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自治区本级自然灾害资金发放花名表
填表单位（盖章）：白阳镇人民政府

单位负责人：                  统计上报人： 魏琪                            日期：10.31

序号

家庭情况 受灾情况

救助资金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户主姓名 家庭类型 家庭人口 家庭住址 灾种

单位 －－ －－ －－ －－ 人 －－ －－ 元

1 白阳镇 双磨村 王秉梅 一般户 3 双磨村赵磨队 低温雨雪冰冻 2000

2 白阳镇 双磨村 刘丽萍 一般户 5 双磨村赵磨队 低温雨雪冰冻 800

3 白阳镇 双磨村 赵秉礼 一般户 7 双磨村赵磨队 低温雨雪冰冻 700

4 白阳镇 双磨村 王秉勤 一般户 6 双磨村赵磨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5 白阳镇 双磨村 马秀军 一般户 4 双磨村北山队 低温雨雪冰冻 2000

6 白阳镇 双磨村 赵秉辉 低保户 6 双磨村北山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7 白阳镇 双磨村 姬秀龙 低保户 3 双磨村北山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8 白阳镇 双磨村 姬秀鹏 低保户 7 双磨村北山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9 白阳镇 双磨村 马成福 其他困难户 2 双磨村海磨队 低温雨雪冰冻 500

10 白阳镇 双磨村 海向富 低保户 2 双磨村海磨队 低温雨雪冰冻 500

11 白阳镇 双磨村 海耀东 一般户 2 双磨村海磨队 低温雨雪冰冻 400

12 白阳镇 双磨村 马统兰 一般户 4 双磨村海磨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3 白阳镇 双磨村 海玉芬 一般户 2 双磨村李堡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4 白阳镇 双磨村 韩梅英 低保户 7 双磨村李堡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5 白阳镇 双磨村 马生秀 低保户 1 双磨村李堡队 低温雨雪冰冻 300

16 白阳镇 双磨村 姬佩福 一般户 4 双磨村寨湾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7 白阳镇 双磨村 王理杰 一般户 7 双磨村寨湾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8 白阳镇 双磨村 范平 低保户 5 双磨村寨湾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9 白阳镇 双磨村 姬秀成 一般户 6 双磨村寨湾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20 白阳镇 双磨村 海耀亁 低保户 5 双磨村南山根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1 白阳镇 双磨村 马汉龙 一般户 6 双磨村南山根队 低温雨雪冰冻 800

22 白阳镇 双磨村 谢玉玺 低保户 6 双磨村南山根队 低温雨雪冰冻 800

23 白阳镇 双磨村 马成梅 低保户 6 双磨村北山队 低温雨雪冰冻 1100

24 白阳镇 双磨村 姬国涛 低保户 4 双磨村北山队 低温雨雪冰冻 800

25 白阳镇 双磨村 姬红伟 其他困难户 4 双磨村李堡队 低温雨雪冰冻 800



26 白阳镇 双磨村 马和梅 低保户 5 双磨村李堡队 低温雨雪冰冻 900

27 白阳镇 双磨村 姬秀忠 一般户 5 双磨村北山队 低温雨雪冰冻 700

28 白阳镇 老庄村 王志平 其他困难户 5 老庄村老庄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29 白阳镇 老庄村 袁勇 其他困难户 4 老庄村老庄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30 白阳镇 老庄村 袁彪 其他困难户 4 老庄村老庄组 低温雨雪冰冻 400

31 白阳镇 老庄村 袁继顺 其他困难户 4 老庄村海河组 低温雨雪冰冻 700

32 白阳镇 老庄村 扈广岳 其他困难户 3 老庄村海河组 低温雨雪冰冻 700

33 白阳镇 老庄村 袁继德 其他困难户 3 老庄村海河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34 白阳镇 老庄村 申应伟 其他困难户 5 老庄村海河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35 白阳镇 老庄村 袁继平 其他困难户 4 老庄村海河组 低温雨雪冰冻 500

