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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庄镇北和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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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和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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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人。现将北和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确认结果公告如下:

满墨兰 王振华 赵玉荣 李善栋 李 涛 韩景然 李 影
王德焕 李国华 刘庆娥 李 震 韩景浩 刘连琴 王鑫焰
马连桂 李 建 刘 英 李维东 李霄煜 王德发 李治国
王媛媛 李一翔 李庆升 李明哲 程秀梅 李秋萍 李亦永
李一飞 刘庆珍 李维森 王兆瑜 李培忠 李庆连 李维山
李庆春 代士香 王 晨 李 民 刘庆荣 刘秀元 刘俊兰
李善水 李善奎 高淑敏 李维举 李善国 李庆红 李善民
甘增香 李善春 刘玉秀 李 堃 赵永密 齐秀枝 李培铭
刘体兰 李 智 李奕彤 李培发 李维喜 李耔栅 李培轩
李维海 李奕霖 郑康云 郑国英 李善广 闫广英 王秀领
王德平 李作基 李庆模 刘洪娟 李善江 李家华 刘树凤
李维奎 崔金珍 李金哲 韩文琴 李国亮 李善起 高丽丽
李国鹏 李维岭 李培珍 于淑英 房砚洁 李金桉 李相顺
宋恩兰 李国均 李 贺 李培浩 李金倡 韩淑会 李国镇
高荣玲 李善举 韩兆祥 李 强 李善青 甘长会 李治聪
闫瑞英 高仰燕 李思逸 李秀敏 李治欣 李欣玥 李 源
李康硕 张明花 李庆富 李治毅 李庆敏 李培睿 李培才
李思语 王秉桂 李宝俊 徐复杰 李维春 王秀平 李国章
李国珍 王德英 李维清 李维宝 李培亮 袁世英 韩兆瑞
韩兆义 王洪香 张 赢 张秀华 李治樊 王金娟 张秀荣
李治昆 李治皓 李作瑞 李佳宜 韩 杰 赵万隽 李思彤
李文文 李小茜 李维潭 韩 博 李国玉 李庆吉 李庆明
李培锋 张惠泉 李庆仕 郭瑞琴 刘洪琴 马玉英 李国海
李治朔 商西如 李庆儒 李培坤 李维崎 张秀银 李相池
李维英 赵春琴 程桂英 李庆轩 李善浩 程汝芬 李 雪
李淑英 李鸿杰 包萨仁其木格 韩 瑞 李庆丰 王月香
李庆印 李鸿晨 王丽娟 朱桐香 李 纲 暴玉霞 王翠平
韩 霞 郭庆玲 李炳樾 高玉芬 李津好 李宝云 李明骏
李善喆 李昭燚 李善华 李永好 刘秀元 李明泽 马恩华
李善星 刘炳哲 李庆才 李宝华 何俊娟 李国成 李 建
李培旺 刘会芬 李如芹 王 杰 甘长金 李培哲 李瑛辉
张文华 李卓群 程从梅 李治平 李培鸿 李瑛宸 李维付
刘函语 王智程 李治超 李善英 刘桂霞 于桂凤 陈宝长
陈 浩 李国东 慕建文 刘希凤 李 阔 佟永兰 李宝旗
于秀英 慕道昆 李维敏 李庆宝 陈宝胜 陈秀珉 李治蕴

慕曼骅 程金华 李树兰 张明岭 王金贵 秦 倩 李维恒
李 玮 李培彦 李相清 李相歧 李泰豫 王淑珍 陈宝来
郑万华 韩英琴 张中云 李泰铭 李维章 沈德芬 李作锋
李 冰 李国臣 陈宝发 徐金梅 陈久兰 李作杰 李 爽
周震生 高庆兰 李善杰 李善章 李恒源 李庆善 李治松
李维恩 刘锡俊 刘庆兰 杨春然 王清英 李雅帆 李善丰
李培鉴 李雙君 韩 超 李国珍 李善凯 高用玲 李 玥
孙金立 王文娟 冯 军 李庆山 李 蓉 李维东 曾凡平
韩兆华 王淑霞 孙富香 李善伟 彭清霞 孙 振 吴金霞
冯昊然 李善更 王子秀 李善功 李 帅 王长兰 冯昊旭
曹振霞 陈宝林 李奕萱 吕媛媛 李相春 李国友 李培傲
郭方玲 李相义 李随凝 张卉芬 赵宝艳 李维政 陈宝刚
吕树敏 李维彬 李国明 李 喆 刘玉萍 邸金华 李 杰
吕淑敏 唐国英 李治伟 朱润光 李相华 王福荣 冯井轩
李 旭 陈宝东 赵春秀 田增英 李坤泽 李之霞 李 琪
韩俊芹 朱桂维 李欣然 李培源 冯 强 王德岐 李庆马
朱鹏程 李欣瞳 李英豪 程蔚林 张有芬 张庆银 刘长兰
李维立 李善恒 冯浩迪 王兆利 李维水 李维臣 赵学静
李善树 冯子翱 李维桐 李善鹏 陈宝建 李国发 王俊珍
李维刚 王从珍 李 薇 王竹珍 刘金香 陈久伟 李善琳
李 超 李善坤 陈津仪 李 静 杨亚玲 唐秀芹 王 凤
陈九旺 陈万俊 李 明 陈 萱 王兆坤 李紫涵 刘占红
于淑兰 孙 佳 陈玺地 刘志琴 李紫诺 陈秀峰 陈宝起
李泰毅 李维顺 李庆杰 李维金 陈 璐 马淑娥 李维超
张云英 魏会岭 李艳庭 陈久镇 陈新茹 蒋菲菲 李 凯
李馨仪 孙金明 郭连玉 陈智宇 李善材 韩俊荣 李维浩
刘汝梅 陈玺宇 吕淑英 李美璇 李梓萱 李维望 孙冬鑫
陈微同 陈宝义 冯景增 李梓梦 高玉芬 孙 晟 陈宝连
杨金芬 陈印娥 韩 军 李蓉蓉 许秀山 田增娥 李培超
孙华忠 韩兆立 李治欣 李维连 马文芬 王 杰 刘书凤
田增兰 王德云 李庆章 王长海 李 源 孙金元 李维军
李宝桐 刘坤兰 陈芝芬 李雅冉 刘俊如 程汝芬 邓吉秀
李维革 王凤龙 李洪亮 孙梓赫 李治逸 李 娜 朱润旺
王 琳 李淑珍 孙若溪 李治宇 李善敏 尹中俊 王芝萱
李雅琳 孙华龙 李 栋 王 东 朱桂雷 王长岭 李欣蔓

