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2019 年拟使用扶贫小额贷款公示名单

序号 镇（办事处） 村 户主 姓名

1 白马寺镇 周村 郭书钊 郭书钊

2 白马寺镇 周村 郭建卫 郭建卫

3 白马寺镇 周村 郭书欣 郭书欣

4 白马寺镇 周村 郭新军 郭新军

5 白马寺镇 周村 潘从立 潘从立

6 白马寺镇 周村 尤正立 尤银锋

7 科技园办事处 毕沟 解海燕 解海燕

8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牛振永 牛振永

9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张亚妹 潘旭

10 李楼镇 杨村 宋孝先 宋跃辉

11 李楼镇 北王 王要军 王要军

12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张百岁 张光辉

13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张华雷 张华雷

14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张军立 张军立

15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张瑞忠 张雷雷

16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张民锁 张民锁

17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张绍波 张绍波

18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白治民 张桃芬

19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张万章 张万章

20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张炎功 张炎功

21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张彦立 张彦立

22 李楼镇 二北 宗建照 宗建照

23 李楼镇 二北 宗社峰 宗社峰

24 李楼镇 二北 宗运通 宗运通

25 李楼镇 二北 秦跃文 秦跃文

26 李楼镇 二北 阮信江 阮信江

27 李楼镇 二北 宗传贵 宗传贵

28 李楼镇 二北 宗和平 宗洪斌

29 李楼镇 二北 宗留壮 宗留壮



30 李楼镇 二北 宗德照 宗石龙

31 李楼镇 二北 宗温功 宗迎丽

32 李楼镇 二北 宗传周 宗宇超

33 白马寺镇 下黄 张群星 张群星

34 白马寺镇 周村 郭要武 郭要武

35 白马寺镇 周村 马连守 马连守

36 白马寺镇 周村 郭政伟 郭政伟

37 白马寺镇 周村 郭书轩 郭书轩

38 白马寺镇 周村 郭五奎 郭五奎

39 白马寺镇 周村 潘利宾 潘利宾

40 白马寺镇 周村 郭年尚 郭晓辉

41 白马寺镇 周村 郭洪强 郭洪强

42 白马寺镇 周村 郭文豹 郭文豹

43 白马寺镇 周村 郭绍卫 郭绍卫

44 白马寺镇 周村 王六娥 郭进军

45 白马寺镇 周村 尤洞斌 尤绍辉

46 白马寺镇 周村 尤金生 尤巧利

47 白马寺镇 黑王村 王文军 王文军

48 白马寺镇 黑王村 王来宾 王新刚

49 白马寺镇 周村 尤守军 尤守军

50 白马寺镇 周村 尤社伟 尤社伟

51 白马寺镇 下黄 张进伟 张进伟

52 龙门办事处 杜村 董车怀 董车怀

53 龙门办事处 花园村 王利芳 王利芳

54 龙门办事处 花园村 闫少朋 闫少朋

55 龙门办事处 花园村 张存立 冯建娥

56 龙门办事处 杜村 杜少卫 杜少卫

57 龙门办事处 花园村 郭西勤 郭西勤

58 龙门办事处 杜村 杜平邦 杜保飞

59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杜凤香 张社霞

60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朱利伟 王静宜

61 龙门办事处 杜村 刘红军 刘萌萌

62 龙门办事处 花园村 闫恩会 闫恩会

63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张红根 张武朝



64 科技园办事处 毕沟 武洪山 武洪山

65 科技园办事处 毕沟 毕道娃 毕京通

66 科技园办事处 毕沟 毕少飞 毕少飞