36 白阳镇 老庄村 王世清 其他困难户 2 老庄村海河组 低温雨雪冰冻 400

37 白阳镇 老庄村 袁志平 一般户 2 老庄村老庄组 低温雨雪冰冻 500

38 白阳镇 老庄村 朱克芳 一般户 1 老庄村海河组 低温雨雪冰冻 500

39 白阳镇 老庄村 张和帮 一般户 6 老庄村老庄组 低温雨雪冰冻 1800

40 白阳镇 老庄村 袁固 一般户 1 老庄村海河组 低温雨雪冰冻 700

41 白阳镇 老庄村 申应强 一般户 3 老庄村海河组 低温雨雪冰冻 700

42 白阳镇 老庄村 申应平 一般户 4 老庄村海河组 低温雨雪冰冻 400

43 白阳镇 老庄村 袁士程 一般户 6 老庄村海河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44 白阳镇 老庄村 袁继政 一般户 2 老庄村海河组 低温雨雪冰冻 400

45 白阳镇 老庄村 杨占英 一般户 1 老庄村海河组 低温雨雪冰冻 200

46 白阳镇 老庄村 张彩秀 一般户 2 老庄村海河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47 白阳镇 老庄村 叶红丽 一般户 3 老庄村海河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48 白阳镇 陡坡村 姬文怀 一般户 6 陡坡村堡子沟队 低温雨雪冰冻 1800

