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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公告
!!!!!!请以下贷款户"担保人#见报后抓紧时间归还贷款$否则将依法起诉清收% 单位!元
社名 借款人 住址 贷款金额 借款日期 到期日期 担保人 经放员

城郊 郑中林 郸城县
#"$$$'$$ "$$(&)&#! "$$!&)&#!

赵桂荣 李学忠

城郊 刘文红 郸城县
"($$$*$$ "$$(+)&#) "$$!&)&#)

赵玉荣 李学忠

城郊 杨 英 郸城县
"$$$$$*$$ "$$(&)&"" "$$!&)&""

郭东红 谷自忠

城郊 贾文中 郸城县
"$$$$*$$ "$$(&)&", "$$!&)&",

田素真 谷自忠

城郊 赵元朝 郸城县
",$$$*$$ "$$(&)&"! "$$!&)&"!

杨庆良 杨家庆

城郊 赵春天 郸城县
#"$$$*$$ "$$(&)&"! "$$!&)&"!

郭兰英 杨家庆

城郊 孙四强 郸城县
#,$$$*$$ "$$(&)&") "$$!&)&")

钱彩霞 朱 锋

城郊 曹从志 郸城县
"$$$$*$$ "$$(&)&-$ "$$!&)&-$

徐水连 朱 锋

城郊 徐其平 郸城县
,$$$$*$$ "$$(&#$&" "$$!&#$&"

徐克平 朱 锋

城郊 王 云 郸城县
-$$$$*$$ "$$(&#$&" "$$!&#$&"

徐克永 朱 锋

城郊 刘太平 郸城县
"$$$$*$$ "$$(&#$&## "$$!&#$&##

张秀花 杨家庆

城郊 刘学印 郸城县
.$$$$*$$ "$$(+#$+#( "$$!+#$+#(

张爱英 杨精华

城郊 郭效力 郸城县
.%$$$*$$ "$$(+#$+#( "$$!+#$+#(

王西运 王西付

城郊 王西富 郸城县
.!$$$*$$ "$$(+#$+#! "$$!+#$+#!

王广海 杨精华

城郊 周明兰 郸城县
,$$$$*$$ "$$(+#$+#! "$$!+#$+#!

王超新 李学忠

城郊 刘玉英 郸城县
.)$$$*$$ "$$(+#$+#) "$$!+#$+#)

王西金 杨精华

城郊 舒 华 郸城县
,$$$$*$$ "$$(+#$+#) "$$!+#$+#)

张北风 朱 锋

城郊 孙兰芝 郸城县
-$$$$*$$ "$$(+#$+#) "$$!+#$+#)

高洪勇 杨家庆

城郊 刘花萍 郸城县
,$$$$*$$ "$$(+#$+"$ "$$!+#$+"$

王永臣 杨精华

城郊 刘俭荣 郸城县
.$$$$*$$ "$$(+#$+"$ "$$!+#$+"$

王永林 杨精华

城郊 王富强 郸城县
.,$$$*$$ "$$(+#$+"$ "$$!+#$+"$

王学庆 杨精华

城郊 夏三英 郸城县
.,$$$*$$ "$$(+#$+"$ "$$!+#$+"$

王永勤 王西付

城郊 吕 瑞 郸城县
.)$$$*$$ "$$(+#$+"$ "$$!+#$+"$

王全国 朱 锋

城郊 于来军 郸城县
.)$$$*$$ "$$(+#$+"$ "$$!+#$+"$

赵子山 朱 锋

城郊 闫 峰 郸城县
#$$$$*$$ "$$(+#$+". "$$!+#$+".

储家振 杨精华

城郊 赵东生 郸城县
.)$$$*$$ "$$(+#$+"% "$$!+#$+"%

张金环 朱 锋

城郊 安敬申 郸城县
.!$$$*$$ "$$(+#$+"% "$$!+#$+"%

斩玉玲 朱 锋

城郊 朱士杰 郸城县
.)$$$*$$ "$$(+#$+"% "$$!+#$+"%

朱光梅 朱 锋

城郊 朱心灵 郸城县
.!$$$*$$ "$$(+#$+"( "$$!+#$+"(

范勇兰 朱 锋

城郊 朱新红 郸城县
.)$$$*$$ "$$(+#$+"( "$$!+#$+"(

朱红梅 朱 锋

城郊 朱明良 郸城县
.!$$$*$$ "$$(+#$+"( "$$!+#$+"(

郑秀芝 朱 锋

城郊 朱好廷 郸城县
.!$$$*$$ "$$(+#$+"! "$$!+#$+"!

