韵宁
高庆安 田秀园 高润泽 元少金 王维亨 王文举 高润生
王骊迤 高庆亮 高 莹 汪新波 王文山 李传香 王骊钧
祝照焕 高润良 王文明 刘宝芬 高 骏 王汝荣 高 涌
李 玲 王岺云 刘树萍 高 杰 韩文明 李汝芬 高圣雯
郭瑞梅 张忠信 高润来 韩贵智 高润全 高庆田 王凤林
曲兆杰 陈金平 邵泽兰 吕树芬 张凤珍 王凤璐 张曦文
高婷婷 韩文杰 高 强 高润来 王玉田 张洪福 高 磊
韩贵信 高 玥 高 畅 刘洪祥 张秀芬 高庆顺 徐德翠
高庆福 高润兵 王桂义 张加森 张汝俊 韩文娟 胡庆汝
范长金 王桂爱 张莹萱 高润琪 王 丹 高润举 高庆禄
王仁添 张 舜 高润东 韩文波 王贞绪 徐德秀 王金云
张 涵 高庆玉 徐学兰 高金峰 高红卫 陈长凤 张 凯
李凤桥 吴长起 高靖惠 高庆祥 王凤友 王 帅 高 坡
许振成 高庆山 袁守芬 李宝金 张洪举 霍娜娜 许展铭
王学荣 高润起 王以凯 张加兴 高荣意 牛惠焕 高庆彪
高润春 张玉芳 刘正艳 高庆印 许中山 张振芬 高庆祯
王月山 张立尚 陈锡兰 许岳山 高润凯 刘玉革 杨芝海
张立明 高 静 刘松英 高 爽 高润秋 王小娣 李加双
高 欢 许振胜 高庆国 高庆祝 杨依凡 张崇禄 高庆喜
许雅祺 刘守平 徐桂丽 杨树霖 张岚铭 吴忠荣 张 兰
高润成 高红梅 高庆江 张岚子琳 高润超 许景山 信婷婷
高韵滢 高润志 韩文立 高颖瑛 刘名英 高金革 崔锡茹
高庆银 刘秀英 高庆臣 许振强 孙泉凤 高庆运 尚秀云

韩俊庆 惲绍秀 许铭芮 徐欣欣 高振水 高润新 于会兰
高润艳 耿金兰 高广杰 刘殿英 窦桐俊 韩文革 高润藏
许捷山 甘长桂 高庆贺 高 伟 李树红 张加山 吴英贵
高金华 高庆树 高金乐 韩珺竹 郭瑞芹 李培凤 许金兰
朱华兰 高庆桐 韩俊超 张 新 吴杰林 高广磊 李相全
刘金凤 韩文胜 王金玉 吴英华 高 珺 孙桐香 高润丽
陈秀香 张峻铜 左凤秀 高润山 李宝红 高润敬 韩俊林
张宝予 吴杰培 王泽英 高 瑞 蒋玉红 韩俊杰 张加峰
许合山 高金然 高振普 高 晖 韩松辰 甘长双 吴长兰
高金绪 高庆胜 高慧雯 王月圆 张立成 许振格 武德银
高庆月 高庆兴 韩文权 张立洋 孟广梅 孙武云 敖凤芝
王汝杰 李淑珍 张洪斌 许 洋 高润宝 高润菻 高润圣
韩珺羽 徐俊兰 周凤云 张国辉 高 超 刘木平 韩贵生
张洪德 许振龙 高 畅 李相发 李维海 李印芹 李宝英
韩文凤 高煦寒 张秀岺 李维然 韩文艺 张春丰 许栋善
高润海 李岐明 马 艳 王建芬 陈玉华 许 艳 周秀梅
李维亮 李 悦 韩俊华 张崇敏 许恩德 陈立豪 王韦娜
李善聪 韩俊祥 张崇会 赵芝敏 陈立冉 李雨珂 李相茂
韩文举 赵学智 许颖山 王桂珍 李佳昕 商其芝 李传英
张 涛 许恩强 高润喜 刘永芬 李维铎 韩俊明 刘子章
李丽丽 王如新 张加岺 申文彩 刘 娜 李爱新 许洪溧
高梦君 高文秀 李申志宣 韩婧溪 贾其平 刘凤荣 高煦昊
张 帅 李振香 韩林宏 刘振国 夏广精 高振清 张立君
靳国环 韩文鹏 吴金荣 王俊峰 甘长香 刘木娥 宋桐桂
张绍娥 刘 玲 王 深 高庆桥 刘子戌 宋桐林 韩昊霖
刘志博 王义平 高庆刚 秦福兰 宋振和 韩 雪 刘振刚
邢玉兰 刘均凤 刘春龙 刘秀荣 刘元清 张加香 吴英明
高润星 郭金荣 宋桐义 关凤珠 刘志岐 商其盈 徐桂梅
刘泓利 宋振华 刘振革 刘 莹 吴杰松 高田田 刘泓辰
刘坤岺 代元娥 刘振强 吴杰清 高靖博 宋振祥 宋 倩
刘志玉 窦桐环 吴虹霖 高振业 张焕兰 宋振田 刘志文
刘志昇 吴英杰 高庆林 宋桐茂 鲁俊香 刘增耀 刘振彪
张国俊 郑家平 宋桐森 宋 佳 刘子江 梁德花 吴 鹏
高 杨 宋振山 宋振普 马洪娥 刘 良 吴 岳 张凤兰
王梦云 鲁子贤 刘春袖 张绍凤 吴英新 高荣涛 宋桐芳
宋振东 刘春岺 刘振桥 秦凤华 高荣泽 宋桐全 甘长苹

