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文街道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发放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崇文 1 瑶圃村 任增奎 2043

崇文 2 大虢城村 白启荣 1536

崇文 3 居义村 刘秀娥 2067

崇文 4 留义村 刘兴茂 1040

崇文 5 桃园堡村 苏兆年 1487

崇文 6 宋家庄村 任建华 2090

合计 10263 



大孝堡镇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发放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大孝堡 1 霍家堡村 王九龙 988

大孝堡 2 五楼庄村 武国胜 1620

大孝堡 3 郑家营村 段森兰 1739

大孝堡 4 张魏村 任兆龙 1689

大孝堡 5 大孝堡村 张海云 2277

大孝堡 6 西盘粮村 郭志刚 2237

大孝堡 7 东盘粮村 马二元 2062

大孝堡 8 北桥头村 李有生 2268

大孝堡 9 小圪塔村 剌兆龙 971

大孝堡 10 东张庄村 史翠梅 1606

大孝堡 11 马庄营村 李鸿儒 2252

大孝堡 12 芦北村 王铁拴 1752

大孝堡 13 文明村 史俊斌 1702

大孝堡 14 长兴村 王卫平 2266

大孝堡 15 南小堡村 冀凤香 1697

大孝堡 16 长黄村 张国荣 1592

大孝堡 17 程家庄村 袁树威 1653

大孝堡 18 南船头村 石世燕 1643

合计 32014 



杜村乡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发放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杜村 1 东小景村 宋满河 1049

杜村 2 西梁庄村 王瑞军 1255

杜村 3 招携村 李建宏 1088

杜村 4 龙池头村 屈通明 1116

杜村 5 杜村村 师正川 1757

杜村 6 西小景村 武显军 1099

杜村 7 元罡村 石永胜 1222

杜村 8 长安村 师占洲 1044

杜村 9 侯家山村 黄宝生 1251

杜村 10 南岭村 王尚伟 1042

杜村 11 程圪垛村 杜拴虎 1112

杜村 12 北段王村 张兆旺 1165

杜村 13 南段王村 靳广兴 1031

杜村 14 李家庄村 郭存斌 1080

杜村 15 温家垣村 温秀生 1124

杜村 16 石匣社村 田殿绪 1231

杜村 17 白居庄村 任茂佺 1089

杜村 18 昔颉岭村 刘富生 1100

杜村 19 柳窊村 雷雨光 1256

合计 22111 



兑镇镇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发放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兑镇 1 下令狐村 耿瑞芳 1748

兑镇 2 梁家原村 杨培仁 1072

兑镇 3 产树原村 任建章 1131

兑镇 4 新民村 李继贵 1699

兑镇 5 南营村 石明亮 1725

兑镇 6 上吐京村 麻森槐 1712

兑镇 7 桑湾村 杨秀琦 1765

兑镇 8 韩家滩村 李桂忠 1664

兑镇 9 偏店村 苏耀忠 1828

兑镇 10 圪卓头村 赵象义 1760

兑镇 11 郝家寨村 郝桂信 1143

兑镇 12 水峪村 梁明亮 1155

兑镇 13 后洞村 陈小平 1147

兑镇 14 兑镇村 武恩源 2362

兑镇 15 后庄村 刘正兴 2434

兑镇 16 杏野村 武亨伟 1146

兑镇 17 黄文村 张万有 1100

兑镇 18 沟北村 武锦汉 1154

兑镇 19 后沟村 武立攀 1134

兑镇 20 原家庄村 张壮聪 1152

兑镇 21 前岭村 韩仁贵 1055

合计 31086 



高阳镇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发放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高阳 1 大垣村 田兆亮 1857

高阳 2 善吉村 武荣锦 1998

高阳 3 神安村 王有芸 1231

高阳 4 白璧关村 李加新 1758

高阳 5 顺光村 闫祖亮 960

高阳 6 临水村 郭存武 2497

高阳 7 三多村 范定礼 1288

高阳 8 神福村 张文学 1217

高阳 9 贤者村 刘发强 2444

高阳 10 东曹村 郝贞明 1804

高阳 11 西曹村 姚学增 1237

高阳 12 西辛壁村 靳立新 1258

高阳 13 仁义村 宋海剑 1152

高阳 14 下吐京村 吕云孔 2530

合计 23231 



南阳乡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发放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南阳 1 石公村 左尔忠 1156