胡庆红 宋桐梅 李庆仁 朱晟萱 郑淑娥 李治昂 朱桂州
李治锦 李如梅 李善才 王凤祥 郑月莲 梁 欣 李 雪
李善福 李振凤 李维龙 李国岐 朱丙宸 宋 菲 李善东
李善亭 王治秀 刘建英 朱昕怡 李善利 孙国珍 刘振平
李文娟 崔金兰 朱佳怡 郑守英 李欣芸 李 森 李维昌
朱润锋 王长敏 李 新 李善喜 王龙静 任淑美 朱鹏宇
窦华霞 李 婷 王炳焕 李英铭 李维臣 李相余 王凤余
李维林 李培贵 李英郡 李加凤 赵淑敏 王兆军 孙付芝
李春辉 李维恒 李 娟 孙泉蕊 张杏枝 李宝池 李培林
徐复霞 李善策 李治辰 王 松 刘秀清 张庆玉 李作伟
闫桂香 刘占金 杜益芹 李培睿 李维良 李维祥 李爱玲
李 政 李培镐 李 焕 李相增 程汝芸 李紫萱 高丹丹
李雨函 李 勇 顾振英 李维祯 李治东 李淳庆 李善通
王云霞 李维信 吴忠秀 李庆洲 李庆蔚 李培新 李治学
李国荣 王兆华 窦桂霞 李胜利 王桂菊 李 欣 李善铎
王礼锋 李维宗 窦佩岭 李作一 李善德 李萍萍 王兆瑞
窦秀珍 李培然 李婼涵 李庆强 陈宝恒 刘恩芬 李善良
李鑫萌 孙占红 李宝亮 于运芬 崔连英 李作朋 李维路
王兆岗 张中芬 陈贵新 李维森 李维华 白春梅 赵金兰
李庆旺 王天祥 田 帅 窦沛勤 李善晨 王礼华 李宝顺
秦凤娥 李治绪 李庆池 李 坤 李培康 陈西如 王 严
李庆亭 韩有荣 李善强 李英冉 朱冉冉 陈久海 于智秀
李培华 范玉玲 李维泉 李怡诺 马中云 李维博 刘子萍
李培源 刘凤霞 王 斌 陈虹旭 李庆田 李相发 李思羽
李易城 李庆政 李维唐 徐林香 李维义 李维成 李 云
李庆贵 王中京 李庆东 赵永芹 窦书华 李善玉 李 粱
李汪洪 夏广英 方继娥 李荣荣 李艳荣 姚玉娟 李善慧
李维钊 张振凤 李国岭 李善洪 李 萍 王 巍 李素素
李庆跃 程春艳 刘润兰 李治彤 刘润秀 李庆功 高庆香
李梦涵 周西香 黄汝芬 王湝锺 王兰红 王兆海 李治林
王兆顺 李万良 王焯文 李维运 徐会风 李维贵 李庚新
王长秀 王风喜 李 霞 王礼胜 李德风 王一超 李维旭
郑玉敏 刘金平 李维青 李庆立 王福祥 李 晴 王 崧
李维立 王淑艳 董玉芹 王巧玲 李宝岺 李 刚 王以兰
李佳峻 李国鑫 朱爱书 孙学枝 李英瑞 李若晴 李家诺