于智香 郭小荣 吴杰亮 吴长文 许 未 宋桐军 刘欣瑜
刘 宁 吴杰晶 甘长凤 宋昱燃 王以明 刘可馨 刘志联
吴风岗 吴英静 宋嘉庆 郭俊荣 张焕荣 韩文友 李善香
高庆龙 王德全 王月岭 刘春霞 刘金荣 许俊山 孙淑芹
门会平 王文信 刘子环 韩贵岺 王俊梅 高润健 王双义
王成云 刘三香 韩俊安 许振伟 陈建霞 王盈义 刘恩菊
刘春港 韩织霞 吴长禧 高溧敏 王德桥 王 浩 康 雪
刘炳琪 刘芹凤 高祥竣 王德红 王心凌 刘增鸿 韩文德
吴英梅 高庆恒 王庆义 王龙云 李芝荣 刘夫英 吴英栋
陈秀桂 韩文才 董明英 刘春华 韩俊章 郑晓玮 高润利
宋振森 王浩权 王树芬 韩欣汝 吴佳霖 高振举 韩俊升
王 鑫 刘增权 韩林洪 吴长瑞 高庆喜 韩文发 王以亮
刘以霞 孙莉莉 刘庆香 夏慈英 韩俊泉 甘景芬 刘春杰
韩林君 吴英海 高 迪 韩明洋 王 旭 周学香 韩文广
吴长兴 高莉云 王步云 王 静 刘增福 郑俊梅 李玉芬
高庆志 张桂芬 孙宝明 刘增强 韩珺印 吴英健 罗松珍
王凤阳 王 维 刘春东 韩文田 吴英琴 高放 许恩友
高润通 王振香 李维荣 吴长清 高浩轩 许恩记 张桂英
刘以敏 韩文刚 商秀芬 高庆其 李树华 高金鸿 刘增胜
高以梅 吴英霞 李俊秀 许珍山 高 倩 刘以会 韩 伟
吴炆洪 高铭婕 许海山 许建山 刘子林 王晓晴 吴凤亭
高洺荟 许恩清 许振刚 甘吉安 韩文桥 徐宗风 吴长元
许维山 韩 如 刘春雨 韩奥翔 吴长贵 赵桂凤 刘志兰
许 磊 谢学莲 高相荣 刘淑金 吴炳洁 许振鹏 许 郡
刘 玉 程秀艳 吴英臣 吴英江 周春生 王海云 刘已豪
刘子胜 吴长金 罗荣荣 张洪芬 吴英全 季洪顺 韩文标
刘树凤 吴沅洪 周凤岭 王宝云 许金山 刘国云 吴 双
吴佳洪 陈 俊 孙维香 闫淑平 韩俊梅 吴京原 高庆忠
周泰江 王 娜 许振凤 韩俊志 吴长祥 刘润英 周泰彤
王凤晨 许振兴 韩文亮 高润芝 高熙鸿 周维生 吴英强
李秀珍 夏慈梅 吴 娟 高 亮 郝宝琴 宋士霞 许维善
韩忠江 吴英伟 张自然 周凤通 吴杰成 许潇苒 韩欣烘
张春梅 高润朕 周朋生 郭润梅 董代莉 韩贵啟 吴汶芙
张华琴 董会霞 吴瑞涵 高润兰 刘天歌 王明云

