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丰镇2021年10月高龄老人津贴资金发放册

序号 所属居村 户主 户籍类型 保障人姓名 民族 银行户名 发放金额

1 宝丰居委会 翟其兴 农业户口 翟其兴 汉族 翟其兴 450.0
2 镇关村委会 哈玉花 农业户口 哈玉花 回族 哈玉花 450.0
3 镇关村委会 吴桂花 农业户口 吴桂花 回族 吴桂花 500.0
4 镇关村委会 马少荣 农业户口 马少荣 回族 马少荣 450.0
5 宝丰村委会 何莲花 农业户口 何莲花 回族 何莲花 450.0
6 宝丰村委会 田丰英 农业户口 田丰英 回族 田丰英 500.0
7 宝丰村委会 王梅兰 农业户口 王梅兰 回族 王梅兰 500.0
8 宝丰村委会 王桂芳 农业户口 王桂芳 回族 王桂芳 450.0
9 宝丰村委会 李凤英 农业户口 李凤英 回族 李凤英 450.0
10 宝丰村委会 石秀英 农业户口 石秀英 回族 石秀英 450.0
11 宝丰村委会 何金山 农业户口 何金山 回族 何金山 450.0
12 兴胜村委会 马守成 农业户口 马守成 回族 马守成 450.0
13 兴胜村委会 王淑英 农业户口 王淑英 回族 王淑英 450.0
14 兴胜村委会 马金川 农业户口 马金川 汉族 马金川 450.0
15 兴胜村委会 邵桂英 农业户口 邵桂英 汉族 邵桂英 500.0
16 兴胜村委会 马凤兰 农业户口 马凤兰 回族 马凤兰 450.0
17 兴胜村委会 马凤兰 农业户口 马凤兰 回族 马凤兰 450.0
18 兴胜村委会 张学义 农业户口 张学义 汉族 张学义 500.0
19 兴胜村委会 周少荣 农业户口 周少荣 汉族 周少荣 500.0
20 兴胜村委会 黄翠霞 农业户口 黄翠霞 汉族 黄翠霞 450.0
21 兴胜村委会 翟存山 农业户口 翟存山 汉族 翟存山 450.0
22 兴胜村委会 杨桂英 农业户口 杨桂英 回族 杨桂英 450.0
23 兴胜村委会 周梅兰 农业户口 周梅兰 回族 周梅兰 450.0
24 吴家湾村委会 马兰英 农业户口 马兰英 回族 马兰英 450.0
25 吴家湾村委会 罗维珍 农业户口 罗维珍 回族 罗维珍 450.0
26 吴家湾村委会 吴茂吉 农业户口 吴茂吉 回族 吴茂吉 450.0
27 吴家湾村委会 马兰凤 农业户口 马兰凤 回族 马兰凤 450.0
28 吴家湾村委会 王秀英 农业户口 王秀英 回族 王秀英 450.0
29 吴家湾村委会 王伏林 农业户口 王伏林 回族 王伏林 450.0
30 吴家湾村委会 吴秀英 农业户口 吴秀英 回族 吴秀英 450.0
31 吴家湾村委会 蔡金林 农业户口 蔡金林 汉族 蔡金林 450.0
32 吴家湾村委会 周翠花 农业户口 周翠花 回族 周翠花 450.0
33 吴家湾村委会 何香兰 农业户口 何香兰 回族 何香兰 450.0
34 吴家湾村委会 田玉香 农业户口 田玉香 回族 田玉香 500.0
35 吴家湾村委会 崔梅英 农业户口 崔梅英 汉族 崔梅英 450.0
36 吴家湾村委会 王玉凤 农业户口 王玉凤 汉族 王玉凤 450.0
37 吴家湾村委会 王桂霞 农业户口 王桂霞 汉族 王桂霞 450.0
38 吴家湾村委会 王玉花 农业户口 王玉花 回族 王玉花 450.0
39 吴家湾村委会 杨玉祥 农业户口 杨玉祥 回族 杨玉祥 450.0
40 吴家湾村委会 王秀英 农业户口 王秀英 汉族 王秀英 450.0
41 吴家湾村委会 马生花 农业户口 马生花 回族 马生花 450.0
42 吴家湾村委会 罗正保 农业户口 罗正保 回族 罗正保 450.0
43 吴家湾村委会 吴少山 农业户口 吴少山 回族 吴少山 450.0
