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阳县困难群众急难事项救助花名册
救助年月：2022.10                                             单位：元

序号 乡镇 村（居） 救助类型 申请人姓名 金额 年龄 性别 民族 备注

1 红河镇 常沟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高文栋 7000 67 男 汉族

2 红河镇 友联村委会 急难型困难家庭 王耀宁 9000 45 男 汉族

3 红河镇 宽坪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韩梅花 6000 69 男 汉族

4 红河镇 什字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冶金福 6000 66 男 汉族

5 城阳乡 沟圈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祁玉花 7000 72 女 汉族

6 白阳镇 中庄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乔守平 6000 47 男 汉族

7 白阳镇 友谊街社区 支出型困难家庭 孙娟 4000 10 女 汉族

8 白阳镇 郑河街社区 支出型困难家庭 韩复兴 5000 11 男 汉族

9 冯庄乡 小湾村委会 急难型困难家庭 陈荣章 5000 62 男 汉族

10 冯庄乡 小湾村委会 急难型困难家庭 栾德文 5000 56 男 汉族

11 古城镇 田庄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田浩宇 3000 7 男 汉族

12 古城镇 田庄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田皓皓 3000 13 男 汉族

13 小岔乡 柳湾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虎银 8000 32 男 汉族

14 城阳乡 刘河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赵丽琴 6000 52 女 汉族

15 罗洼乡 寨科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陈玉香 8000 35 女 汉族

16 罗洼乡 寨科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韩富军 7000 59 男 汉族

17 城阳乡 长城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吴银 6000 70 男 汉族

18 城阳乡 沟圈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徐贵琴 5000 47 女 汉族

19 交岔乡 关口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马全忠 4000 69 男 回族

20 城阳乡 刘河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刘彩梅 7000 58 女 汉族

21 城阳乡 刘河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黄金道 9000 52 男 汉族

22 城阳乡 刘河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张惠民 4000 11 男 汉族

23 城阳乡 刘河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黄小兵 7000 29 男 汉族

24 新集乡 张化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剡苹梅 9000 57 女 回族

25 新集乡 张化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海生莲 6000 66 女 回族

26 新集乡 姚河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王兰兰 6000 30 女 汉族

27 罗洼乡 薛套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张成 5000 35 男 回族

28 白阳镇 友谊街社区 支出型困难家庭 任志高 9000 40 男 汉族

29 新集乡 新集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剡秀花 5000 68 女 回族

30 白阳镇 郑河街社区 支出型困难家庭 扈建霞 8000 50 女 汉族

31 白阳镇 友谊街社区 支出型困难家庭 周翠林 5000 72 女 汉族

32 白阳镇 崾岘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杨鸣世 9000 10 男 汉族

33 红河镇 黑牛沟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罗玉婷 9000 23 女 回族

34 白阳镇 周沟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王景粉 9000 47 女 汉族

35 红河镇 红河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高秀梅 5000 55 女 汉族

36 红河镇 韩堡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任广恩 9000 52 男 回族

37 罗洼乡 罗洼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陈正甲 5000 65 男 汉族

38 城阳乡 涝池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虎治军 9000 41 男 汉族

39 交岔乡 交岔村委会 个人对象 海恒梅 3000 73 女 回族

40 古城镇 川口村委会 个人对象 王魏萍 9000 15 女 汉族

41 城阳乡 涝池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祁俭章 9000 66 男 汉族

42 城阳乡 涝池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景彩丽 5000 33 男 汉族

43 城阳乡 涝池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祁治权 9000 43 男 汉族

44 城阳乡 涝池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韩国斌 9000 58 男 汉族

45 白阳镇 南山村委会 个人对象 刘克芳 8000 59 女 汉族

46 白阳镇 富阳路社区 个人对象 赵杰 5000 16 男 汉族

47 古城镇 甘海子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阿学会 9000 46 男 汉族

48 白阳镇 友谊街社区 支出型困难家庭 曹彩霞 6000 64 女 汉族

49 冯庄乡 小寺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韩桂琴 4000 58 女 汉族

50 白阳镇 姜洼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张生芳 8000 64 女 汉族

51 新集乡 姚河村委会 个人对象 剡进芳 4000 60 女 回族

52 新集乡 白林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牛改过 6000 56 女 汉族

53 草庙乡 草庙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王万海 9000 66 男 汉族