上述公示人员详细情况，可咨询东抛庄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联系人：王文龙 电话：13662003499 东抛庄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
（村党总支、村委会代章）

2018年4月18日

1.享有100%的分配份额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共计993人）:

2.享有50%的分配份额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共计143人）:

韩 凤 刘炳艳 高 波 孙玉芳 宋佳轩 谭梅芳 许芸溪
王俪燃 金孝莉 李昀澤 宋欣凌 陈允珺 许芸玮 冯金燕
高楷涵 刘晓艳 刘子杨 王维皓 王悦慈 王思涵 高 涛
高亦心 韩知秋 王馨婕 刘秀洁 王思雅 王 莹 高润霖
王红莉 王馨雨 王俊凯 刘炳香 高瑀婧 李相兰 王希媛
施梓琪 刘明睿 韩昌洪 高 兴 高 峰 王予晗 王傲雪

刘姜伊 韩明轩 赵晶晶 高金志 王 婧 柯小梅 李晨曦
王 曼 高润龙 高雪婷 许浩轩 吴林桓 许致远 韩竣丞
岳华亭 高瑞辰 高相芝 吴林珊 许静远 许振德 高金梁
高瑞佟 许 浩 刘洪汝 周丽丽 许 彤 高健棋 刘炳翠
许议心 杨茂发 王一帆 崔树兰 高健修 高浠铭 韩焕英
韩长焕 王 红 许泉山 周美玲 王同华 许凌山 杨勇贵

王维嘉 李宝香 王以琴 高铃钧 方 娟 王东义 陈云鑫
王艳苏 高 鑫 李晓晨 周子尧 刘培鋆 韩松龄 吴昭阳
高金淼 高健祖 周玥含 王维强 王 艳 窦忠敏 高欣然
高庆严 张家瑞 程志瑛 高金泽 高永鑫 高欣颖 索 彤
李相鑫 罗玉秀 高琳涵 高静仪 尚 媛 田凤洪 高崇轩
王宝义 张 平 邹丽艳 孙靖轩 田 华 宋炳辰 孙宝义

高媛贤高媛贤 高永钊高永钊 孙一宁孙一宁 高高 展展 朱娜娜朱娜娜 许华山许华山 张晁瑞张晁瑞
高艺航高艺航 武沛錚武沛錚 吴悠诺吴悠诺 宋欣宸宋欣宸 许亦宸许亦宸 王皓民王皓民 吕树英吕树英
麻文博麻文博 张立鹏张立鹏 宋佳兴宋佳兴

小王庄镇李官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结果公告
自2017年8月17日我村开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以来，根据《李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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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修正并报经小王庄镇

（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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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人。现将李官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确认结果公告如下:

刘志荣 李鸿灼 王淑霞 韩金生 信国芬 李德杰 李相艳
李 萍 王 涛 李相纪 王洪伟 李维涛 李 健 李维柱
王亚琦 刘汝梅 刘玉西 李治宸 李维利 徐振环 王育新
李泓怡 刘瑞凤 王德忠 甘长琴 李 孟 高庆琴 李相友
宋文明 李岐会 李善文 李维金 王德敏 刘志俊 赵树兰
徐桂荣 李相坤 徐学金 王德强 李相池 宋桐皓 李维海
周会琴 李善祥 宋秀芬 陈秀凤 宋 均 代桂荣 李维信
左 妍 王奥义 李相贵 宋文华 恽洪林 刘金香 李姝洁
王 静 张秀荣 宋桐镇 王秀兰 李 苹 王德江 刘玉城
李相来 宋 杰 恽绍松 李善通 吴英华 李秀芬 王桂芬
刘玉水 李维杰 田玉美 王素艺 刘 洋 李维贤 张秀玉
恽树博 李培晨 王德顺 刘绍凤 李韦佳 刘玉坤 恽绍雅
李相玉 刘洪珍 刘凯诺 李维刚 刘云明 王升义 刘万秀
王 丽 刘永岐 李治良 刘泉制 刘志杰 刘云秀 李维祯
王金党 李治颖 王胜丹 王 杨 李维华 刘基敏 刘玉林
李相军 刘诗悦 付秀兰 郑康岺 李 旺 温淑云 刘树芬
刘泉昊 王升云 李善旭 李维达 刘绍建 李 辉 李彩玲
刘淑文 李 英 李桂功 周红娥 李宛津 刘家圻 王淼琳
李思萱 李 斌 刘玉亭 李昱萱 刘玉新 王升利 李维昇
李 宁 刘秀林 潘淑芬 许昌平 徐会利 赵树会 李泰辉
刘绍智 刘淑玲 刘 贺 王 英 李善林 李泰妹 刘玉发
李 艳 刘恩玮 王洪强 李娜娜 王德岩 徐桂香 刘少泉
刘永奎 王升阁 李维合 赵树敏 李 杨 李金芹 恽洪兴
王建平 杨凤桂 王 振 刘书珲 刘 雪 李兰英 王洪鑫
李维全 王维皓 刘玉军 刘佳怡 刘玉凯 李茹慧 刘国蜜
王维轩 刘俊麟 刘玉桥 张树银 李吉亮 李善伟 王德润
刘庆秀 刘少彬 刘 桐 王金敏 吕 静 王春霞 刘 芯
李吉明 刘玉伍 李 菲 李志敬 王浩义 恽绍明 徐廷琴
郭永平 李 姗 孙致香 刘宝贵 谢学珍 李奕贤 刘静静
刘玉赞 李鹤民 陶淑琴 恽树娟 李慧贤 李维强 刘瑞枝
徐景华 刘海霞 恽 静 宋宝玉 徐世英 刘绍森 李国卿