南阳 2 相王村 王正奎 1430

南阳 3 山头村 王广山 1060

南阳 4 卜家峪村 郭士光 1095

南阳 5 西岭村 郭如库 1057

南阳 6 柴场村 张英库 1117

南阳 7 梧凤村 靳荣平 1157

南阳 8 达苏村 张立寿 1068

南阳 9 西田庄村 田成才 1113

南阳 10 白石崖村 王绍吉 1033

南阳 11 前活丹村 付定俊 1092

南阳 12 盘龙沿村 程光瑞 1127

南阳 13 桑沟村 程冬生 1076

南阳 14 坪子山村 朱伟民 1108

南阳 15 上义棠村 杨二青 1143

南阳 16 沿家山村 刘生宝 1080

南阳 17 温家庄村 王士武 1063

南阳 18 鱼里村 张道荣 1022

南阳 19 大石头村 郭二龙 1071

合计 21068



胜溪湖街道办事处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发放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胜溪湖 1 河底村 武有成 2544

胜溪湖 2 真兴村 邵冀全 1349

胜溪湖 3 宜兴村 张广录 1964

胜溪湖 4 东许村 任天才 1914

胜溪湖 5 西许村 蔡玉森 1388

胜溪湖 6 那庄村 耿小刚 1366

胜溪湖 7 上庄村 王富喜 2029

胜溪湖 8 必独村 孙培风 1330

胜溪湖 9 道相村 李金生 1386

胜溪湖 10 师河底村 张增元 1357

胜溪湖 11 小南庄村 郭增亮 1358

胜溪湖 12 封家峪村 付绒绒 2144

胜溪湖 13 和平庄村 史智耀 1341

胜溪湖 14 寺家庄村 任绍尧 1673

胜溪湖 15 崇源头村 叶朝彪 2047

胜溪湖 16 西尉庄村 陈长荣 1271

胜溪湖 17 东尉庄村 任爱萍 1377

胜溪湖 18 六壁头村 康建兰 1347

胜溪湖 19 永安庄村 那玮 1191

合计 30376



梧桐镇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发放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梧桐 1 中梧桐村 那小琴 1969

梧桐 2 东梧桐村 刘耀文 1684

梧桐 3 北梧桐村 胡天杰 1946

梧桐 4 仁顺村 范树龙 2058

梧桐 5 南曹村 薛智花 2697

梧桐 6 前营村 贺冀寿 2072

梧桐 7 后营村 于振江 1343

梧桐 8 仁坊村 吴延 1240

梧桐 9 新尉屯村 高元保 1902

梧桐 10 旧尉屯村 王向梅 2656

梧桐 11 东王屯村 褚占魁 1731

梧桐 12 中王屯村 薛茂德 1867

梧桐 13 西王屯村 宋建雄 1263

梧桐 14 南姚村 梁建才 2715

梧桐 15 北姚村 张锦堂 2014

梧桐 16 东董屯村 任举贵 1773

梧桐 17 西董屯村 马生復 1386

梧桐 18 岭北村 张铁生 1375

梧桐 19 田家沟村 高小玲 1992

合计 35683



西辛庄镇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发放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西辛庄 1 大王庄村 张贵明 1283

西辛庄 2 杜西沟村 杜桂根 1287

西辛庄 3 杨家沟村 杜江红 1197

西辛庄 4 西泉村 张俊建 1695

西辛庄 5 郝家湾村 郝文庭 1223

西辛庄 6 韩家沿村 马鹏飞 1231

西辛庄 7 辞凡沟村 杨明旺 1308

西辛庄 8 西沟沿村 任铁生 1194

西辛庄 9 宜官村 李贵廷 1264

西辛庄 10 夹道村 张颐平 1295

西辛庄 11 中窊村 王秀富 1118

西辛庄 12 崔家庄村 马保生 1198

西辛庄 13 梁家沿村 付爱生 1289

西辛庄 14 高塘坂村 张春玲 1159

西辛庄 15 面向塔村 王茂廷 1545

西辛庄 16 西辛庄村 张义忠 1721

西辛庄 17 四家坪村 侯文国 1196

西辛庄 18 林林窊村 武星余 1262

西辛庄 19 太子里村 李生林 1331

西辛庄 20 南庄沟村 马永强 1273

西辛庄 21 南上庄村 梁青 1276

西辛庄 22 吴西庄村 吴治善 1305

西辛庄 23 庄沟村 范常兆 1208

西辛庄 24 盆子坡村 韩明生 1324

西辛庄 25 交子里村 武有生 1217

西辛庄 26 王才堡村 范世贤 1681

西辛庄 27 康家沿村 苏冰 1276

西辛庄 28 槐树沟村 武玉洋 1255

西辛庄 29 下马宽村 任士平 1295

西辛庄 30 芦子里村 陶明忠 1066

西辛庄 31 陶口源村 陶明礼 1204

西辛庄 32 兴文村 冯兆云 1202



合计 41378



下堡镇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发放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下堡 1 前庞沟村 田开俊 1457