郑素英 朱 锋

城郊 韩洪清 郸城县
,$$$$*$$ "$$(+#$+"! "$$!+#$+"!

刘素英 朱 锋

城郊 范银萍 郸城县
#.$$$*$$ "$$(+#$+-$ "$$!+#$+-$

贾明智 谷自忠

城郊 郑林华 郸城县
.)$$$*$$ "$$(+#$+-$ "$$!+#$+-$

侯秋霞 朱 锋

城郊 郑瑞成 郸城县
.)$$$*$$ "$$(+#$+-$ "$$!+#$+-$

朱彩虹 朱 锋

城郊 韩鹏飞 郸城县
,$$$$*$$ "$$(+#$+-$ "$$!+#$+-$

王芝英 朱 锋

城郊 王超虎 郸城县
.!$$$*$$ "$$(+#$+-$ "$$!+#$+-$

罗秀云 朱 锋

城郊 赵丽娜 郸城县
-$$$$*$$ "$$(+##+- "$$!+##+-

谷 钰 谷自忠

城郊 王其田 郸城县
!$$$*$$ "$$(+##+, "$$!+##+!

孙凤英 杨精华

纪元 刘 峰 法院
-$$$$*$$ #)),+(+-# #)),+##+-$

张晓桂

纪元 刘 杰 电业局家属院
,$$$$*$$ "$$#+"+". "$$"+"+".

李海涛 刘保荣

纪元 夏明生 人大家属院
",$$$$*$$ "$$"+#"+-$ "$$-+#"+-$

张显荣 张 斌

纪元 胡中明 城关
"

组
#!$$$*$$ "$$-+%+#- "$$-+#"+#-

刘 梅 张 斌

纪元 赵洪军 城关镇北关
-$$$$*$$ "$$-+%+#! "$$-+#"+#!

王超杰 张 斌

纪元 刘仲强 县城南大街
!"

号
#,$$$*$$ "$$-+#$+# "$$.+)+-$

孙善涛 张 斌

纪元 罗明奎 城郊乡
"%$$*$$ "$$.+#+" "$$,+#+"

杨培军 信 东

纪元 张明立 城关镇南关一组
-$$$$*$$ "$$.+#+( "$$,+#+(

郝素霞

纪元 付光君 城关镇王寨村
-$$$$*$$ "$$.+#+( "$$,+#+(

谢金凤 杨士云

纪元 郑瑞富 宁平镇郑庄村
-$$$$*$$ "$$.+#+) "$$,+#+)

张庆云 杨士云

纪元 张修山 城关镇建设东街
-$$$$*$$ "$$.+#+#$ "$$,+#+#$

张庆云 杨士云

纪元 赵大伟 城关镇北关
-$$$$*$$ "$$.+#+## "$$.+#"+##

张威威 李 林

纪元 张小丽 城关镇建设
-$$$$*$$ "$$.+#+#" "$$,+#+#"

赵红光 杨士云

纪元 刘香连 秋渠乡
-$$$$*$$ "$$.+#+#" "$$,+#+#"

张修山 杨士云

纪元 张丙银 城关镇南街
-$$$$*$$ "$$.+"+( "$$,+"+(

张培俊 杨士云

纪元 李 云 农机公司家属院
-$$$$*$$ "$$.+"+( "$$,+"+(

刘明德 杨士云

纪元 丁永志 城关镇吉祥街
!$$$*$$ "$$.+"+#% "$$.+#"+#%

石艳荣 张 斌

纪元 王继红 城关镇胜利街
,

号
-$$$$*$$ "$$.+"+"$ "$$,+"+"$

刘明德 杨士云

纪元 谢学连 城关镇王楼
-$$$$*$$ "$$.+"+"$ "$$,+"+"$

王长敬 杨士云

纪元 钱红梅 城关镇英庄
#$$$$*$$ "$$.+"+"! "$$,+"+"!

王西才 杨士云

纪元 张刘军 城关镇南关
-$$$$*$$ "$$.+-+# "$$,+-+#

王超兰 杨士云

纪元 焦好润 新华路中段
"$$$$*$$ "$$.+-+! "$$.+#"+!