67 科技园办事处 毕沟 毕现西 毕静涛

68 科技园办事处 毕沟 毕营振 毕倩倩

69 科技园办事处 毕沟 毕京亮 毕京亮

70 科技园办事处 毕沟 毕灵奇 毕灵奇

71 科技园办事处 毕沟 毕粉菊 陈丽君

72 科技园办事处 毕沟 毕东海 毕东海

73 学府办事处 王山村 王德升 王彦钦

74 科技园办事处 毕沟 毕自立 毕自立

75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张同心 张同心

76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刘秀荣 张建刚

77 龙门办事处 花园村 张高庆 张高庆

78 龙门办事处 花园村 张刚强 张刚强

79 龙门办事处 花园村 王万清 王万清

80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王冬花 张献伟

81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牛俊涛 牛俊涛

82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张利功 张利功

83 学府办事处 田山村 张小芳 张小芳

84 龙门办事处 花园村 王中亮 王金波

85 龙门办事处 花园村 孙占标 孙乾龙

86 龙门办事处 花园村 闫小彦 闫小彦

87 龙门办事处 裴村 张巧丰 田胜利

88 龙门办事处 裴村 周康焕 周康焕

89 龙门办事处 裴村 申淑敏 梁姣姣

90 龙门办事处 裴村 贾喜良 贾琼涛

91 白马寺镇 孔寨 孔文忠 孔文忠

92 白马寺镇 白王 刘运来 刘建洪

93 白马寺镇 孔寨 潘元杰 潘雪平

94 白马寺镇 孔寨 孔三妞 孙琴芳

95 白马寺镇 大里王村 杨爱香 王艳武

96 科技园办事处 小营 董贵堂 董贵堂

97 科技园办事处 小营 董会选 董会选



98 科技园办事处 小营 董书俊 董书俊

99 李楼镇 杨村 马秋菊 何峰涛

100 科技园办事处 小营 李三歌 李三歌

101 李楼镇 杨村 李建钢 李伟歌

102 李楼镇 杨村 刘绍平 刘绍平

103 科技园办事处 小营 卢宗强 卢宗强

104 李楼镇 潘寨 吴豫东 吴豫东

105 李楼镇 潘寨 赵春玲 赵春玲

106 白马寺镇 孔寨 王香兰 孔群旺

107 白马寺镇 孔寨 李利霞 李利霞

108 白马寺镇 孔寨 孔克文 孔朝霞

109 白马寺镇 孔寨 田文周 王翠霞

110 李楼镇 杨村 宋锁建 吴巧丽

111 李楼镇 二北 阮金刚 阮金刚

112 李楼镇 潘寨 张永见 张永见

113 李楼镇 潘寨 肖小彦 肖小彦

114 李楼镇 潘寨 牛会平 牛会平

115 李楼镇 二北 宗天运 宗朝峰

116 科技园办事处 小李屯 白书刚 白敬飞

117 科技园办事处 小营 卢国卫 卢璐璐

118 科技园办事处 溢坡 李四伟 李四伟

119 科技园办事处 溢坡 牛正合 牛治工

120 科技园办事处 溢坡 牛保林 牛灵周

121 科技园办事处 溢坡 朱万彬 朱俊涛

122 李楼镇 杨村 宋二运 宋二运

123 科技园办事处 溢坡 祁五娃 祁江海

124 李楼镇 杨村 叶含丽 叶含丽

125 学府办事处 王山村 贾红咪 贾红咪

126 白马寺镇 孔寨 孔建军 孔建军

127 白马寺镇 孔寨 张竹叶 张新军

128 李楼镇 杨村 宋建勋 宋建勋

129 白马寺镇 孔寨 孔建义 孔建义

130 李楼镇 桃园村 潘小坡 潘小坡

131 龙门办事处 裴村 刘松娥 王雅娟



132 白马寺镇 孔寨 王玲甫 孔令奇

133 白马寺镇 孔寨 赵苗轩 赵苗轩

134 学府办事处 王山村 王献军 王琪琳

135 李楼镇 杨村 何雪峰 何雪峰

136 学府办事处 王山村 侯迎现 侯方华

137 白马寺镇 帽郭村 张锐 张亚阁

138 白马寺镇 孔寨 赵军堂 赵军堂

139 李楼镇 杨村 宋孝治 宋胜鹏

140 白马寺镇 周村 周新科 周万龙

141 白马寺镇 大里王村 田建国 田建国

142 白马寺镇 大里王村 田亚俊 田亚俊

143 白马寺镇 周村 周克敏 周克敏

144 李楼镇 二北 宗忠孝 宗忠孝

145 李楼镇 杨村 刘丽伟 刘丽伟

146 李楼镇 二北 张建花 任社立

147 李楼镇 杨村 宋海楠 宋海楠

148 李楼镇 杨村 张宇飞 张宇飞

149 李楼镇 二北 宗栓虎 宗栓虎

150 李楼镇 二北 宗铁拴 宗云鸽

151 李楼镇 杨村 乔玉凤 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