下堡 2 东岭村 武立茂 1436

下堡 3 安家岭村 魏育忠 1492

下堡 4 赵西沟村 赵钦棠 2249

下堡 5 西程庄村 程光和 2134

下堡 6 胡家窑村 徐祯俭 2652

下堡 7 角盘村 田连棣 2082

下堡 8 后庞沟村 张平 1454

下堡 9 南榆苑村 刘书程 2200

下堡 10 部落村 魏国卉 1471

下堡 11 槐树园村 贾茂龙 1442

下堡 12 上坞头村 田世镜 1416

下堡 13 下卫底村 武士富 1446

下堡 14 官窑村 程海泉 1464

下堡 15 观岭村 田新武 1467

下堡 16 马术岭村 张英春 1435

下堡 17 半沟村 赵焕芝 1451

下堡 18 赵家庄村 赵海生 2146

下堡 19 东田庄村 张英有 1399

下堡 20 魏家沟村 魏德 1463

下堡 21 邀庄村 任德贤 1452

下堡 22 长坡洼村 焦海玉 1479

下堡 23 元金村 焦清孝 1444

下堡 24 石相村 梁兴光 1451

下堡 25 北头村 贾润梅 1430

合计 41012 



下栅乡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发放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下栅 1 下栅村 秦述随 2673

下栅 2 上栅村 母双恩 1463

下栅 3 坛果村 逯爱英 1437

下栅 4 吴圪垛村 霍笑笑 1450

下栅 5 兴跃村 王金狗 1425

下栅 6 王家沟村 王鸿强 1455

下栅 7 恒兴堡村 梁耀德 1443

下栅 8 南辽壁村 范锦川 1433

下栅 9 高仁村 薛正泉 2168

下栅 10 垣头村 武福斌 1310

下栅 11 中原村 李莲忠 1390

下栅 12 东安生村 闫兴强 1440

下栅 13 西安生村 梁志斌 2197

下栅 14 大西庄村 程建生 1390

下栅 15 小西庄村 武仁瑞 1472

下栅 16 西铺头村 任守保 1425

下栅 17 南庄村 董秋元 1404

下栅 18 道陆庄村 薛喜生 1430

下栅 19 南道村 刘麦锁 1381

下栅 20 西沟村 何立新 1441

下栅 21 东铺头村 李保有 1333

下栅 22 南峪村 李麦双 1445

下栅 23 马家岭村 董启生 1423

合计 35428



新义街道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发放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新义 1 张家庄村 梁国满 2471

新义 2 梁家庄村 栗银马 2466

新义 3 贾家庄村 燕钟鸣 2340

新义 4 赵家庄村 杜清涛 2302

新义 5 樊家庄村 贾丕荣 1860

合计 11439 



阳泉曲镇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发放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阳泉曲 1 阳泉曲村 康定武 2131

阳泉曲 2 神宁沟村 张新洋 1428

阳泉曲 3 碾头村 马小刚 1405

阳泉曲 4 马庄村 张能海 2135

阳泉曲 5 师家庄村 侯根生 1421

阳泉曲 6 瓦窑坡村 郭政生 1400

阳泉曲 7 柳湾村 张明星 1396

阳泉曲 8 柏子沟村 侯文辉 1435

阳泉曲 9 克俄村 侯福生 2080

阳泉曲 10 春塔村 王云平 1443

阳泉曲 11 后庄村 郭玉清 1387

阳泉曲 12 仲家山村 霍维新 767

阳泉曲 13 魏南庄村 魏世祥 1411

阳泉曲 14 后山村 靳执珠 1400

阳泉曲 15 甘村村 李爱平 1407

阳泉曲 16 河北村 张久恩 1400

阳泉曲 17 刘王庄村 刘常福 1432

阳泉曲 18 西河底村 张国云 1403

阳泉曲 19 西上庄村 张贵拴 1438

阳泉曲 20 大胜村 侯进卫 1389

阳泉曲 21 核桃窊村 李生斌 1407

阳泉曲 22 教场村 李俊鹏 1386

阳泉曲 23 尹家沿村 尹运建 1407

阳泉曲 24 苏家沿村 侯文珠 1397

阳泉曲 25 西张庄村 赵玉芝 1414

阳泉曲 26 下庄村 李义才 1407

阳泉曲 27 王义庄村 赵作芳 1400

阳泉曲 28 南沟底村 杨大富 1379

阳泉曲 29 老营坪村 张国生 1403

阳泉曲 30 吕居堡村 张立前 1401

阳泉曲 31 安乐村 张二保 1375

阳泉曲 32 禅房头村 李金娥 1428



合计 46512



驿马乡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发放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驿马 1 赵家窊村 程宝旺 1276