44 吴家湾村委会 王学花 农业户口 王学花 汉族 王学花 450.0
45 陆渠村委会 马占荣 农业户口 马占荣 回族 马金兰 450.0
46 陆渠村委会 吴登祥 农业户口 吴登祥 回族 吴登祥 450.0
47 陆渠村委会 金梅花 农业户口 金梅花 回族 金梅花 450.0
48 陆渠村委会 张国祥 农业户口 张国祥 回族 张国祥 450.0
49 陆渠村委会 马进和 农业户口 马进和 回族 马进和 450.0



50 陆渠村委会 丁凤英 农业户口 丁凤英 回族 丁凤英 450.0
51 陆渠村委会 张翠花 农业户口 张翠花 回族 张翠花 500.0
52 陆渠村委会 杨天林 农业户口 杨天林 回族 杨天林 450.0
53 陆渠村委会 何玉花 农业户口 何玉花 回族 何玉花 450.0
54 陆渠村委会 马学贵 农业户口 马学贵 回族 马学贵 450.0
55 陆渠村委会 王梅兰 农业户口 王梅兰 回族 王梅兰 450.0
56 陆渠村委会 牛桂芳 农业户口 牛桂芳 回族 牛桂芳 500.0
57 陆渠村委会 马丙正 农业户口 马丙正 回族 马丙正 450.0
58 陆渠村委会 马玉忠 农业户口 马玉忠 回族 马玉忠 450.0
59 渠羊村委会 吴兰英 农业户口 吴兰英 回族 吴兰英 450.0
60 渠羊村委会 周玉兰 农业户口 周玉兰 回族 周玉兰 450.0
61 渠羊村委会 田玉花 农业户口 田玉花 回族 田玉花 450.0
62 渠羊村委会 何兵学 农业户口 何兵学 回族 何兵学 450.0
63 渠羊村委会 何永清 农业户口 何永清 回族 何永清 450.0
64 渠羊村委会 高梅英 农业户口 高梅英 回族 高梅英 450.0
65 渠羊村委会 何香玲 农业户口 何香玲 回族 何香玲 500.0
66 渠羊村委会 杨兴元 农业户口 杨兴元 回族 杨兴元 450.0
67 渠羊村委会 马凤莲 农业户口 马凤莲 回族 马凤莲 450.0
68 渠羊村委会 马维庭 农业户口 马维庭 回族 马维庭 500.0
69 渠羊村委会 高生录 农业户口 高生录 回族 高生录 450.0
70 渠羊村委会 马香莲 农业户口 马香莲 回族 马香莲 450.0
71 渠羊村委会 吴秀英 农业户口 吴秀英 回族 吴秀英 450.0
72 渠羊村委会 杨金花 农业户口 杨金花 回族 杨金花 500.0
73 渠羊村委会 杨金兰 农业户口 杨金兰 回族 杨金兰 450.0
74 渠羊村委会 何登海 农业户口 何登海 回族 何登海 450.0
75 中方村委会 金巧英 农业户口 金巧英 回族 金巧英 450.0
76 中方村委会 马彦山 农业户口 马彦山 回族 马彦山 450.0
77 中方村委会 马光荣 农业户口 马光荣 回族 马光荣 450.0
78 中方村委会 马兰花 农业户口 马兰花 回族 马兰花 450.0
79 中方村委会 马光福 农业户口 马光福 回族 马光福 450.0
80 中方村委会 王生玉 农业户口 王生玉 回族 王生玉 450.0
81 中方村委会 马学兰 农业户口 马学兰 回族 马学兰 450.0
82 中方村委会 马玉花 农业户口 马玉花 回族 马玉花 450.0
83 中方村委会 金廷瑞 农业户口 金廷瑞 回族 金廷瑞 450.0
84 中方村委会 杨学兰 农业户口 杨学兰 回族 杨学兰 450.0
85 中方村委会 金秀兰 农业户口 金秀兰 回族 金秀兰 450.0
86 中方村委会 吴玉花 农业户口 吴玉花 回族 吴玉花 500.0
87 中方村委会 韩成国 农业户口 韩成国 回族 韩成国 450.0
88 中方村委会 赵丰英 农业户口 赵丰英 回族 赵丰英 450.0
89 中方村委会 王学兰 农业户口 王学兰 回族 王学兰 500.0