49 白阳镇 陡坡村 姬秀军 其他困难户 4 陡坡村堡子沟队 低温雨雪冰冻 1400

50 白阳镇 陡坡村 姬秀虎 一般户 4 陡坡村堡子沟队 低温雨雪冰冻 1400

51 白阳镇 陡坡村 姬登榜 一般户 6 陡坡村堡子沟队 低温雨雪冰冻 1600

52 白阳镇 陡坡村 杨克成 一般户 4 陡坡村虎岔队 低温雨雪冰冻 1400

53 白阳镇 陡坡村 张耀儒 一般户 2 陡坡村虎岔队 低温雨雪冰冻 1400

54 白阳镇 陡坡村 张金成 一般户 4 陡坡村虎岔队 低温雨雪冰冻 2000

55 白阳镇 陡坡村 陈克会 一般户 7 陡坡村虎岔队 低温雨雪冰冻 1600

56 白阳镇 陡坡村 杨永会 其他困难户 4 陡坡村全岔队 低温雨雪冰冻 2000



57 白阳镇 陡坡村 李志平 一般户 5 陡坡村虎岔队 低温雨雪冰冻 1600

58 白阳镇 陡坡村 姬秀文 其他困难户 5 陡坡村堡子沟队 低温雨雪冰冻 1500

59 白阳镇 陡坡村 史有乾 其他困难户 6 陡坡村虎岔队 低温雨雪冰冻 1700

60 白阳镇 陡坡村 张耀有 一般户 2 陡坡村虎岔队 低温雨雪冰冻 1500

61 白阳镇 陡坡村 文玉花 其他困难户 2 陡坡村陡坡队 低温雨雪冰冻 1600

62 白阳镇 余沟村 禹存海 其他困难户 4 上阳洼队095号 房屋损坏 2500

63 白阳镇 余沟村 陈瑞广 一般户 2 杨树峁队168号 房屋损坏 2000

64 白阳镇 余沟村 韩连萍 一般户 5 杨树峁队181号 临时救助 2000

65 白阳镇 余沟村 余龙贵 一般户 2 杨树峁队201号 房屋损坏 500

66 白阳镇 余沟村 杨金贵 其他困难户 4 黑刺沟队157号 房屋损坏 1000

67 白阳镇 余沟村 杨志聪 一般户 5 杨树峁队190号 临时救助 500

68 白阳镇 余沟村 赵全奎 其他困难户 4 杨树峁队186号 临时救助 1500

69 白阳镇 余沟村 李国 其他困难户 4 上阳洼队095号 房屋损坏 2000

70 白阳镇 南山村 张生文 一般户 6 南山村山庄队 低温冷冻玉米 2500

71 白阳镇 南山村 兰生奎 一般户 4 南山村沟咀队 低温冷冻玉米 1000

72 白阳镇 南山村 任世乾 低保户 4 南山村河南队 低温冷冻玉米 1500

73 白阳镇 南山村 邓占虎 一般户 2 南山村马湾队
低温冷冻红梅

杏
1000

74 白阳镇 南山村 余占仓 其他困难户 7 南山村沟咀队 低温冷冻玉米 2500

75 白阳镇 南山村 任卫荣 一般户 2 南山村河南队
低温冷冻红梅

杏
1000

76 白阳镇 南山村 张宗明 一般户 7 南山村山庄队 低温冷冻玉米 500

77 白阳镇 南山村 兰古拜 一般户 5 南山村沟咀队 低温冷冻玉米 600

78 白阳镇 南山村 赵炳学 其他困难户 5 南山村沟咀队 低温冷冻玉米 1400

79 白阳镇 刘台村 袁继德 其他困难户 4 刘台村梁湾组 低温雨雪冰冻 500

80 白阳镇 刘台村 席生忠 低保户 2 刘台村梁湾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81 白阳镇 刘台村 袁继科 其他困难户 4 刘台村梁湾组 低温雨雪冰冻 400

82 白阳镇 刘台村 马沛银 其他困难户 4 刘台村梁湾组 低温雨雪冰冻 450

83 白阳镇 刘台村 袁继彩 其他困难户 3 刘台村梁湾组 低温雨雪冰冻 450

84 白阳镇 刘台村 席生银 其他困难户 4 刘台村梁湾组 低温雨雪冰冻 500

85 白阳镇 刘台村 马生祥 低保户 4 刘台村梁湾组 低温雨雪冰冻 550

86 白阳镇 刘台村 袁继珍 其他困难户 7 刘台村梁湾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87 白阳镇 刘台村 袁继智 低保户 2 刘台村梁湾组 低温雨雪冰冻 450



88 白阳镇 刘台村 袁继先 其他困难户 4 刘台村梁湾组 低温雨雪冰冻 450

89 白阳镇 刘台村 袁继成 其他困难户 2 刘台村梁湾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90 白阳镇 刘台村 袁继太 其他困难户 4 刘台村梁湾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91 白阳镇 刘台村 孙建军 其他困难户 3 刘台村美渠组 低温雨雪冰冻 450

92 白阳镇 刘台村 王建军 其他困难户 3 刘台村美渠组 低温雨雪冰冻 400

93 白阳镇 刘台村 杨德军 其他困难户 4 刘台村美渠组 低温雨雪冰冻 400

94 白阳镇 刘台村 张宝珠 其他困难户 6 刘台村美渠组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95 白阳镇 刘台村 杨德明 其他困难户 3 刘台村美渠组 低温雨雪冰冻 650

96 白阳镇 刘台村 孙建国 其他困难户 3 刘台村美渠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97 白阳镇 刘台村 张奇强 低保户 4 刘台村美渠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98 白阳镇 刘台村 张靖清 其他困难户 2 刘台村雷岔组 低温雨雪冰冻 600