刘玉喜 苏玉琴 宫秀珍 李 军 刘梓涵 恽洪玉 王崇会
李相智 王德海 王 娟 程付东 德广和 刘玉朋 聶素芬
胡俊芬 李青青 王德水 李玉枝 刘清秀 李印白 王雯雯
李相俊 张金荣 李洪秀 刘绍旭 邵 静 王升平 恽绍荣
王玲议 岳凤兰 刘绍丞 刘澎滔 窦玉俊 甘长荣 王 迪
李建民 王德庆 李维春 王升杰 恽树奇 李志铎 刘维荣
李鎔成 刘玉环 刘秀云 恽树婷 李维顺 李 婷 李治垒
李婧瑜 王洪超 王育桂 程汝荣 李相忠 陈文越 李治铭
刘泽霞 王德录 李治怡 崔艳梅 刘绍军 李国臣 王 琳
门惠伸 李 钧 李维明 王从梅 张立哲 王家岐 王冬义
王海蛟 李相凯 刘冠秀 李尚鸿 张广秀 李相伟 马汝秀
高银贤 刘 伟 恽绍朋 宋文起 李昕怡 王柔雅 李维杰
张桂香 王 蕾 刘长焕 宋宝善 王虹博 王会珍 刘培琰
恽紫灵 宋桐芸 邓新新 陈文利 李相发 刘骅辰 恽景雯
刘秀文 马秀者 刘思芹 刘承香 王茂义 王春喜 王洪彪
邓思彤 陈韵霞 李红彦 齐淑丽 王兰方 张立华 邓堡文
陈新雨 李雅琳 袁 伸 王馨彤 王兰浩 刘振强 李维泉
师义连 王炜婷 李善鑫 王昇前 吕志红 陈春艳 赵宝秀
刘 强 徐浩玮 李维胜 刘春良 李善堃 程如兰 张国艳
李佳依 陈桂森 刘春吾 李沛璇 李相双 刘鹏程 李沐阳
李维国 刘玉和 李 超 李相振 刘鹏博 李国震 李 艳
李维光 王 菲 彭忠芬 梁德慧 信婷婷 李析林 黄 荣
李易沛 李维星 王洪涛 李尚佳 李泽瑞 李治锜 秦宝凤
刘庆荣 刘玉臻 李善鹏 李相成 李维明 陈文臣 李善军
许轩瑞 戢淑丽 张士芹 许丽丽 解翠红 李培豫 王 娟
师文祥 李维祥 李晨曦 陈欣怡 王景绪 李子萱 袁世荣
尤瑞芬 李治豪 刘绍隆 李歧才 刘淑萍 师圳煜 李维义
李析朋 刘静静 武凤英 李维赞 师圳淏 杨丽梅 张俊敬
刘鹏举 刘素香 郝桂俊 师浩茗 李善德 李奎枝 刘鹏松
李相海 李 云 师文杰 宋 捷 李东杰 李维康 肖树平
刘香琴 杨 祎 李秋凝 李国杰 窦永迪 李相昇 王 萍