黄 娜 郑云岗

纪元 王广红 城关镇北街
-$$$$*$$ "$$.+-+! "$$.+#"+!

王道清 张 斌

纪元 周明亮 城关镇建设街
-

号
-$$$$*$$ "$$.+-+#, "$$,+-+#,

赵先水 杨士云

纪元 刘保成 城关镇支农街
)

号
-$$$$*$$ "$$.+-+#, "$$,+-+#,

张建立 杨士云

纪元 王 强 城关镇一高家属院
-$$$$*$$ "$$.+-+#% "$$,+-+#%

陈增良 杨士云

纪元 王景邦 新华西路
-$$$$*$$ "$$.+-+#% "$$,+-+#%

赵 军 杨士云

纪元 鲁 伟 城关镇东街
.,$$$*$$ "$$.+-+"$ "$$.+#"+"$

鲁建设 张 斌

纪元 徐 任 城关镇西大街
--

号
-$$$$*$$ "$$.+-+", "$$,+-+",

郭 侠 杨士云

纪元 姚英伟 城关镇西大街
-!

号
-$$$$*$$ "$$.+-+", "$$,+-+",

豆 娜 杨士云

纪元 王 伟 城关镇西大街
-,

号
-$$$$*$$ "$$.+-+", "$$,+-+",

刘翠荣 杨士云

纪元 王增良 城关镇英庄
-$$$$*$$ "$$.+-+"( "$$,+-+"(

陈 丽 杨士云

纪元 王 俊 城关镇英庄
-$$$$*$$ "$$.+-+"( "$$,+-+"(

罗素琴 杨士云

纪元 刘永青 城关镇王寨村
-$$$$*$$ "$$.+-+"( "$$,+-+"(

郭自风 杨士云

纪元 马克兰 城关镇北环路
#-

号
-$$$$*$$ "$$.+-+"( "$$,+-+"(

张胜利 杨士云

纪元 许卫华 城关镇幸福街
%

号
-$$$$*$$ "$$.+.+# "$$,+.+#

赵朝中 杨士云

纪元 王传奎 城关镇坟后庄
-$$$$*$$ "$$.+.+" "$$,+.+"

姚云林 杨士云

纪元 王素华 城关镇人民路
!!

号
"$$$$*$$ "$$.+.+. "$$,+.+.

王素灵 刘保荣

纪元 刘翠荣 城关镇西大街
#!

号
-$$$$*$$ "$$.+.+% "$$,+.+%

王新凤 杨士云

纪元 韩付行 城关镇南大街
.$

号
-$$$$*$$ "$$.+.+#" "$$.+#$+#"

陈 丽 杨士云

纪元 刘志华 城关镇支农街
-$

号
-$$$$*$$ "$$.+.+#" "$$,+.+#"

于翠英 杨士云

纪元 张桂芝 城关镇北街
#"

号
-$$$$*$$ "$$.+.+#. "$$,+.+#.

张春明 刘保荣

纪元 刘 梅 汲冢镇黄竹园村
-$$$$*$$ "$$.+.+#, "$$,+.+#,

刘 灵 杨士云

纪元 杨金英 城关镇西街
-%

号
-$$$$*$$ "$$.+.+#% "$$,+.+#%

胡中明 杨士云

纪元 刘明礼 城关镇西环路
#$$$$*$$ "$$.+.+#( "$$,+.+#(

王俊华 钱新建

纪元 巴俊杰 巴集乡巴周庄
#$$$$*$$ "$$.+.+"$ "$$,+.+"$

王冬冬 杨士云

纪元 马文军 城关镇马庄
-$$$$*$$ "$$.+.+"$ "$$,+.+"$

巴超军 杨士云

纪元 张海涛 城关镇夏庄
-$$$$*$$ "$$.+.+"$ "$$,+.+"$

张玉英 杨士云

纪元 王超军 城关镇英庄
-$$$$*$$ "$$.+.+"$ "$$,+.+"$

黄秋玲 杨士云

纪元 王冬梅 城关镇新华西路
-$$$$*$$ "$$.+.+". "$$,+.+".

马文建 杨士云

纪元 赵秀莲 城关镇建设路
#"

号
-$$$$*$$ "$$.+.+"( "$$,+#"+"(

纪元 张高奇 城关镇纺织品家属院
.),$$*$$ "$$.+.+"! "$$,+.+"!