99 白阳镇 刘台村 张立荣 其他困难户 5 刘台村雷岔组 低温雨雪冰冻 450

100 白阳镇 刘台村 任生萍 其他困难户 3 刘台村雷岔组 低温雨雪冰冻 500

101 白阳镇 刘台村 陈生军 其他困难户 1 刘台村雷岔组 低温雨雪冰冻 6000

102 白阳镇 白岔村 王会贤 其他困难户 6 白岔村党岔组 低温雨雪冰冻 2000

103 白阳镇 白岔村 韩文广 其他困难户 3 白岔村古庄组 低温雨雪冰冻 1600

104 白阳镇 白岔村 贾林瑞 低保户 3 白岔村白岔组 低温雨雪冰冻 1700

105 白阳镇 白岔村 李文霞 其他困难户 2 白岔村白岔组 低温雨雪冰冻 2000

106 白阳镇 白岔村 徐如光 一般户 1 白岔村姚湾组 低温雨雪冰冻 1300

107 白阳镇 白岔村 贾正仓 一般户 5 白岔村姚湾组 低温雨雪冰冻 1700

108 白阳镇 白岔村 宋占满 一般户 2 白岔村姚湾组 低温雨雪冰冻 1500

109 白阳镇 白岔村 景维兰 其他困难户 6 白岔村老庄队 低温雨雪冰冻 2000

110 白阳镇 白岔村 宋占荣 一般户 4 白岔村姚湾队 低温雨雪冰冻 1700

111 白阳镇 白岔村 吴 龑 其他困难户 6 白岔村党岔组 低温雨雪冰冻 1400

112 白阳镇 白岔村 高正乾 其他困难户 5 白岔村下岔组 低温雨雪冰冻 1500

113 白阳镇 白岔村 梁生玉 其他困难户 6 白岔村梁岔组 低温雨雪冰冻 1600

114 白阳镇 任湾村 任万宁 一般户 2 任湾村任湾队 低温冷冻 1000

115 白阳镇 任湾村 任五桢 低保户 2 任湾村北山队 低温冷冻 2000

116 白阳镇 任湾村 李志英 其他困难户 1 任湾村任湾队 低温冷冻 2000

117 白阳镇 任湾村 李尚兵 其他困难户 2 任湾村李河队 低温冷冻 1000

118 白阳镇 任湾村 张文录 一般户 2 任湾村北山队 低温冷冻 2000



119 白阳镇 任湾村 任万清 其他困难户 2 任湾村任湾队 低温冷冻 600

120 白阳镇 任湾村 韩彩梅 其他困难户 2 任湾村任湾队 低温冷冻 600

121 白阳镇 任湾村 张步兵 一般户 3 任湾村李河队 低温冷冻 600

122 白阳镇 任湾村 张文科 一般户 3 任湾村北山队 低温冷冻 1000

123 白阳镇 任湾村 任万福 低保户 4 任湾村北山队 低温冷冻 1000

124 白阳镇 任湾村 李俊发 低保户 2 任湾村北山队 低温冷冻 600

125 白阳镇 任湾村 安志山 低保户 2 任湾村李河队 低温冷冻 600

126 白阳镇 任湾村 张彩霞 其他困难户 1 任湾村李河队 低温冷冻 600

127 白阳镇 任湾村 安有文 返贫监测对象 6 任湾村李河队 低温冷冻 600

128 白阳镇 任湾村 韩并会 一般户 3 任湾村北山队 低温冷冻 1000

129 白阳镇 任湾村 刘世喜 返贫监测对象 3 任湾村刘河队 低温冷冻 1000

130 白阳镇 任湾村 任万署 其他困难户 5 任湾村北山队 低温冷冻 1000

131 白阳镇 任湾村 李俊财 一般户 2 任湾村北山队 低温冷冻 600

132 白阳镇 任湾村 李尚珠 其他困难户 2 任湾村李河队 低温冷冻 600

133 白阳镇 任湾村 张步伟 低保户 7 任湾村北山队 低温冷冻 1000

134 白阳镇 任湾村 安亮明 低保户 2 任湾村李河队 低温冷冻 600

135 白阳镇 任湾村 李尚珍 其他困难户 1 任湾村李河队 低温冷冻 500

136 白阳镇 任湾村 张海儒 一般户 4 任湾村李河队 低温冷冻 800

137 白阳镇 任湾村 张步铎 一般户 2 任湾村李河队 低温冷冻 500

138 白阳镇 任湾村 任兆学 低保户 4 任湾村北山队 低温冷冻 500

139 白阳镇 任湾村 任兆东 低保户 4 任湾村北山队 低温冷冻 500

140 白阳镇 任湾村 杨小平 低保户 3 任湾村刘河队 低温冷冻 700

141 白阳镇 崾岘村 海雅妮 其他困难户 2 崾岘村黑窑滩队279-1号 低温雨雪冰冻 1400

142 白阳镇 崾岘村 海正生 其他困难户 2 崾岘村黑窑滩队255号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43 白阳镇 崾岘村 姬少兰 其他困难户 5 崾岘村前洼队187号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44 白阳镇 崾岘村 姬文清 其他困难户 6 崾岘村陈儿山队341号 低温雨雪冰冻 2000