李松芮 李善斌 李庆伟 李若伊 李国明 李培华 李相敏
窦加凤 李宜航 李善平 高桂英 刘会双 李相明 陈宝通
朱润起 韩秀凤 李维汉 王舒宇 刘振香 陈宝增 陈宝明
李善昌 李 建 李维涛 李维瑞 甘长英 于秀珍 李 睿
田增兰 李相鹏 陈宝祥 陈宝国 陈九成 王德友 李 颖
李国红 王金香 刘珍江 李相桥 刘树艳 李智丽 李林立
陈 磊 陈久安 徐金珍 王兆丰 李维峰 李维彪 杜 坤
朱锦有 陈万龙 王 亮 刘秀荣 李相彬 陈建成 刘树香
陈宝月 王同娟 李 杨 刘 艳 陈咏熇峰 陈宝强 陈宝清
王国智 李昱辉 李昊东 李国青 甘长香 高提芬 陈宝营
李善达 李 玲 李锦英 陈 菲 周维强 陈九华 艾恩影
李 宇 汪东生 陈 聪 李 敬 刘宝欣 李培瑜 李宝福
陈久香 陈久旭 周 宇 陈秀泽 李 铎 刘金香 汪熙喆
陈久江 周津绪 夏慈兰 刘桂英 陈宝红 陈宝瑞 李淑霞
刘桐玲 王振英 李善悦 王秀金 田捷芝 陈秀钊 李 岩
程宝云 王 杰 陈久宇 陈久松 陈美儒 王德新 刘文英
李彦君 陈久新 刘秀英 陈久值 李传红 李善岭 李金艾
郑瑞娟 陈泳铮 陈秀金 王兆强 王兆明 陈久森 陈昶学
陈久庆 陈 帅 王星然 窦树荣 李国祥 陈姝雯 陈云淼
陈建元 陈久源 王礼军 陈宝平 陈宝升 陈彦逹 陈宝喜
慕建清 李庆堂 王俊荣 高庆梅 陈泳洁 李庆兰 陈炳更
程汝香 陈 琦 李相虎 陈宝巨 朱向会 陈炳锡 李 梅
陈芃旭 李克秀 贾兆坤 沈洪领 陈宝亮 李 梦 李治泓
李善和 陈宝国 李相臣 田增梅 王淑琴 李欣桐 李 爱
李维荣 赵金英 陈 艳 李善发 李维刚 陈 凯 陈久林
李维明 陈 帅 窦石芬 贾世荣 刘金兰 窦秀香 张庆香
陈宝正 陈宝江 元少娥 陈琇诠 陈 瑶 陈宝岭 张庆洪
王兆江 王 猛 陈炳伊 陈秀彦 王金凤 李维广 王海汀
高淑贞 王俪蓉 商西富 李善祥 韩文英 李培起 陈九军
陈久国 赵淑香 李相广 李 松 李国源 李维坤 陈 涛
李善保 刘玉香 李善泉 李国庆 吕淑凤 陈久斌 李善举
李 宁 李 伟 李 军 陈久水 陈久月 李 垚 李 嫣
李琳诺

上述公示人员详细情况，可咨询北和顺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联系人：李维峰 电话：15022156762 北和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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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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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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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人）:

李红静 李一墨 周 芹 李 影 李新建 李治强 李东桓
李一诺 李维彪 陈新童 赵卫红 禹 燕 李 娜 陈九澳
李鑫宇 王琳涵 李彦洁 陈 潇 朱芮可 夏慈玲 李 霞
王玉芬 李雨洁 韩胜男 张腾之 王晨旭 邵忠荣 李亚平
李函宇 马巧玉 王智娜 李培超 李善凯 边英华 韩景越

方继平 李相凯 李贤熙 刘国瑀 王 超 李培奇 李文翠
陈印娟 刘 颖 李雪娇 李培菁 李宜航 王浩智 李雨欣
李 雪 王艳丽 李 楠 李培文 李盼盼 李书萱 王书晗
李嘉宁 陈毓彤 高 娟 王明雪 王俊皓 李嘉彤 李培柱
李治君 李 唐 刘 翠 赵 洁 李娇娇 李治鸿 李相泉

陈娜娜 陈佳俊 李治佳 李 超 袁淑平 李 杰 陈佳泽
李治甬 陈丽丽 李国源 陈以琳 王永香 李培娥 李子君
李国臣 李 晴 李欣如 张润英 李 冉 孙俊伟 路 颖
李欣钰 李顺义 田嘉骏 李治泽 李培荣 李加玉 李景霞
李维泉 李治淳 陈 雪 李 军 李露涵 石 雪 王 会

刘泳辰刘泳辰 甘长瑾甘长瑾 李新月李新月 伊景梅伊景梅 张子硕张子硕 孙桂花孙桂花 李紫涵李紫涵
陈孟彤陈孟彤 李李 倩倩 于于 欢欢 陈雨鑫陈雨鑫 李培旭李培旭 李培明李培明 李红艳李红艳
李皓轩李皓轩 陈陈 一一 闫德伟闫德伟 李李 金金

小王庄镇沈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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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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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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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人。现将沈清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确认结果公告如下:

张 林 程美林 张恒基 张芝秀 刘长凤 张 江 陈锡荣
张忠宇 吕振国 吴玉梅 吴万树 程汝英 吴宝鑫 吴宝骞
李尚海 陈金秀 李明武 李明源 吴忠义 朱 洁 吴明远
吴宝玲 刘秀云 王秀萍 王义奎 纪执红 王祥礼 王文礼
王义停 张金生 秦凤枝 高相立 黄从玉 高鸿基 邱菁菁
李尚敏 宋桐华 李东越 朱合昌 李明杰 李相凤 吕振和
刘淑梅 张清环 吕同顺 宋甜甜 吕胜瑞 吕昊宇 周仲岺
徐林艳 胡骏鹏 胡爱丽 胡若涵 高相新 李凤梅 高久玲
胡春英 朱树兰 李明臣 万长连 李景国 宋桐梅 李星峰
李瑞典 邓树贵 李 欢 李相军 王金英 李静仪 吕振海
刘玉营 李景甫 马庆芬 李维高 李明顺 徐桂芹 李俊颖
李劲成 李明洪 纪烈娥 李松泽 荆凤荣 杜凤英 王守祥
张作臣 吕振平 李明良 吕振泰 陈秀荣 吕同铭 李景安
刘炳梅 李星友 李金玲 李松渤 王秀云 张金发 王守云
张洪柱 张树玉 刘燕萍 李景会 程绍红 李 玉 李尚治
王守山 宋源俊 王 坤 李景林 刘淑兰 李景强 宋桐英
李星杲 李兴艳 李景岭 张国秀 韩永芬 李明成 闫淑芬
李景合 李鑫国 李兴艳 李兴双 门会芝 李景轩 李星涛
李春典 胡振香 李 彪 李景宏 李树英 李兴钊 田庆江
刘桂兰 田昌立 李景亮 刘万秀 李松浩 徐桂芝 李筱烊
李明月 徐林会 李景江 李 方 李景明 李景发 孟秀荣
朱锦香 李明胜 杜凤霞 李振坡 陈秀风 李景淮 朱树荣
李星明 李 雪 李景友 徐学俊 李兴雷 李景臣 宋连英
李兴港 李泓宇 于静平 李明发 闫寿香 曲兆芹 李明旺
贾仕文 王义香 王守亮 代学娥 王忠伟 王馨蕊 郝兆芳
李景国 刘金慧 李秉恒 李林煜 于金岩 王恩元 李明典
赵凤琴 吕振环 刘振兰 李尚岐 吴万荣 王义森 王桂云
王建理 张芝芬 王义刚 刘淑梅 王宝坤 王宇茉 王振林
赵淑英 吴宝红 徐廷萍 吴忠瑞 吴宝森 刘玉荣 吴忠冉
吴忠袁 吕振贤 王吉双 王秀禄 王义芬 王慧丽 王秀祥
王秉安 赵树森 张振芹 赵振刚 赵欣欣 吴宝海 刘桂荣
耿金坡 吴宝峰 牛银仙 王振合 王吉琴 王义清 张秀琴

王兴礼 张金岐 袁淑芬 张洪艺 袁 硕 王松坡 高相所
王金香 王义贺 徐贵苹 王福礼 王 敏 王梓函 王浩宇
王鸿元 高相国 刘仲香 高城林 高熙茹 徐 玲 吴宝生
王爱玲 吴忠苇 吴家豪 吴梅秀 郑 蕊 高相德 刘志会
高凡茜 高争贤 祝丽娟 冯忠永 高相贵 刘承兰 高相更
孙秀珍 高文贤 高宗毅 张洪军 张仲娥 张高源 张圣英
高相金 李瑞荣 张洪彬 刘志翠 张志伟 张金才 张庆荣
吕振东 朱秀荣 吕振升 元淑荣 张金兰 李明凯 王保军
高庆芹 王鸿艺 王宇超 王秀祯 李相兰 吕振安 刘立芬
吕博然 吕振奎 李桂荣 于风云 吕同玉 吕 建 吕同杰
王振清 刘万芹 王义茂 高峰贤 李清英 高康恩 高沐涵
李明彦 李景辉 李星涯 商 可 刘艳霞 李明周 李会敏
李香典 刘兴凤 张金坡 武承英 曹景莲 胡凯成 刘桂兰
吴万德 刘汝芹 吴红秀 赵富贵 蔡红兰 李广勋 王桂文
王振香 张运顺 张睿劼 张钰楷 吕同俊 曲兆芝 吕玲辉
李宏典 郑国荣 邓风琴 赵桂凤 吴宝水 刘玉玲 吴忠辉
李松兵 刘希兰 李君峰 李俊儒 李明海 薛秋艳 李欢欢
高相贞 王洪宇 王加清 李景梅 王宏图 赵树海 郑占苹
赵振军 王善彬 吴宝香 王 丹 李淑兰 徐俊树 刘金芬
李桂典 刘月梅 徐俊和 张照英 李忠典 刘庆梅 徐文彬
徐浩然 李松卫 邱淑霞 李炤星 李灼星 王松玉 白金娥
王助礼 王振国 吴俊平 王 凯 李振年 刘焕芝 王振杰
刘淑兰 王劲夫 高相合 刘桂英 若文武 王振荣 李尚彬
刘桂荣 李尚兰 王秀云 李明合 朱凤印 李珊珊 李 宇
徐锡兰 徐桂霞 李尚秀 徐桂芬 李尚杰 李清俊 李明洋
李育霖 李景杰 徐林芳 李熠辉 王守东 周云萍 王仲明
王泽东 赵炳兰 王守玉 杜凤才 张芝勤 李松潭 贾世芹
李烁星 李明全 邓凤荣 王泽立 刘玉玲 王 刚 王守昌
孙富萍 王泽义 李淑敏 王胤理 李振祥 张英兰 王松田
马秀芬 王松江 窦连枝 王栋礼 王守锦 徐淑琴 王义生
王胜刚 李淑花 李明义 刘春玉 李 冉 李炳洁 李尚军
李明瑜 吴万英 刘树琴 刘月兰 李振文 李明靖 鞠艳凤