驿马 2 山草占村 张增旺 1386

驿马 3 果家原村 田玉英 1331

驿马 4 关家口村 付秀芳 1399

驿马 5 冯家原村 任登云 1253

驿马 6 东大会村 郭高峰 1329

驿马 7 西大会村 刘世文 1308

驿马 8 阳头庄村 刘俊明 1387

驿马 9 大沟村 李宏杰 1350

驿马 10 前驿马村 郭明永 1394

驿马 11 后驿马村 白永强 1373

驿马 12 白马峡村 王明亮 1378

驿马 13 高阜村 付秀莲 1406

驿马 14 寨上村 田敬荣 1368

驿马 15 小原头村 胡万泉 1359

驿马 16 刘家庄村 武建文 1340

驿马 17 孟南庄村 赵光玉 1387

驿马 18 庞庄村 宋殿瑛 1404

驿马 19 燕富曲村 孟方鹏 1282

驿马 20 牛王原村 王永锁 1381

驿马 21 赵家沟村 赵世平 1401

驿马 22 西窊野村 冯文明 1357

驿马 23 宣化原村 赵世生 1342

驿马 24 钮村 赵丽红 1348

驿马 25 李家窊村 李锁平 1411

驿马 26 上荆封村 张郭生 1314

驿马 27 下荆封村 胡永宏 1357

驿马 28 杨圪垛村 李治宁 1401

驿马 29 申家沟村 闫文珠 1368

驿马 30 榆树坪村 董玉贵 1350

驿马 31 堡子上村 董玉平 1369

驿马 32 白家庄村 杨成虎 1381



驿马 33 瓮沟村 赵万文 1318

合计 44808 



振兴街道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领取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振兴 1 司马村 宋书源 2249

振兴 2 北辛安村 刘传松 1166

振兴 3 南辛安村 刘元生 2372

振兴 4 仁智村 霍新明 1792

振兴 5 苏家营村 苏天生 1638

振兴 6 东庄村 武世峰 1840

振兴 7 青义村 任志光 1180

振兴 8 盐锅头村 白艳龙 1731

合计 13968 



中阳楼街道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发放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中阳楼 1 楼东村 韩瑞卿 2041

中阳楼 2 楼西村 张俊香 1649

中阳楼 3 城东村 孟驰贤 2489

中阳楼 4 东关村 李月华 2223

中阳楼 5 北关村 马艳龙 1390

中阳楼 6 一家庄村 那海军 1399

中阳楼 7 新庄村 马志武 2901

中阳楼 8 西关村 苏铁芳 2979

中阳楼 9 八家庄村 曹瑞珍 1391

中阳楼 10 桥南村 刘勇 2689

中阳楼 11 桥北村 王育红 2021

中阳楼 12 尚家庄村 尚淑琴 1418

合计 24590



柱濮镇2019年农村会计绩效发放表
乡镇 编号 村名 会计姓名 实领金额

柱濮 1 下柱濮村 韩明贵 1134 

柱濮 2 上令狐村 宋锦辉 1632 

柱濮 3 贺南沟村 王永茂 1036 

柱濮 4 于家庄村 于清泉 1016 

柱濮 5 任家庄村 任徐生 1064 

柱濮 6 王家庄村 王分耀 1089 

柱濮 7 旺家原村 冯太玉 1114 

柱濮 8 后河村 王银锁 1011 

柱濮 9 子善村 冯永胜 1024 

柱濮 10 大王堡村 武世江 1023 

柱濮 11 门楼窊村 郭有清 1027 

柱濮 12 三河口村 武永红 1095 

柱濮 13 牛郎岭村 温海亮 1049 

柱濮 14 孟家庄村 李明吉 1650 

柱濮 15 大青河村 梁安俊 948 

柱濮 16 小青河村 郭艳珍 1097 

柱濮 17 西沟村 任丽红 1140 

柱濮 18 黑坡沟村 王鹏 1080 

柱濮 19 如来村 柯治亮 1595 

柱濮 20 梁上庄村 梁通武 1074 

柱濮 21 胡家窊村 武建维 1620 

柱濮 22 贺家庄村 武仁拴 1089 

柱濮 23 大窊村 冯太辉 1069 

柱濮 24 庄里村 张兰成 1089 

合计 277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