145 白阳镇 崾岘村 马文珍 低保户 2 崾岘村前洼队226号 低温雨雪冰冻 600

146 白阳镇 崾岘村 姬文礼 其他困难户 2 崾岘村前洼队196号 低温雨雪冰冻 800

147 白阳镇 崾岘村 吴志俊 低保户 2 崾岘村前庄队024-1号 低温雨雪冰冻 1200

148 白阳镇 崾岘村 何克成 低保户 2 崾岘村前庄队075号 低温雨雪冰冻 1200

149 白阳镇 崾岘村 张耀兰 低保户 1 崾岘村前庄队020号 低温雨雪冰冻 600



150 白阳镇 崾岘村 喜志忠 低保户 2 崾岘村前庄队034号 低温雨雪冰冻 600

151 白阳镇 崾岘村 景秀发 低保户 2 崾岘村前庄队048-1号 低温雨雪冰冻 600

152 白阳镇 崾岘村 吴志荣 低保户 2 崾岘村前庄队067号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53 白阳镇 崾岘村 杨治元 低保户 2 崾岘村后庄队111号 低温雨雪冰冻 800

154 白阳镇 崾岘村 李万盆 其他困难户 6 崾岘村后庄队145号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55 白阳镇 崾岘村 韩秀梅 低保户 1 崾岘村后庄队157号 低温雨雪冰冻 800

156 白阳镇 崾岘村 杨万成 低保户 3 崾岘村后庄队127号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57 白阳镇 崾岘村 海文成 低保户 2 崾岘村黑窑滩队237-1号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58 白阳镇 崾岘村 马步清 低保户 1 崾岘村陈儿山队299-1号 低温雨雪冰冻 600

159 白阳镇 崾岘村 马步林 低保户 1 崾岘村陈儿山队289号 低温雨雪冰冻 600

160 白阳镇 崾岘村 姬文仓 低保户 1 崾岘村陈儿山队331-1号 低温雨雪冰冻 600

161 白阳镇 崾岘村 姬邵芳 其他困难户 3 崾岘村陈儿山队325号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62 白阳镇 崾岘村 姬明亮 低保户 1 崾岘村前洼队189号 低温雨雪冰冻 600

163 白阳镇 崾岘村 杨龙 低保户 2 崾岘村后庄队092号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64 白阳镇 姜洼村 张育衔 其他困难户 5 姜洼村陈山组 低温雨雪冰冻 1200

165 白阳镇 姜洼村 任得仓 低保户 2 姜洼村陈山组 低温雨雪冰冻 600

166 白阳镇 姜洼村 王志仁 低保户 7 姜洼村陈山组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67 白阳镇 姜洼村 王俊礼 一般户 4 姜洼村陈山组 低温雨雪冰冻 600

168 白阳镇 姜洼村 郭天雄 低保户 8 姜洼村姜洼组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69 白阳镇 姜洼村 席鸿祥 其他困难户 2 姜洼村姜洼组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70 白阳镇 姜洼村 郭天新 低保户 3 姜洼村姜洼组 低温雨雪冰冻 600

171 白阳镇 姜洼村 康继学 一般户 3 姜洼村狼山组 低温雨雪冰冻 1600

172 白阳镇 姜洼村 袁继银 一般户 7 姜洼村狼山组 低温雨雪冰冻 800

173 白阳镇 姜洼村 宗勇君 一般户 2 姜洼村狼山组 低温雨雪冰冻 600

174 白阳镇 姜洼村 张俊琪 其他困难户 6 姜洼村狼山组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75 白阳镇 姜洼村 袁继海 一般户 4 姜洼村狼山组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76 白阳镇 姜洼村 刘正刚 其他困难户 4 姜洼村陈山组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77 白阳镇 玉洼村 雷秉虎 低保户 3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玉洼村

火盖楞队113号
低温雨雪冰冻 1500

178 白阳镇 玉洼村 王春芳 一般户 3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玉洼村

王新庄队056-1号
低温雨雪冰冻 2000

179 白阳镇 玉洼村 高怀忠 一般户 4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玉洼村

高山庄队164号
低温雨雪冰冻 2500

180 白阳镇 玉洼村 刘  忠 其他困难户 4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玉洼村

高山庄队155-1号
低温雨雪冰冻 600



181 白阳镇 玉洼村 李有明 低保户 4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玉洼村

火盖楞队079号
低温雨雪冰冻 2500

182 白阳镇 玉洼村 马志山 其他困难户 7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玉洼村

陈儿山队026-1号
低温雨雪冰冻 1500

183 白阳镇 玉洼村 李万智 其他困难户 2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玉洼村

火盖楞队098-2号
低温雨雪冰冻 1500

184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秀得 一般户 4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300