秦秀英 信 东

纪元 朱彩兰 城关镇建设路
"#

号
#$$$$*$$ "$$.+.+") "$$,+.+")

张田丰 杨士云

纪元 赵先广 城关镇交通路
"

号
.),$$*$$ "$$.+.+") "$$,+.+")

张苏英 信 东

纪元 李保荣 城关镇东街
#,+%

号
-$$$$*$$ "$$.+,+# "$$,+,+#

张保福 杨士云

纪元 张艳丽 城关镇西环路
$%.

号
-$$$$*$$ "$$.+,+# "$$,+,+#

张满仓 杨士云

纪元 赵 筠 郸城县?河北
"

号
-$$$$*$$ "$$.+,+# "$$,+,+#

徐桂英 钱新建

纪元 张 琦 城关镇建设东街
.,$$$*$$ "$$.+,+" "$$,+,+"

周全德 杨士云

#)

号

纪元 赵爱华 城关镇交通路
-$$$$*$$ "$$.+,+, "$$,+,+,

赵 文 信 东

纪元 张同红 城关镇张小庄
-$$$$*$$ "$$.+,+( "$$,+,+(

张彩霞 杨士云

纪元 王运峰 城关镇王庄
#$$$$*$$ "$$.+,+( "$$,+,+(

刘玉东 李 林

纪元 张守堂 城关镇夏庄
-$$$$*$$ "$$.+,+! "$$,+,+!

刘相军 杨士云

纪元 刘华清 城关镇西街
-$$$$*$$ "$$.+,+) "$$,+,+)

陈桂云 李 林

纪元 单云礼 郸城县西街
"$$$$*$$ "$$.+,+#$ "$$,+,+#$

李 娟 王玉杰

纪元 罗永华 城关镇英庄
-$$$$*$$ "$$.+,+## "$$,+,+##

王素兰 杨士云

纪元 王洪山 城关镇英庄
-$$$$*$$ "$$.+,+## "$$,+,+##

王 飞 杨士云

纪元 郝兰云 城关镇交通路
-$$$$*$$ "$$.+,+## "$$,+,+##

尹 兵 杨士云

纪元 张刘功 城关镇夏庄
"$$$$*$$ "$$.+,+## "$$,+,+##

张先林 信 东

纪元 王自中 城关镇王楼村
-$$$$*$$ "$$.+,+#" "$$,+,+#"

王丽丽 杨士云

纪元 王东风 城关镇王楼村
-$$$$*$$ "$$.+,+#" "$$,+,+#"

杨乾学 杨士云

纪元 罗素梅 城关镇建设街王楼
-$$$$*$$ "$$.+,+#" "$$,+,+#"

曹西忠 杨士云

纪元 刘永杰 城关镇新华西路
".

号
-$$$$*$$ "$$.+,+#- "$$,+,+#-

王云霞 杨士云

纪元 王海忠 城关镇北街
"$

号
"$$$$*$$ "$$.+,+"! "$$,+,+"!

赵红梅 信 东

纪元 王俊海 城郊乡马腰庄
,$$$*$$ "$$.+,+"! "$$,+,+"!

王兆震 信 东

纪元 李秀花 城关镇王楼行政村
-$$$$*$$ "$$.+%+! "$$,+%+!

杨东宣 杨士云

纪元 王晓卫 城关镇交通路英庄
#$$$$*$$ "$$.+%+) "$$,+%+)

张国亮 杨士云

纪元 王 柯 宁平镇大王庄
-$$$$*$$ "$$.+%+#, "$$,+%+#,

孙雅楠 杨士云

纪元 张秀云 宁平镇刘竹园行政村
-$$$$*$$ "$$.+%+#, "$$,+%+#,

牛金领 杨士云

纪元 冯庆斋 城关镇人民路
"

号
-$$$$*$$ "$$.+%+"- "$$,+%+"-

韩献礼 钱新建

纪元 刘相臣 城郊王老家丁庄
-$$$$*$$ "$$.+(+# "$$,+(+#

郑 萍 郑云岗

纪元 刘德荣 城关镇农业局家属院
-$$$$*$$ "$$.+(+# "$$,+(+#

段小花 钱新建

纪元 赵立柱 城关镇人民路
-%

号
-$$$$*$$ "$$.+(+" "$$,+(+"

赵立柱 钱新建

纪元 刘久敬 李庄
#$$$$*$$ "$$.+(+- "$$,+(+-

陈素芝 申 健

纪元 徐 勇 商贸城
##

区
.