殷树瑞 李俊英 赵国清 赵文博 李景宝 刘会凤 李星智
李玉佳 李景祥 刘玉双 李振海 孙淑芬 李景奎 王金兰
李星秋 李玉萍 李庆源 吴万福 李景沾 王松山 赵树生
李岐香 张洪新 刘文秀 张志华 吴忠明 刘风华 吴英林
吴英正 李景泽 王芝梅 李维来 李茂长 王俊芳 李星鹏
路绍艳 李厚良 王泽新 刘致云 王铭宝 李景森 宋振平
李星源 吴宝军 兰艳茹 高庆贤 刘月双 高德华 高俪玲
王义岺 周志红 胡金海 张春艳 胡展豪 胡浩钰 吕同敏
赵培风 吕佳莹 吕虹霖 王泽生 陈秀华 王俊夫 李尚安
李明富 吴宝巨 徐贵荣 王义俊 王景辉 王凤雪 高明贤
刘春艳 高浩原 高翠玲 徐桂杰 李国良 李佳羽 李景东
张立俊 李星萍 李星桐 高杰贤 刘淑娟 高 杉 高宏旺
王鸿礼 王程航 刘风珍 王智芙 王子心 赵树昇 刘玉梅
赵浩淋 赵悦其 赵树元 刘培娥 赵悦靖 赵星程 赵子艺
李景福 高用霞 李星林 李 彤 李兴龙 刘红领 李庆昊
李洪江 李景海 李维华 李兴钰 李星权 李尚龙 赵金艳
李明娜 李明强 吕同意 顾培培 李欣蕊 吕伟辰 李兴升
付 莉 李庆楠 李梦暄 高生贤 徐世茹 高 洁 高浩霖
高宝贤 田增俊 高用芳 吕同水 王义元 吕 熙 吴忠梁
吴雨珊 马金云 王禹程 吴忠杰 祝介香 吴英豪 吴婷伟
李景超 李威德 李威宏 李树娥 李景朋 许洪玉 李兴驰
李星阅 张洪昇 刘玉英 张 博 张爱敏 王鑫礼 丁海兰
王俪潼 王俪洁 李景彪 郭红梅 李嘉远 李明战 张金霞
李汶玳 胡树云 张 新 武树娥 徐终益 窦连静 徐小原
徐小珊 王义军 李树芬 王凤怡 王玮礼 李 鑫 李润泽
李思诺 吴宝珍 张 卫 王金秀 张力俊 吴宝和 王金玲
吴厚良 窦雨晴 吴知远 李松涛 李思凝 李卓然 甘长娟
王胜艳 李 丹 李景岐 刘焕祯 李茂胜 商其珍 李星灼
李墨冉 徐文刚 李景文 李 晴 李 贺 高展英 李兴旺
王克翠 李佳良 李伟华 王泽彬 张吉香 王建元 王建文
李 强 王云云 李知育 刘元元 张琪庚 张琪珺 李景彬
李佳鑫 吴界君 马 娜 吴伟民 吴伟宇 李景淑 田凯升