师 喆 李晨瑄 马建丽 李睿滢 王广芸 刘玉枢 师 涵
李歧全 李尚萱 刘 港 李 耕 高淑英 李维臣 高润娥
李尚恩 李成民 李维周 胡金秀 徐贵芝 李金鹏 刘桂荣
罗松兰 刘炳珍 刘少振 张玉梅 吴丽平 王建斌 李国凤
李岳玫 李维长 王 艳 李相姿 李欣欣 恽绍强 李相桥
邓金朋 王洪旭 李虹儒 代金艳 李 军 刘月桂 张宝凤
邓金杰 李歧国 李奎錡 恽子怡 李维振 邓海成 吴宝润
王芝秀 李明峻 恽奉毅 李维红 邓晨曦 邓钒琳 李园园
刘海军 李维民 李相禹 郝玉芬 邓慧玉 李维新 刘星雨
刘一敏 张西凤 李相峰 王升新 李国凤 刘玉江 李 云
李相月 孙凤荣 王洪雅 商锡焕 恽绍英 李沛栅 李树梅
李伟卉 王升纲 李治宇 刘 磊 宋文水 李维朋 李维军
刘树香 王以梅 刘玉海 孙玉玲 温秀俊 邢 月 王洪囤
李善宝 戴凤云 宋桐林 李京虹 王 莹 李相磊 张雨飞
刘金坡 李金笑 李昊虹 李昊栅 林菊芬 李培源 刘振君
李 颖 李相良 李镕杉 李维喜 李相滨 杨艳华 李冬郁
王秀臣 李析泽 李维松 李井芬 刘春栋 李欣瑶 李秉昌
李维强 张振军 李为村 王洪臣 李玉林 于 静 刘维英
陈久香 李维瑞 韩广云 赵玉芝 李相龙 李雨杭 张青芳
刘月香 王琳然 李志杰 秦秀双 李东键 张清瑞 李相旺
王澜博 李志金 李型金 李相君 李相健 李春欣 刘少新
李洪彬 李 茜 毕翠霞 赵玉坤 李志平 甘景芬 李志信
李相录 李国城 李维豪 王长义 刘鹏震 刘井英 刘玉平
王 琪 李维嘉 何英田 刘鹏均 王锦义 李维娟 王 萌
恽少军 李志清 李相广 高 红 范金敏 李维森 刘克芬
李春林 吴玉兰 王冠霖 李相运 杨会云 恽 涛 李乃忠
周宝国 王婉徽 刘炳英 李京东 刘 岚 刘玉良 徐廷秀
薛红蕊 李相维 李相申 邓国彬 高崇英 恽绍水 王 晴
虎 瑞 陈玉香 邓树清 李维平 刘芝云 王升全 李文文
李维盛 祝兆英 刘少海 恽树玲 李维杰 李思瑶 李善劼
邓津港 许绍环 恽炳轶 李相彪 李善普 李善桐 邓树臻

刘鹏春 恽绍全 李桂香 邓金营 李志建 胡俊平 刘佳青
罗兆芬 李维鑫 程俊华 刘文平 邓雨枝 李维全 恽树立
王凤英 邓雪钰 李 强 邓树云 王春梅 李相松 邓树坤
李维斌 王秀英 徐复绘 李治朋 杨 新 张忠臣 刘占香
陈其林 邓树田 李炎轩 李维芳 邓金彪 李佳虹 孙金贤
徐复枝 李炳荣 许溶峻 邓树文 李维良 李相义 邓 泊
王欣义 许松旺 陈克瑞 李洪云 韩凤华 邓 君 王德胜
许金海 邓树全 李治辉 李 松 李志展 李永芝 郑金梅
吴长军 李治程 李相展 高 潮 孙富俊 许松瀚 邓金萍
李维庆 刘春英 李国庆 王金马 许 芃 邓金辉 许绍霞
李相岗 陈其荣 赵炳荣 刘殿胜 邓树峰 李佳南 门会淑
王凤娟 王 凯 李相花 刘文英 李濠宇 李相云 陈义海
王 喆 刘振建 邓金超 李志军 崔宝珍 李维刚 王 迎
段文美 邓瑞汝 李美潼 李维月 刘凤娥 李志东 刘春江
刘彩慧 李维青 商其梅 李相洪 李维岗 刘昆佑 邓树歧
周平生 李析沅 王凤华 陈秀芹 张培利 刘培云 李善龙
李镕均 邓树华 李治帅 左庆敏 邓钧月 李 娜 李相伏
刘润苹 李治虹 张 洁 邓鑫雨 李岐荣 只长英 邓金艳
李菲菲 张 珊 邓树海 段传荣 朱江山 邓金礼 李明芬
张培树 刘维玉 李相新 王金树 王德明 王金龙 李树俊
邓金丽 刘松芬 陈培英 刘再芬 赵红秀 刘殿才 王洪利
李虹垚 王 军 王义诚 王 赫 周永生 李维生 李相华
王秀珍 刘亚琼 张植艳 刘振海 李岐新 李树英 王秀平
王紫晗 王君瑶 刘殿友 秦 燕 李维昌 李相龙 许耕瑞
李志民 孙永英 李祥民 闫 婷 刘承爱 李玉奎 李顺梅
陈文革 高义梅 李灏宇 李维婷 许金才 李 洋 刘玉明
李国溪 李相涛 李欣珂 罗松凤 王升忠 刘海艳 李 朝
刘照阁 刘焕金 许晓宇 杨淑香 刘少双 李鸿吾 李春彦
王凤敏 许金城 王洪宇 刘少旭 李相林 李春雪 刘堋余
刘照臣 王湘钧 刘美玲 刘文珍 许金树 许烔广 李印芬
刘玉峰 王升彦 张如梅 刘云英