号
-$$$$*$$ "$$.+(+( "$$,+(+(

胡庆芝 郑云岗

纪元 于劲松 城关镇长寿街
-$$$$*$$ "$$.+(+#. "$$,+(+#.

信桂荣 王玉杰

纪元 孙 文 西环路南段
"$$$$*$$ "$$.+(+#, "$$,+(+#,

徐少华 郑云岗

纪元 陈建场 商业局
-$$$$*$$ "$$.+(+"$ "$$,+(+"$

赵国顺 杨士云

纪元 王文忠 西大街
-$$$$*$$ "$$.+(+"$ "$$,+(+"$

单向东 杨士云

纪元 许爱红 城关镇幸福路
##

号
-$$$$*$$ "$$.+(+"" "$$,+(+""

韩乾月 郑云岗

纪元 范增山 城关镇幸福路
#!

号
-$$$$*$$ "$$.+(+"" "$$,+(+""

孟宪礼 钱新建

纪元 王留杰 城关镇王楼村
-$$$$*$$ "$$.+(+"- "$$,+(+"-

孙宁宁 王玉杰

纪元 马永忠 城郊乡马侯庄
",$$$*$$ "$$.+!+" "$$,+!+"

马建军 信 东

纪元 王洪利 李庄
),$$$*$$ "$$.+!+, "$$,+!+,

王洪军 申 健

纪元 刘永全 城关镇幸福街
#

号
"$$$$*$$ "$$.+!+% "$$,+!+%

谢自林 郑云岗

纪元 刘鸿章 城关镇南关三组
"$$$$*$$ "$$.+!+% "$$,+!+%

刘 亮 信 东

纪元 李振富 城关镇西环路
$(#

号
-$$$$*$$ "$$.+!+! "$$,+.+!

胡西堂 刘保荣

纪元 吴建军 幸福路郸政
#

号楼
-$$$$*$$ "$$.+!+#- "$$,+!+#-

林洁 钱新建

纪元 吴 华 幸福路郸政
#

号楼
-$$$$*$$ "$$.+!+#- "$$,+!+#-

刘金贤 钱新建

纪元 王浩凡 城关镇英庄
-$$$$*$$ "$$.+!+#. "$$,+!+#.

张道全 杨士云

纪元 牛海涛 吴台镇牛岭行政村
-$$$$*$$ "$$.+!+#. "$$,+!+#.

王彦军 杨士云

纪元 韩 芳 西街
),$$$*$$ "$$.+!+#, "$$,+!+#,

王洪军 申 健

纪元 胡振功 幸福东路
)(

号
"%$$$*$$ "$$.+!+#) "$$,+!+#)

赵 伟 郑云岗

纪元 王洪同 城关镇南街
"

组
-$$$$*$$ "$$.+!+#) "$$,+!+#)

张振学 钱新建

纪元 王山岭 城关镇北大街
-$$$$*$$ "$$.+!+"$ "$$,+!+"$

张国亮 杨士云

纪元 张体亮 西环路
-$$$$*$$ "$$.+!+"$ "$$,+!+"$

张桂荣 杨士云

纪元 王清德 北大街
"(

号
-$$$$*$$ "$$.+!+"$ "$$,+!+"$

刘桂英 杨士云

纪元 于 刚 城关镇物价局院
"$$$$*$$ "$$.+!+"$ "$$,+!+"$

杨继军 李 林

纪元 王洪林 城关镇李庄
-$$$$*$$ "$$.+!+"$ "$$,+!+"$

王洪军 申 健

纪元 单刘建 钱店镇前胡村
-$$$$*$$ "$$.+!+"# "$$,+!+"$

崔秀兰 杨士云

纪元 王刘峰 城关镇英庄
-$$$$*$$ "$$.+!+"# "$$,+!+"$

刘 静 杨士云

纪元 李汝亮 城关镇李庄
"$$$$*$$ "$$.+!+"" "$$,+!+""

李志强 申 健

纪元 韩富妮 城关镇南街
-$$$$*$$ "$$.+!+"- "$$,+!+"-

杨同良 钱新建

纪元 黄立广 秋渠乡北张庄
-$$$$*$$ "$$.+!+", "$$,+!+",

徐其民 郑云岗

纪元 王洪军 新华路西段路南
),$$$*$$ "$$.+!+", "$$,+!+",

程爱春 申 健

纪元 王现民 支农路北街
#%!