窦克静 田骐嘉 王重仁 王俊霞 王岚玉 王智明 杨 培
王小丹 王伟硕 李明招 李长宁 李艳如 张金江 朱云和
张 旭 李景超 张 雯 李星毅 李星硕 李 淼 李梓涵
李 鑫 王洪章 王珊珊 王炳文 胡明国 王宝智 王 艳
王宇恒 王宇欣 耿淑秀 耿晓冉 吴宝卫 徐 英 吴忠燃
吴康安 王慧礼 窦桂翠 王琦琦 王炳之 贾恩瑜 吕秀兰
贾洪旭 贾洪硕 王保敏 马庆梅 王鸿鵷 王宇宽 胡明志
曹桂文 胡耕玮 胡高嫚 胡明海 高玉岭 胡峰瑞 胡耕菊
王保刚 刘燕媛 王宇鹏 王俊懿 李景瑞 王义香 李 洁
李佳丞 吴宝通 刘美英 吴忠昆 吴忠泰 李兴政 崔莉华
李欣洋 李芃劲 高胜贤 高龙骅 张炳芮 刘新荣 李尚伟
刘桂凤 李炳泽 李俊鸿 王泽海 高凤贤 王晨馨 王咏菁
王啓文 刘中海 崔春秀 刘佩佩 刘庭震 刘中江 孟祥梅
刘春慧 刘家瑞 吕同元 张利萍 吕治良 吕胤成 李明瑞
贾冰静 李峙霖 李浩然 吕同林 商锡秀 吕焕城 吕浩源
高军贤 李玉立 高甜甜 高子琪 吕同举 高清贤 刘春梅
高辅君 高傅恒 李兴华 刘艳坤 李瑰婕 李 硕 李明清
李景茜 李景录 徐秀兰 高荣晨 高东钰 李景峰 王 静
李星烨 李梓琪 高尊贤 高相军 孙玉双 李尚茹 刘淑云
李俊江 李茂英 吴忠喜 赵文香 吴英彬 李景敏 马秀玲
李卓昀 李维龑 李兴郁 王义慧 王义霞 王义梅 吕树芹
王秉枝 李秀萍 王凤月 王 艳 王 娣 吕 冉 信 蒙
张雨菡 张婷婷 张 文 孙欣荷 吴明轩 李明文 李宇择
李宇涵 蒲雪丽 朱振兰 王学娟 李 潇 李景旺 李 娟
张金良 张文双 刘杨杨 高珊珊 李雯雯 杨庆兰 李善敏
高凤蕾 王如兰 冯忠永 张秀敏 吴英博 吴子忆 支三凤
吕振秀 陈长芬 刘淑俊 李金霞 李兴乐 张 晗 李韵瑶
李诗瑶 刘淑会 彭玉薇 吕同珍 李佳欣 李伟兰 王 荣
刘金环 李红漫 李明珠 李 晶 张春菊 李景睿 吴英江
李星达 王俊艳 李玉琴 李明祯 李景元 李景贵 商其会
张洪娟 赵凤华 王 刚 张 倩

上述公示人员详细情况，可咨询沈清庄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联系人：胡明志 电话：13821604054 沈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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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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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人）:

王爱珍 窦沛银 吕晓睿 张凤枝 刘梓萱 邱艺涵 张 瑞
王宝杰 王宇昊 张洪强 崔立静 李星广 吴万林 张凤娟
吴宝军 李炜星 李星宇 王 莹 徐瑾彤 李明贤 吴忠亮

李维娜 马凤俊 李兴发 吴忠昊 赵振宇 郭姿求 李依轩
高月贤 高望伦 高泽群 王 彬 王炜杰 田寿梅 王宝华
王宇松 李兰功 李焰星 李垣赓 吕耀麒 李星才 刘春欣

李庆基 倪月苹 李垣质 王弈焜 王世礼 呼广梅 王鹤凯
王明礼 李桂芬 王 菂 王誉霏 王家恒 吴玉囡 元万荣
冯 艳 赵梓旭 赵文博 刘源霞 赵梓汐 黄 娜 王 澜

王博伦王博伦 高瑜贤高瑜贤 王王 津津 王王 嫣嫣 李尚华李尚华 张红霞张红霞

小王庄镇渡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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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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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人。现将渡口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确认结果公告如下:

邵元茂 蔡秋凡 邵忠宝 邵忠楠 许发奎 许会亭 张清峰
张德如 刘凤兰 宋振元 王福国 宋同新 宋桐坤 程绍文
张志泉 杨寿珍 张 松 高俊英 窦连涛 刘 玲 窦芯蕊
窦泽棋 邵金华 罗兆英 孙耀芬 董振平 赵紫娟 赵紫龙
张小玉 窦景龙 王秀凤 窦恩海 崔炳风 窦 斌 刘云和
王振富 李相琴 刘风俊 张辉亭 张云梅 张鹤立 张馥立
李俊典 徐 东 王长琴 张 冉 窦恩平 张平如 张海如
郭玉珍 邵元霞 冯 婷 苑宝芬 程少玉 苗庆风 郭贵琴
宋振国 朱树风 宋 双 刘云兴 张风兰 赵福禄 刘庆云
王玉风 窦恩顺 薛思娥 窦连明 张建峰 吕同华 张芸榕
王加志 刘素桂 范春江 张国如 王景军 宋宝琴 徐秀风
窦连廷 张国荣 窦白露 窦占权 程俊岭 赵淑香 程 颖
张树珍 薛印新 王加平 元万春 张 林 张艳峰 张益铭
张宝如 张绍峰 陈振英 张泉亮 张玉峰 吴景秀 崔金祥
王树华 崔世军 王桂英 杨振德 马淑梅 杨宝松 李玉珍
许海奎 梁贵荣 许敬峰 屠松凤 许翠琴 潘振华 王金娥
许贵廷 郭呈霞 许 静 张桂峰 王国英 张媛媛 邵元军
梁秀敏 邵忠莹 邵忠祥 王 亮 王洪娟 王浩东 徐学起
窦秀金 徐井祯 马恩新 许洪勤 张洪峰 魏明霞 张树海
薛思玉 程少龙 张贵平 程俊鑫 窦景祥 许金荣 张全如
郭立坤 张恩英 张合峰 李文红 张靖涵 张发如 张世静
张斌如 张华峰 马桂华 张泽亮 张江峰 辛桂红 张国亮
张睿希 苑宝清 黄世兰 赵福江 刘华香 赵文文 赵紫鹏
赵香南 潘振玉 陈风英 潘振树 李玉凤 邓治平 刘同英
张会臣 张 栋 汪永发 刘庆兰 汪云峰 杜春平 王崇英
孙秀兰 邵金会 许金廷 徐世秀 尚木兰 胡俊文 汪永贵
王子琴 张忠如 窦连芸 徐广英 马金英 徐学华 王俊芬
王洪香 张继超 张树清 王金玉 张俊峰 张洪泉 王如琴