185 白阳镇 姬山村 马风忠 一般户 2 姬山村里队 低温雨雪冰冻 300

186 白阳镇 姬山村 马风科 其他困难户 2 姬山村里队 低温雨雪冰冻 300

187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秀得 其他困难户 8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400

188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秀成 一般户 4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89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玉武 一般户 4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800

190 白阳镇 姬山村 马世怀 其他困难户 8 姬山村里队 低温雨雪冰冻 500

191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玉明 一般户 2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200

192 白阳镇 姬山村 马均荣 一般户 5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193 白阳镇 姬山村 马成青 其他困难户 7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500

194 白阳镇 姬山村 海耀兰 其他困难户 3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200

195 白阳镇 姬山村 张万兰 一般户 1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300

196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秀仁 一般户 5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2400

197 白阳镇 姬山村 姬文智 一般户 3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200

198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秀刚 一般户 5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300

199 白阳镇 姬山村 马均元 一般户 6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300

200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秀银 一般户 6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1500

201 白阳镇 姬山村 海国兰 一般户 3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900

202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秀恩 一般户 5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300

203 白阳镇 姬山村 海恒林 一般户 3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200

204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玉军 一般户 3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2400

205 白阳镇 姬山村 马世杰 一般户 5 姬山村里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206 白阳镇 姬山村 马忠 一般户 5 姬山村里队 低温雨雪冰冻 200

207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玉来 一般户 5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200

208 白阳镇 姬山村 姬勇 一般户 3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200

209 白阳镇 姬山村 姬文奎 其他困难户 4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400

210 白阳镇 姬山村 海燕 一般户 2 姬山村里队 低温雨雪冰冻 200

211 白阳镇 姬山村 姬文学 一般户 2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300



212 白阳镇 姬山村 马成华 一般户 5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300

213 白阳镇 姬山村 姬文祥 一般户 4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200

214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秀仁 一般户 2 姬山村里队 低温雨雪冰冻 200

215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秀青 一般户 6 姬山村里队 低温雨雪冰冻 2400

216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秀成 其他困难户 6 姬山村里队 低温雨雪冰冻 300

217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玉荣 其他困难户 3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2400

218 白阳镇 姬山村 马青龙 一般户 4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400

219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秀明 一般户 5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300

220 白阳镇 姬山村 姬秀成 一般户 4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300

221 白阳镇 姬山村 姬文富 一般户 2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2400

222 白阳镇 姬山村 海殿虎 一般户 5 姬山村后路队 低温雨雪冰冻 28000

223 白阳镇 中庄村 赫建平 一般户 6 中庄村大岔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20

224 白阳镇 中庄村 杨树明 其他困难户 4 中庄村崖崾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225 白阳镇 中庄村 姬有平 其他困难户 6 中庄村大岔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50

226 白阳镇 中庄村 李俊峰 一般户 4 中庄村柳台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80

227 白阳镇 中庄村 李维弟 一般户 2 中庄村虎洼队 低温雨雪冰冻 1100

228 白阳镇 中庄村 李维君 一般户 3 中庄村虎洼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60

229 白阳镇 中庄村 马进海 其他困难户 3 中庄村大岔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40

230 白阳镇 中庄村 邵登轮 一般户 4 中庄村大岔队 低温雨雪冰冻 1100

231 白阳镇 中庄村 杨科 其他困难户 3 中庄村崖崾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50

232 白阳镇 中庄村 杨树仓 一般户 5 中庄村崖崾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233 白阳镇 中庄村 杨伟 一般户 3 中庄村崖崾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30

234 白阳镇 中庄村 杨元玉 一般户 3 中庄村崖崾队 低温雨雪冰冻 1100

235 白阳镇 中庄村 杨志刚 其他困难户 3 中庄村崖崾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60

236 白阳镇 中庄村 杨治富 其他困难户 4 中庄村崖崾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20

237 白阳镇 中庄村 杨治和 其他困难户 4 中庄村崖崾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40

238 白阳镇 中庄村 杨治山 一般户 4 中庄村柳台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70

239 白阳镇 中庄村 余正奇 其他困难户 7 中庄村阳洼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30