号
-$$$$*$$ "$$.+!+"% "$$,+!+"%

王 建 李 林

纪元 张红霞 城关镇胡庄
-$$$$*$$ "$$.+!+"% "$$,+!+"%

杨晓阳 钱新建

纪元 徐汝堂 城关镇北大街
-$$$$*$$ "$$.+!+"( "$$,+!+"(

李钦兰 郑云岗

纪元 刘祖荣 城关镇北街
.$$$$*$$ "$$.+!+") "$$,+!+-$

时金芳 张 斌

纪元 周洪亮 西大街
"

号胡同
-$$$$*$$ "$$.+)+" "$$,+)+"

付志国 钱新建

纪元 刘卫杰 北街
#"$$$*$$ "$$.+)+" "$$,+)+"

马 里 张 斌

纪元 邱家勋 城关镇新华西路
-$$$$*$$ "$$.+)+#$ "$$,+)+#$

杨庆龙 钱新建

纪元 刘向东 城关镇
"%$$$*$$ "$$.+)+#" "$$,+)+#"

杨红霞 钱新建

纪元 李玉新 城关镇吉祥街
#!

号
-$$$$*$$ "$$.+)+#- "$$,+-+#-

任新才 钱新建

纪元 郑孝忠 吉祥
"

胡同
.

号
-$$$$*$$ "$$.+)+#. "$$,+-+#.

张春英 钱新建

纪元 周海陆 城关镇南关
-

组
-$$$$*$$ "$$.+)+#. "$$,+-+#.

胡胜利 钱新建

纪元 李 杰 城关镇支农北街
#.

号
-$$$$*$$ "$$.+)+#. "$$,+-+#.

胡艳伟 钱新建

纪元 史爱荣 城关镇建设东街
-$$$$*$$ "$$.+)+#. "$$,+)+#.

杨 飞 张 斌

纪元 王克献 城关镇西街
-$$$$*$$ "$$.+)+#% "$$,+)+#%

李秀英 张 斌

纪元 韩彩虹 城关镇支农路
#%

号
-$$$$*$$ "$$.+)+#! "$$,+)+#!

刘 申 信 东

纪元 刘学发 城关镇支农路
#%!

号
-$$$$*$$ "$$.+)+#! "$$,+)+#!

韩凤梅 信 东

纪元 徐红梅 城关镇支农南路
-$$$$*$$ "$$.+)+"- "$$,+)+"-

王传艺 杨士云

纪元 宋克成 城郊乡宋庄
"$$$$*$$ "$$.+)+". "$$,+)+.

冯 敏 郑云岗

纪元 黄 建 城关镇北街
"!$$$*$$ "$$.+)+"! "$$,+)+"!

马庆英 张 斌

纪元 黄绍明 城关镇人民南路
",

号
")$$$*$$ "$$.+)+"! "$$,+)+"!

刘香莲 张 斌

纪元 于荣花 郸城县
#)$$$*$$ "$$.+)+"! "$$,+)+"!

钱立群

纪元 马庆英 城关镇支农北街
"!$$$*$$ "$$.+)+-$ "$$,+)+-$

黄绍明 张 斌

纪元 刘香莲 西环南路三高宿舍
"!$$$*$$ "$$.+)+-$ "$$,+)+-$

黄 健 张 斌

纪元 王陆军 城关镇李庄一组
-$$$$*$$ "$$.+#$+( "$$,+#$+(

赵凤兰 信 东

纪元 程金玉 城关镇交通路
#"%

号
-$$$$*$$ "$$.+#$+#" "$$,+#$+#"

刘 斌 钱新建

纪元 杨建伟 城郊乡杨庄
-$$$$*$$ "$$.+#$+#- "$$,+#$+#-

曹 桂 钱新建

纪元 王知春 南丰镇
-$$$$*$$ "$$.+#$+#, "$$,+#$+#,

马祖连 钱新建

纪元 郭 燕 城关镇街前路
-$$$$*$$ "$$.+#$+"$ "$$,+#$+"$

张修兴 杨士云

纪元 张 磊 城关镇庆丰路
-$$$$*$$ "$$.+#$+"$ "$$,+#$+"$

刘文忠 杨士云

纪元 王诚文 城关支农南街
"$

号
-$$$$*$$ "$$.+#$+"# "$$,+#$+"#

房 俊 李 林

纪元 曹秀兰 城关镇西街
",$$$*$$ "$$.+#$+"# "$$,+#$+"#

李志峰 申 健

纪元 杨月霞 城关镇幸福路
#$

号
-$$$$*$$ "$$.+#$+". "$$,+#$+".