54 草庙乡 草庙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常占蓉 4000 58 女 汉族



序号 乡镇 村（居） 救助类型 申请人姓名 金额 年龄 性别 民族 备注

55 草庙乡 丑畔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马成芳 3000 52 男 汉族

56 草庙乡 曹川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王国明 6000 54 男 汉族

57 草庙乡 张街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韩新梅 8000 55 女 汉族

58 草庙乡 新洼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赵国选 5000 63 男 汉族

59 草庙乡 新洼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赵德升 4000 68 男 汉族

60 草庙乡 王岔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马香茹 4000 1 女 汉族

61 草庙乡 和谐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陈西洲 9000 52 男 汉族

62 草庙乡 新洼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王正武 9000 58 男 汉族

63 白阳镇 白岔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吴敦敏 6000 1 男 汉族

64 白阳镇 富阳路社区 支出型困难家庭 杨文学 5000 59 男 汉族

65 白阳镇 姜洼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郭青青 9000 18 女 汉族

66 白阳镇 茹河街社区 支出型困难家庭 杨有成 4000 44 女 汉族

67 白阳镇 茹河街社区 支出型困难家庭 马生成 6000 67 男 回族

68 白阳镇 茹河街社区 支出型困难家庭 范启兵 4000 75 男 汉族

69 白阳镇 友谊街社区 支出型困难家庭 张佳琪 6000 12 女 汉族

70 白阳镇 友谊街社区 支出型困难家庭 路小萍 9000 50 女 汉族

71 白阳镇 友谊街社区 支出型困难家庭 张敏怡 4000 5 女 回族

72 白阳镇 友谊街社区 支出型困难家庭 张学兰 9000 49 女 汉族

73 白阳镇 袁老庄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袁志林 4000 51 男 汉族

74 白阳镇 郑河街社区 支出型困难家庭 宗燕 8000 0 女 汉族

75 白阳镇 郑河街社区 支出型困难家庭 韩秀珍 9000 52 女 汉族

76 白阳镇 双磨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席小娥 4000 40 女 汉族

77 古城镇 古城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马志兰 5000 77 女 回族

78 古城镇 古城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马成山 5000 66 男 回族

79 古城镇 皇甫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姬玲子 6000 45 女 回族

80 古城镇 任河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马彦海 6000 50 男 回族

81 古城镇 任河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马福财 8000 54 男 回族

82 古城镇 温沟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晋维祥 5000 78 男 汉族

83 古城镇 温沟村委会 个人对象 马生花 4000 85 女 回族

84 王洼镇 赵沟村委会 个人对象 贺培霞 5000 61 女 汉族

85 王洼镇 李岔村委会 个人对象 许花 9000 52 女 汉族

86 王洼镇 尚台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闫上荣 3000 69 男 汉族

87 王洼镇 杨寨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贾述琴 5000 72 女 汉族

88 王洼镇 马掌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徐万学 8000 51 男 汉族

89 王洼镇 路寨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路世忠 3000 67 男 汉族

90 王洼镇 王洼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王省仓 9000 35 男 汉族

91 王洼镇 赵沟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郭兴权 9000 60 男 汉族

92 王洼镇 姚岔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杨春花 5000 73 女 汉族

93 王洼镇 花芦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寇进仓 9000 65 男 汉族

94 王洼镇 花芦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蒋中太 3000 72 男 汉族

95 王洼镇 团庄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韩秉乾 4000 71 男 汉族

96 王洼镇 石岔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何宪双 9000 60 男 汉族

97 王洼镇 石岔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黄应霞 5000 57 女 汉族

98 城阳乡 沟圈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虎志雄 3000 49 男 汉族

99 城阳乡 城阳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梁秀琴 5000 60 女 汉族

100 冯庄乡 虎崾岘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牛云兰 7000 49 女 汉族

101 交岔乡 关口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马有元 5000 44 男 回族

102 交岔乡 关口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马文举 9000 51 男 回族

103 交岔乡 保阳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海秉贵 4000 44 男 回族

104 交岔乡 东洼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周凤花 4000 52 女 回族

105 交岔乡 东洼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朱礼科 9000 54 男 汉族

106 草庙乡 新洼村委会 支出型困难家庭 陈琴花 5000 66 女 汉族

107 草庙乡 和沟村委会 急难型困难家庭 王风军 50000 52 男 汉族 领导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