上述公示人员详细情况，可咨询李官庄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联系人：李维义 电话：13602039254 李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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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

1.享有100%的分配份额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共计865人）:

2.享有50%的分配份额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共计102人）:

周仲珍 李沂栅 李佳泽 徐秀荣 李欣怡 孙丽娜 李汝霞
李佳峻 于晓晨 尚用梅 李静怡 邓淏阳 刘冠辰 德 轶
刘怡萱 李治名 李维岭 郑一楠 赵建军 德峻源 史成芬
李治德 李 梅 蒋梅馨 刘玉瑞 德峻坙 周琳舒 李懿嬴

李宛励 李 文 邢雅卓 李维标 周奕佟 尚 莎 王钰然
刘 娟 刘梓洋 李俊节 刘思余 张永哲 程俊苓 黄汝霞
于佳民 李析雨 潘国森 李虹垚 李 程 李奕晨 刘敬尧
李阳阳 王长征 李虹垣 颜克勤 李维亮 刘兴丹 于桂香

王明璇 于海燕 李志国 李雨辰 高宏丽 王升强 李培水
李泉均 李嘉雯 王顺义 刘津妍 王富港 韩 杰 潘瑞瑞
许松涛 王琪琦 刘津彤 王蜂瑞 陈金梓 张 婷 许俊玮
王 茜 颜若溪 商泽娟 李雅楠 李恩睿 许耀丹 张 琳

颜欣怡颜欣怡 李善举李善举 许颢曦许颢曦 秦秦 梅梅 肖建宇肖建宇 李佳忆李佳忆 王梦竹王梦竹
李佳洋李佳洋 邓卓伦邓卓伦 王彦力王彦力 刘桐秀刘桐秀 邓淼月邓淼月 邓金刚邓金刚 唐梓墨唐梓墨
邓媛元邓媛元 刘亚茹刘亚茹 李李 静静 程凤林程凤林

小王庄镇王房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结果公告
自2017 年8月17日我村开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以来，根据《王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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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修正并报经小王庄

镇（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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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人。现将王房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确认结果公告如下:

王广立 程绍珍 王 林 王可欣 祝传海 张云峰 祝焕坤
祝远贵 柳树华 王佩华 王景苹 李俊武 王淑艳 李 衡
李静薇 李俊良 朱美山 李静涵 李 蒙 张贤松 李福燕
张乃康 张博涵 颜炳俊 朱运秀 张庆华 李尚菊 张 明
李金国 王秀平 李 鑫 李 爱 任 杰 程淑芳 任洪墨
任洪志 任如新 郭宝枝 李茂伟 李 漫 李安迪 李盛伦
李庆功 任如桂 刘凤君 颜炳起 韩英凤 颜 强 丁宏章
孙国凤 丁如升 李西功 张洪娥 祝传河 马 红 祝清鑫
祝丹妮 汪世强 李 欣 汪 颖 汪长润 李敬功 许元华
李明浩 李明坤 任子林 周忠慧 任保旭 任玺婷 王梦琪
王桉杨 王在忠 王凤琴 王清蕊 张贤义 张俊奇 张爱迪
张维新 王瑞芹 李文阁 姜丽杰 李鸿健 李鸿伟 汪吉秀
汪楷庚 袁新然 任克明 潘玉芹 任忠霞 薛桂英 周 彤
李明涛 刘 静 李润海 李紫溪 李湘功 高永俊 李明雅
李俊海 张风华 李 月 李永铄 李永烨 周智玉 李金查
段西平 李 娟 李茂胜 张淑艳 李胜涛 张贤绪 李国英
张 田 张馨月 张家睿 王在红 郝连凤 王 振 王粒有
李和功 王金菊 李明亮 李明悦 张自朋 李润姿 任忠亮
汪海宽 任莹莹 任铁柱 张庆芬 李岗功 李洪凤 李明友
梁金枝 李润昌 李 凡 任克顺 曹吉芬 任忠军 寇亚楠
任浩然 李明利 郑晓蕾 李奇龙 李娅媗 李宝功 张永桂
李文强 李鸿鑫 刘春红 李依琳 任如成 马金凤 任伟伟
曹三元 曹其桐 李殿功 姚国华 任如琴 刘淑珍 张和喜
李伟功 窦连秀 李明洋 李明洲 刘凤梧 韩俊香 刘子胜
孙秀平 刘 洋 刘学源 张庆林 信连英 张 宁 李淑梅
李树宏 张 瑞 张 坤 颜培杰 王振兰 李明雷 王 继
李润怡 李润杰 李明义 赵小燕 李家佑 李梓珊 杨克利