罗 丹 钱新建

纪元 王金花 双楼乡杨楼村
",$$$*$$ "$$.+#$+", "$$,+#$+",

谢兰彬 钱新建

纪元 陈 宏 虎岗乡虎岗村
-$$$$*$$ "$$.+#$+") "$$,+#$+")

陈 奇 信 东

纪元 陈 奇 商业局家属院
-$$$$*$$ "$$.+#$+-$ "$$,+#$+-$

陈 宏 信 东

纪元 王胜利 城关镇行政路
-$$$$*$$ "$$.+#$+-$ "$$,+#$+-$

纪元 赵建设 宁平镇张集村
-$$$$*$$ "$$.+#$+-$ "$$,+#$+-$

纪元 徐 磊 城关镇西环路
$%%

号
-$$$$*$$ "$$.+#$+-$ "$$,+#$+-$

纪元 张高奇 纺织品家属院
-$$$$*$$ "$$.+##+( "$$,+##+(

纪元 赵美荣 向阳市场
-$$$$*$$ "$$.+##+( "$$,+##+(

范秀荣 张 斌

纪元 陈素芝 劳动局家属院
-$$$$*$$ "$$.+##+( "$$,+##+(

张高奇 张 斌

纪元 鲁学俊 县城西环路
-$$$$*$$ "$$.+##+( "$$,+##+(

赵美容 张 斌

纪元 范秀荣 城关镇
-$$$$*$$ "$$.+##+! "$$,+##+!

张高奇 张 斌

纪元 阎学章 城关镇东大街
"(

号
-$$$$*$$ "$$.+##+! "$$,+##+!

张高奇 张 斌

纪元 周文献 城关镇南关一组
-$$$$*$$ "$$.+##+! "$$,+##+!

赵美容 张 斌

纪元 陈素芝 西环路劳动局家属院
-$$$$*$$ "$$.+##+) "$$,+##+)

赵美容 张 斌

纪元 范秀荣 城关镇新村街
.)

号
-$$$$*$$ "$$.+##+) "$$,+##+)

张高奇 张 斌

纪元 赵朝林 城关镇西环路
-$$$$*$$ "$$.+##+) "$$,+##+)

赵美容 张 斌

纪元 赵美荣 向阳市场
-$$$$*$$ "$$.+##+) "$$,+##+)

鲁学俊 张 斌

纪元 张高奇 纺织品家属院
-$$$$*$$ "$$.+##+#$ "$$,+##+#$

赵朝林 张 斌

纪元 赵美荣 向阳市场
-$$$$*$$ "$$.+##+#$ "$$,+##+#$

赵鹏飞 张 斌

纪元 阎学章 城关镇东街
"(

号
-$$$$*$$ "$$.+##+#$ "$$,+##+#$

赵美容 张 斌

纪元 赵朝林 城关镇西环路
-$$$$*$$ "$$.+##+#$ "$$,+##+#$

张高奇 张 斌

纪元 周文献 城关镇南关
-$$$$*$$ "$$.+##+#$ "$$,+##+#$

赵美容 张 斌

纪元 张功臣 城关镇东街
-$$$$*$$ "$$.+##+## "$$%+#"+"(

朱晓猜 张 斌

纪元 赵美荣 向阳市场
-$$$$*$$ "$$.+##+## "$$,+##+##

闫学章 张 斌

纪元 周文献 城关镇南关
-$$$$*$$ "$$.+##+## "$$,+##+##

张高奇 张 斌

纪元 陈素芝 劳动局家属院
-$$$$*$$ "$$.+##+## "$$,+##+##

赵美容 张 斌

纪元 贺恒龙 城关镇人民南路
",

号
-$$$$*$$ "$$.+##+") "$$,+"+"!