张 敏 赵振英 张宝泉 祝凤俊 张树盛 蒋金凤 刘贵友
黄树云 汪荣秀 元万青 朱慧山 元 芳 程玉和 孙绍兰
窦恩德 孙玉荣 王连升 赵俊芹 王 健 李 英 张树凯
张秋如 吴宝英 张凯峰 左永杰 张佳玲 张立如 李相平
张博峰 周婷婷 张珈畅 张珈诺 张梅峰 王芝成 周仲霞
王祺彦 王华倩 王琳淋 许凤奎 杨印洪 杨宝生 李 英
杨美琳 许志奎 许静芹 王芝云 程殿霞 王首彦 王晓萱
刘云祥 刘连香 杨振东 李淑芬 徐学凤 崔士轩 于学玲
崔志旭 王洪川 徐学邦 陈宝芬 徐世梅 许金成 王凤英
窦连栋 何风秀 窦克彬 苟俊亭 窦连友 张 艳 窦克然
窦克爽 窦恩宠 戴加芬 李如更 许凤琴 李国权 徐学成
程俊明 李秀荣 程小丽 程 雪 徐学义 暴树娟 程玉明
李桂英 王加春 张连环 窦景瑞 王庆香 许正奎 辛桂慧
范春海 张德秀 吴温英 窦连森 赵桂荣 窦克雯 刘同彬
范振敏 刘 溪 邵元利 王娟山 邵 萌 靳连霞 王 英
程俊霞 程俊泉 张西如 徐树珍 张伟峰 刘同芳 曹景英
刘 杰 苑宝玉 梁贵俊 苑桂玺 蒋福奎 蒋 静 李宝生
李加红 李双艳 张金如 李树菊 张 悦 张籍颖 史祥珍
张风泉 程俊义 张进进 程 燃 程 果 刑风伟 徐世春
刑 帅 刑 潇 刑 畅 徐世友 鲍秀兰 徐华通 徐华晴
张西亭 王富荣 宋同德 王芝营 张金艳 王钟彦 王佳彦
刘树兰 孙树明 张秀云 宋振民 夏广琴 张海峰 李宝英
张军泉 李明平 张译文 许金英 徐学洪 王世芬 徐 娟
徐 胜 王永风 张 莹 范长立 李艳辉 范仪军 张欣怡
窦连江 李风英 汪明生 窦克洋 张义峰 宋恩芬 窦连强
朱树英 窦占祥 窦心彤 于秀兰 邵元荣 张贺峰 徐学俊
张 新 张乐峰 苑宝娥 张瑞亮 刘凤财 张立霞 刘忠霖
袁国坤 许桂娥 徐景平 程 静 徐嘉泽 潘振平 李风英