周翠芬 杨清坤 颜炳福 只德芝 陈金伟 陈泽宇 陈泽瑞
陈德英 李俊革 李金凤 李 雪 李明强 窦守君 李润杰
李 响 周允明 刘凤荣 杨茂娥 张和贵 丁淑娥 张庆菊
任子奎 左凤敏 任志谋 李阳功 刘会玲 李明志 李明雪
李瑞香 李全功 张淑凤 李明泽 李 悦 刘焕平 张贤茂
李俊国 刘桐会 李金锁 程绍华 李 捷 李 梦 李金声
李玉珍 李茂文 李茂顺 李茂泉 颜炳忠 刘子艳 颜培林
颜菽苓 李瑞萍 颜炳春 梁云凤 颜雨凡 王华伟 潘 洁
王长福 王嘉琪 李生功 刘芝文 李勋功 杨玉发 李德琴
张贤春 马海燕 张乃栋 张明杰 王利君 孙嫒嫒 王梓栋
王梓珊 张庆龙 周丽华 张 轩 张 芮 刘凤和 胡春香
刘子润 任如彬 董庆菊 任 越 任卉箐 高淑贤 陈泽溢
陈怡君 李明元 李润鑫 李国功 张爱峰 汪吉军 孙文霞
汪士智 汪怡静 汪怡欣 张庆海 王世红 张晨晨 张 苓
王佩和 李如芬 王广志 颜炳绪 郭文霞 李振岗 薛中桂
李齐功 史克秀 周允秀 张炳兰 周 坤 李三功 王金英
李明清 李明雲 李 哲 祝远维 王凤芬 祝传顺 祝 鑫
张新雨 邢焕珍 李明革 邵元杰 李润涛 任如山 苟文秀
张维清 颜炳兰 颜炳兴 寇世英 董凤英 颜富力 何玉俊
杨克勤 王国生 杨清晨 杨清伟 王广海 李秀华 王 浩
张贤军 张宝英 张乃乐 张景舒 张恩荣 王立群 汪名善
韩玉萍 汪吉琴 李森功 陈长立 刘远珍 任克星 刘桂荣
任如香 刘秀云 李振升 任如华 李文华 丁金章 张俊英
丁 浩 丁 洪 李明杰 李 芳 李润洋 李明春 王凤元
李润雨 李盼盼 刘光英 任子杰 杨风梅 任 阳 任 旭
任红润 王士红 任孝苒 任德致 任金荣 李俊峰 吴桂芬
李佳妮 李佳美 任克发 王荣元 张维芹 王德花 张贤德