90 中方村委会 杨玉梅 农业户口 杨玉梅 回族 杨玉梅 450.0
91 中方村委会 马生玉 农业户口 马生玉 回族 马生玉 450.0
92 中方村委会 杨梅九 农业户口 杨梅九 回族 杨梅九 450.0
93 中方村委会 杨希贵 农业户口 杨希贵 回族 杨希贵 500.0
94 中方村委会 杨桂兰 农业户口 杨桂兰 回族 杨桂兰 450.0
95 中方村委会 王占云 农业户口 王占云 回族 王占云 450.0
96 中方村委会 马秀花 农业户口 马秀花 回族 马秀花 450.0
97 中方村委会 付梅英 农业户口 付梅英 回族 付梅英 450.0
98 中方村委会 金占忠 农业户口 金占忠 回族 金占忠 450.0
99 中方村委会 魏占花 农业户口 魏占花 回族 魏占花 500.0
100 中方村委会 杨玉强 农业户口 杨玉强 回族 杨玉强 450.0
101 中方村委会 马占林 农业户口 马占林 回族 马占林 450.0
102 新渠村委会 马西玉 农业户口 马西玉 回族 马西玉 450.0
103 新渠村委会 丁彦林 农业户口 丁彦林 回族 丁彦林 450.0



104 新渠村委会 吴金龙 农业户口 吴金龙 回族 吴金龙 450.0
105 新渠村委会 杨兰香 农业户口 杨兰香 回族 杨兰香 450.0
106 新渠村委会 马金花 农业户口 马金花 回族 马金花 450.0
107 新渠村委会 丁秀莲 农业户口 丁秀莲 回族 丁秀莲 500.0
108 新渠村委会 马德元 农业户口 马德元 回族 马德元 500.0
109 新渠村委会 吴金山 农业户口 吴金山 回族 吴金山 450.0
110 新渠村委会 杨少华 农业户口 杨少华 回族 杨少华 450.0
111 马家桥村委会 马少先 农业户口 马少先 回族 马少先 450.0
112 马家桥村委会 哈梅花 农业户口 哈梅花 回族 哈梅花 450.0
113 马家桥村委会 马永元 农业户口 马永元 回族 马永元 450.0
114 马家桥村委会 马成元 农业户口 马成元 回族 马成元 450.0
115 马家桥村委会 金桂花 农业户口 金桂花 回族 金桂花 450.0
116 马家桥村委会 丁月香 农业户口 丁月香 回族 丁月香 450.0
117 马家桥村委会 李奋珍 农业户口 李奋珍 回族 李奋珍 450.0
118 马家桥村委会 金翠英 农业户口 金翠英 回族 金翠英 450.0
119 马家桥村委会 杨凤英 农业户口 杨凤英 回族 杨凤英 500.0
120 马家桥村委会 杨会珍 农业户口 杨会珍 回族 杨会珍 500.0
121 马家桥村委会 杨玉花 农业户口 杨玉花 回族 杨玉花 450.0
122 马家桥村委会 哈金花 农业户口 哈金花 回族 哈金花 450.0
123 马家桥村委会 杨秀兰 农业户口 杨秀兰 回族 杨秀兰 500.0
124 马家桥村委会 马少清 农业户口 马少清 回族 马少清 450.0
125 马家桥村委会 马少莲 农业户口 马少莲 回族 马少莲 450.0
126 马家桥村委会 郭兰英 农业户口 郭兰英 回族 郭兰英 500.0
127 马家桥村委会 马少祥 农业户口 马少祥 回族 马少祥 450.0
128 马家桥村委会 何玉莲 农业户口 何玉莲 回族 何玉莲 450.0
129 马家桥村委会 哈月兰 农业户口 哈月兰 回族 哈月兰 450.0
130 马家桥村委会 马秀花 农业户口 马秀花 回族 马秀花 450.0
131 马家桥村委会 白守财 农业户口 白守财 回族 白守财 450.0
132 马家桥村委会 马录 农业户口 马录 回族 马录 4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