许均廷 刘翠峰 许 珂 许磊峰 蒋 海 张荣芬 张立峰
袁守丽 张鼎亮 张恒睿 程俊凤 邵元海 张立娟 邵忠晨
邵忠塬 王洪生 王从香 王 菁 王冠涵 王洪革 庞蕊然
王鑫杰 窦连刚 董秀琴 窦 娜 窦占鑫 许江廷 左风坤
许润峰 张 震 梁德焕 张雨璐 张雨梦 元 军 刘德俊
元法鑫 元法林 崔世举 曲 勉 崔志堃 崔贺瑀 张 伟
吴国云 张焱资 张诚庆 苗庆娣 崔桂彬 许洪亮 张爱泉
贾凤茹 许鑫焰 许城铭 陈振华 颜培娥 陈 璨 陈志桐
陈振利 张会芳 陈彦竹 宋振忠 马金苓 张庆峰 徐淑娟
张馨晨 张春峰 高芬贤 张晨旭 张鑫亮 窦建国 王风芸
窦相杰 邵元亮 秦德萍 邵忠诚 邵忠翊 邵元起 张景英
邵中文 邵 涵 刘云庆 王淑琴 刘 洋 窦兰妹 刘思彤
刘齐心 卢秀芳 张超亮 刘 静 张舒瑞 刘 健 刘 玉
刘苒宇 刘增辉 许玉亭 王秀芝 许 阳 许鑫峰 刘秉军
杨丽波 刘在盛 刘 畅 刘 淇 黄海舰 段秀芬 黄汝苓
黄宝媛 潘文利 刘芝静 潘鑫然 潘 月 潘松垚 程俊杰
王芝芬 程子豪 程鸿煊 张立平 程绍军 王世云 程俊淇
张港亮 李仲秀 张鑫培 张鑫庆 窦连亮 陈红静 窦占燃
窦若溪 刘风辰 张丹峰 刘洪禹 刘欣然 李红英 杨博翔
赵 良 许淑琴 赵德健 赵叙然 薛士亮 范春芬 薛从基
薛锦涵 潘文亮 陈 杰 潘 璐 潘宇榕 潘弈勋 范长义
刘桐香 范静怡 范宜和 范怡涵 王国生 窦如梅 王 冰
王 宏 贾洪玉 毛乃娟 崔士敬 王志香 崔志武 崔峻硕
范长胜 郭 宇 范怡轩 范怡宏 范怡宁 范宜林 高体兰
蒋 洁 韩雪峰 韩 继 韩 梅 刘连风 胡玉龙 刘恩梅
胡志彤 王洪伟 胡志霞 王茹芯 张金荣 张继贵 吴富红
李元伟 张语桐 程绍庆 程俊霖 程绍玲 宋桐漉 徐世海
徐华健 胡玉峰 李秀芬 程 军 刘成敏 程 林 刘炳红

王志苹 刘在禹 刘在槟 姜 杰 程俊才 周绍娥 程思涵
程智业 贾 彬 梁俊玲 贾利欣 蒋 陆 窦景路 许文淑
张 海 胡 松 孙祺芳 胡轶骁 胡佳忻 冯德立 张青秀
冯子轩 张 倩 张 杰 苗庆利 李冬梅 苗 艺 苗文博
苑桂明 周学丽 苑力勇 苑力洪 张树超 张书华 张城瑞
范胜美 张盛元 张文亮 刘 艳 张庆阳 张梓墨 范长有
张颜颜 范义航 宋桐宇 韩娜娜 宋源贺 王芝强 田 丽
王松彦 王洪军 刘俊霞 王浩然 窦 刚 陈 红 窦 喻
窦克森 许树延 刘玉霞 许海峰 许蓓婷 许泽延 王金换
许婧怡 许睿峰 窦连忠 沈玉玲 窦占尧 朱汝山 许何延
徐 坤 许琦茗 许琦然 程 宾 韩树梅 程俊栎 程俊松
程少有 汪吉芬 程俊瑜 程俊然 张 建 张荣宇 张 康
陈晓红 张泽庆 张华庆 许国峰 许宸光 王玉琴 许秀芝
张忠庭 张坤峰 薛 英 张 雪 张松亮 张 涛 张国峰
李广玲 张浩亮 张贺亮 窦连树 刘树娥 窦克伟 窦克航
窦连林 杨佳玲 窦占明 窦建强 刘 艳 窦心怡 窦相朋
窦相普 邵元盛 程艳岺 邵 旭 张雨晴 窦建兰 窦建平
徐世江 李庆美 徐华斌 李双顺 李 然 李晨玮 汪云成
李 艳 汪明鑫 窦连霞 窦连喜 李景美 窦 辉 黎东雪
窦 峻 马玉琴 徐世华 高用莹 徐华堃 徐 静 元 强
祝风霞 元佳怡 元 旭 元法翔 王世娟 薛 莹 薛 纯
薛崇裕 范长领 何 燕 范怡佳 范宜达 许建亭 孙文霞
许 凯 陈晓慧 许 诺 许峻峰 许向亭 贾延飞 许文锋
许敬越 黄树双 韩俊香 黄保杰 刘馨阳 黄保淇 崔贵兰
窦 剑 高用娟 窦玉涵 窦欣阳 邢玉霞 王兆香 许术峰
李 娜 王洪芹 刘炳惠 刘爱华 张 娜 陈云敏 孙 娅

上述公示人员详细情况，可咨询渡口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小组。联系人：张辉亭 电话：13821584212 渡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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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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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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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人）:

宋华倩 张名炫 张泽瑞 张紫翔 窦瑞齐 邢华原 许敬棋
李承骏 张媛媛 张育阁 郭 淏 杨慧文 窦玥涵 窦玥诚

张伊伊 程家辉 苗 茜 刘以晴 刘以阳 张占鹏 宋源睿
郭宸畅 孙纪磊 宋清峰 程子怡 马文浩 李广玲 李广庆

李 鑫 宋源晟 许昊阳 田增芬 高占新 刘 璐 林丽丽
张椿亮 张新悦 孙永恒 许清熙 许 淼 刘再晨 张奎如

孙庆英孙庆英 吴润岐吴润岐 吴新洋吴新洋 吴新航吴新航 韩广梅韩广梅 任雪萍任雪萍 汪兆庭汪兆庭
贾凤兰贾凤兰

广告 2018年7月12日
星期四校对：张仲 制作：王金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