刘凤军 罗柳琼 刘 勇 刘 宽 李静元 付 郁 李欣瑶
李博辰 李金军 孙富英 李 鹏 李 艳 李盛翔 颜炳和
汪吉桂 韩世琴 刘秀英 李金宝 颜炳新 王秀娥 颜风茂
颜培山 韩世和 杨玉芬 李文广 刘玉霞 李佳怡 李欣怡
李瑞林 刘芝勤 李明海 李 帅 李润达 丁如祥 袁穗穗
丁夫茼 丁荣智 李群功 李善芬 李子常 李俊荣 李金虎
李茂盛 边华英 刘玉凤 李子洲 李如平 李文功 李玉兰
李明华 刘桂兰 李润泽 李 莹 李培功 何凤秀 田淑芬
李瑞云 刘月银 张和生 刘英臣 张晓冬 马丽娟 张雨萌
李俊明 许建琴 李静田 吕小新 李秋言 李泳霖 王在新
王曰芝 王立坡 王翠翠 于莫然 李霞功 刘德震 李金辉
周景会 李茂松 德如意 李盛轩 李盛瀚 李金龙 张俊花
李 静 李玲玲 李颖功 丁运章 佟永敏 周允华 李进功
李明起 王淑清 李捷功 任如平 杨玉起 李升功 李俊文
姜利芬 李 哲 李 涵 李振元 任如峰 李维阁 任子洋
朱华凤 李盛功 黄汝秀 李明江 韩兆英 李润坤 李依然
申月忠 张俊勤 李子新 刘海琴 李俊林 王洪岺 李 玉
李茂功 王金香 张 军 东益兰 张世东 张 莉 颜炳顺
付建军 颜培朝 祝传朋 刘连枝 祝晶晶 李战功 王胜萍
李明正 张庆森 李明芬 张 涵 李明旺 张庆英 李润鹏
李婧然 李子红 吴承凤 李树泽 刘树兰 李 娜 牟梓萱
陈长青 任芬兰 张秀廷 李凤娟 张立伟 李茂彬 王 英
李胜鑫 李新功 颜炳香 李明宇 汪吉春 王国平 汪雪雪
张三连 张松凤 张世心 张鑫语 丁淑贤 祝远福 只德芬
李江功 程英林 李明岩 李悦梅 李明轩 李树深 李扣功
李明河 刘维兰 李欣然 李润泽 张子明 孙元岺 李金钟
邵宗英 李茂强 许 晖 李明凯 刘 丽 李 微 李润斌

颜培均 李国秀 颜克笛 丁淑芹 王广军 王天兰 王 斌
王 昕 苏庆云 张贤明 陈金娟 张乃露 张 强 李俊祥
祝凤娟 李静宇 任子福 左桂英 任 璐 任 静 王华越
高用娇 李学功 张庆英 张子成 李士凤 李金春 段立莲
李培培 张宝岺 李志功 董生田 董权威 周桂洁 董佳鑫
李俊华 张淑英 李静浩 只升秀 李军功 苗庆梅 李明通
李婷婷 李振明 郑玉兰 李绪贞 李鸿正 李明俊 刘焕琴
李星辰 刘国云 李静帅 周伟伟 李永权 李永萱 张 伟
张 华 张世嘉 李太功 李明港 秦桂霞 王立生 王 彦
李浩杰 李华功 段春梅 李明生 李梦然 李树民 郭成霞
李明祥 程俊梅 李润龙 李明松 刘孟翠 李润博 李润涵
李成功 刘树香 李 峥 任宗宝 李文文 任德皓 刘子玉
刘溶月 刘凤义 韩树金 苟富海 窦恩秀 薛桂英 任克旗
陈宝艳 任忠民 祝欣玥 黄振英 李金和 王振荣 李茂双
董全才 董欣语 任 军 杨 华 任泽鹏 任泽杰 任军强
汤茂会 任红旭 任红菡 李 珍 李金星 李茂泰 苟文军
林 敬 张广艳 张恣豪 张贤玲 王博文 李明喜 李晓荣
李玲玲 李明建 商木兰 李润炎 李润林 王广强 王 楠
张国娟 韩元静 刘一麟 申庆鹤 荆玲玲 申晟轩 申思颖
任立立 张惠超 刘 英 姜艳丽 杨萌萌 杨秋月 林 宇
李 莉 刘 杨 刘梓汐 韩元林 韩咏希 刘立华 张 鑫
张贤胜 张佳怡 刘在新 周少红 刘沛庭 刘晋通 李明辉
李润熙 任如和 孙华香 任 超 任瀚雯 周忠伟 周智瑞
周智鑫 李明英 张嘉欣 徐世霞 周忠义 周子筌 周子恒
张燃燃 常凤英 任 梦 李明焕 李明钊 李明松 李润晴
李李 妍妍 张建霖张建霖 王茹艳王茹艳

上述公示人员详细情况，可咨询王房子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联系人：李学功 电话：13821175756 王房子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
（村党支部、村委会代章）

2018年3月30日

1.享有100%的分配份额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共计745人）:

2.享有50%的分配份额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共计20人）:

张 鑫 赵桂香 张秀安 张利宪 张 媛 朱庐山 李 婷 李立功 韩元军 韩荣辰 韩艾鑫 刘在琴 高树华 李昭欣 李俊霞 任 欢 任 乐 李金功 张 婕 张 楹

校对：王秀花 制作：王金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