240 白阳镇 中庄村 张应军 其他困难户 5 中庄村阳洼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50

241 白阳镇 中庄村 余林 一般户 4 中庄村阳洼队 低温雨雪冰冻 1100

242 白阳镇 中庄村 杨孔春 其他困难户 4 中庄村崖崾队 低温雨雪冰冻 1000



243 白阳镇 姚河村 梁昆 一般户 4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500

244 白阳镇 姚河村 杨志忠 一般户 4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245 白阳镇 姚河村 杨珺 一般户 4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246 白阳镇 姚河村 马芙蓉 一般户 3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247 白阳镇 姚河村 杨正龙 一般户 3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400

248 白阳镇 姚河村 何万梅 一般户 3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500

249 白阳镇 姚河村 梁东 一般户 5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400

250 白阳镇 姚河村 杨正权 一般户 5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500

251 白阳镇 姚河村 张云霞 一般户 4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400

252 白阳镇 姚河村 姚姓李 一般户 4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400

253 白阳镇 姚河村 杨志恒 一般户 4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500

254 白阳镇 姚河村 杨志龙 一般户 4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400

255 白阳镇 姚河村 师旭辉 一般户 4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256 白阳镇 姚河村 韩梅 一般户 4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257 白阳镇 姚河村 杨静山 低保户 5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500

258 白阳镇 姚河村 梁宗平 一般户 4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500

259 白阳镇 姚河村 杨静和 一般户 4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400

260 白阳镇 姚河村 李超 一般户 5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261 白阳镇 姚河村 时等琴 一般户 4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400

262 白阳镇 姚河村 梁嵩 一般户 4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500

263 白阳镇 姚河村 刘维兵 一般户 3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400

264 白阳镇 姚河村 张杰 一般户 5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265 白阳镇 姚河村 梁安 一般户 4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400

266 白阳镇 姚河村 梁永博 一般户 4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500

267 白阳镇 姚河村 杨彦道 低保户 3 姚河村小河口组 低温雨雪冰冻 300

268 白阳镇 周沟村 许君 其他困难户 2 许沟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69 白阳镇 周沟村 许自武 其他困难户 2 许沟队 低温雨雪冰冻 700

270 白阳镇 周沟村 马秀章 其他困难户 2 张磨队 低温雨雪冰冻 700

271 白阳镇 周沟村 张治川 一般户 3 张磨队 低温雨雪冰冻 700

272 白阳镇 周沟村 方如东 其他困难户 3 张磨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73 白阳镇 周沟村 方治宝 其他困难户 4 张磨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74 白阳镇 周沟村 谢国新 其他困难户 2 张磨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75 白阳镇 周沟村 乔玉忠 其他困难户 3 张磨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76 白阳镇 周沟村 贾德付 一般户 2 大沟湾队 低温雨雪冰冻 700

277 白阳镇 周沟村 赵科 低保户 2 大沟湾队 低温雨雪冰冻 700

278 白阳镇 周沟村 贾志科 其他困难户 2 大沟湾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79 白阳镇 周沟村 丰敬 其他困难户 6 王沟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80 白阳镇 周沟村 张敬 其他困难户 3 王沟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81 白阳镇 周沟村 丰国盛 其他困难户 3 王沟队 低温雨雪冰冻 700

282 白阳镇 周沟村 张耀忠 其他困难户 2 赵河队 低温雨雪冰冻 700

283 白阳镇 周沟村 王国福 低保户 1 赵河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84 白阳镇 周沟村 王生伟 其他困难户 2 赵河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85 白阳镇 周沟村 王天升 其他困难户 2 赵河队 低温雨雪冰冻 700

286 白阳镇 周沟村 汪玉玺 其他困难户 6 赵河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87 白阳镇 周沟村 张富军 一般户 5 赵河队 低温雨雪冰冻 700

288 白阳镇 周沟村 王用心 其他困难户 2 赵河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89 白阳镇 周沟村 张维龙 其他困难户 7 赵河队 低温雨雪冰冻 700

290 白阳镇 周沟村 王志刚 其他困难户 4 赵河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91 白阳镇 周沟村 赵国玉 其他困难户 3 周沟队 低温雨雪冰冻 700

292 白阳镇 周沟村 赵跃 一般户 6 周沟队 低温雨雪冰冻 700

293 白阳镇 周沟村 景全智 一般户 3 周沟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94 白阳镇 周沟村 丰志忠 其他困难户 4 周沟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95 白阳镇 周沟村 赵国学 其他困难户 3 周沟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96 白阳镇 周沟村 张登莲 一般户 1 李寨队 低温雨雪冰冻 700

297 白阳镇 周沟村 李志高 低保户 5 李寨队 低温雨雪冰冻 700

298 白阳镇 周沟村 李正荣 低保户 4 李寨队 低温雨雪冰冻 600

299 白阳镇 周沟村 李文秀 其他困难户 1 大沟湾队 低温雨雪冰冻 1600

300 白阳镇 罗堡村 罗有科 一般户 6 罗堡村罗庄组 低温雨雪冰冻 2200

301 白阳镇 罗堡村 高士荣 一般户 2 罗堡村槐沟组 低温雨雪冰冻 2000

302 白阳镇 罗堡村 张如龙 低保户 4 罗堡村崾岘组 低温雨雪冰冻 1900

303 白阳镇 罗堡村 罗贵科 一般户 6 罗堡村罗庄组 低温雨雪冰冻 2100

304 白阳镇 罗堡村 刘治伟 一般户 4 罗堡村庙掌组 低温雨雪冰冻 2200



305 白阳镇 罗堡村 郑君义 一般户 2 罗堡村崾岘组 低温雨雪冰冻 1800

306 白阳镇 罗堡村 韩伟 一般户 4 罗堡村曹沟组 低温雨雪冰冻 2000

307 白阳镇 罗堡村 贾生平 一般户 4 罗堡村庙掌组 低温雨雪冰冻 2300

308 白阳镇 罗堡村 杨建平 一般户 3 罗堡村曹沟组 低温雨雪冰冻 2100

309 白阳镇 罗堡村 刘进财 低保户 4 罗堡村罗庄组 低温雨雪冰冻 1800

310 白阳镇 罗堡村 刘凡 一般户 2 罗堡村罗庄组 低温雨雪冰冻 1900

311 白阳镇 罗堡村 罗有宏 一般户 4 罗堡村罗庄组 低温雨雪冰冻 1800

312 白阳镇 罗堡村 黄玉秀 低保户 2 罗堡村庙掌组 低温雨雪冰冻 2000

313 白阳镇 罗堡村 刘治忠 一般户 4 罗堡村庙掌组 低温雨雪冰冻 1900

314 白阳镇 罗堡村 杨志楠 低保户 2 罗堡村曹沟组 地质灾害 6000

315 白阳镇 罗堡村 董忠兰 其他困难户 4 罗堡村庙掌组 地质灾害 6000

316 白阳镇 罗堡村 史云生 其他困难户 6 罗堡村庙掌组 地质灾害 6000

317 白阳镇 阳洼村 王娟 一般户 3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阳洼村

郭岔队297-1号
地质灾害 2000

318 白阳镇 阳洼村 郑维栋 低保户 2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阳洼村

祁岔队354号
低温雨雪冰冻 2000

319 白阳镇 阳洼村 海连龙 一般户 4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阳洼村

冯台队075号
地质灾害 2000

320 白阳镇 阳洼村 刘志强 一般户 4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阳洼村

阳洼队160号
低温雨雪冰冻 2000

321 白阳镇 阳洼村 张杰 一般户 4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阳洼村

菜台队282-3号
低温雨雪冰冻 2500

322 白阳镇 阳洼村 海保俊 低保户 3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阳洼村

上湾队065号
地质灾害 2500

323 白阳镇 阳洼村 姜世发 低保户 6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阳洼村

郭岔队307号
低温雨雪冰冻 2500

324 白阳镇 阳洼村 祁勇 一般户 4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阳洼村

菜台队273-1号
低温雨雪冰冻 2500

325 白阳镇 阳洼村 祁占洲 低保户 2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阳洼村

菜台队277号
低温雨雪冰冻 2000

326 白阳镇 阳洼村 张占新 低保户 4
宁夏彭阳县白阳镇阳洼村

后岔队212号
低温雨雪冰冻 2000

36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