杨志军 钱新建

纪元 王存良 城关镇英庄
-$$$$*$$ "$$.+##+-$ "$$,+##+-$

王 梅 杨士云

纪元 黄百行 城关镇南关
-

组
",$$$*$$ "$$.+#"+# "$$,+-+#

贺万刚 钱新建

纪元 左金玉 郸城东街
,$$$*$$ "$$.+#"+% "$$,+#"+%

张 斌

纪元 赵朝义 城关镇北环路
!-

号
-$$$$*$$ "$$.+#"+! "$$%+"+!

郭自风 杨士云

纪元 卢福东 城关镇北环路
#!-

号
-$$$$*$$ "$$.+#"+! "$$%+"+!

杜方方 杨士云

纪元 黄宗奇 城关镇北街
#$$$$*$$ "$$.+#"+! "$$,+#"+!

马刘伟 张 斌

纪元 刘 静 胡集乡刘寨村
#$$$$*$$ "$$.+#"+) "$$,+#"+)

刘守义 李 林

纪元 郭玉芝 胡集乡郭庄
-$$$$*$$ "$$.+#"+) "$$%+-+)

王红艳 李 林

纪元 杨显银 城郊乡杨楼村
!"$$*$$ "$$.+#"+#- "$$,+#"+#-

段继业 李 林

纪元 张来军 城关镇交通路
".

号
"$$$$*$$ "$$.+#"+#% "$$,+#"+#%

高 云 郑云岗

纪元 吴梅君 城关镇胜利街残联宿舍
-$$$$*$$ "$$.+#"+#( "$$,+#"+#(

屈桂兰 郑云岗

纪元 徐少华 城关镇东大街
"#

号
",$$$*$$ "$$.+#"+#( "$$,+#"+#(

徐 风 郑云岗

纪元 谢宝山 汲水乡仵庄
"$$$$*$$ "$$.+#"+#( "$$,+#"+#(

于思华 郑云岗

纪元 王 昆 城关镇西大街
,$$$*$$ "$$.+#"+#( "$$,+#"+#(

车秀红 钱新建

纪元 刘建华 城关镇幸福路
,%

号
-$$$$*$$ "$$.+#"+#! "$$%+%+#!

张士彬 杨士云

纪元 张士红 胡集乡晋岗村
-$$$$*$$ "$$.+#"+#) "$$%+%+#)

牛海涛 杨士云

纪元 赵庆芝 胡集乡晋岗村
-$$$$*$$ "$$.+#"+#) "$$%+%+#)

张兵 杨士云

纪元 李亚军 城关镇交通路
".

号
#$$$$*$$ "$$.+#"+"$ "$$,+#"+"$

杨金鼎 李 林

纪元 王 坤 城关镇支农街
"!$$$*$$ "$$.+#"+"$ "$$,+#"+"$

杨继军 钱新建

纪元 禹志杰 城关镇北关
"!$$$*$$ "$$.+#"+"$ "$$,+#"+"$

张俊奇 张 斌

纪元 杜高山 虎岗乡
#,$$$*$$ "$$.+#"+"$ "$$,+#"+"$

梁宗花 张 斌

纪元 田家连 李楼乡田寨村
"$$$$*$$ "$$.+#"+"# "$$,+#"+"#

李 杰 李 林

纪元 王景明 城关镇西大街
-,$$$*$$ "$$.+#"+"# "$$,+#"+"#

刘 忠 钱新建

纪元 杨志军 城关镇西大街
-$$$$*$$ "$$.+#"+"# "$$,+#"+"#

张 峰 钱新建

纪元 于成亮 城关镇南关
"$$$$*$$ "$$.+#"+"" "$$,+#"+""

方志全 钱新建

纪元 王振华 城关镇李庄
"$$$$*$$ "$$.+#"+"" "$$,+#"+""

王 志 钱新建

纪元 王东升 城关镇组织部家属院
-$$$$*$$ "$$.+#"+"- "$$,+#"+"-

方志全 钱新建

纪元 李俊芝 城关镇新村街
.)

号
-$$$$*$$ "$$.+#"+". "$$,+#"+".

张巧兰 郑云岗

纪元 何有俊 城关镇北村
#$$$$*$$ "$$.+#"+". "$$,+#"+".

詹 毓 钱新建

纪元 杨培山 城关镇新华路西段
#-$$$*$$ "$$.+#"+". "$$,+#"+".

范增放 钱新建

纪元 张刘军 城关镇南关
-$$$$*$$ "$$.+#"+"! "$$,+#"+"!

张红梅 信 东

纪元 王进东 城关镇东街
#,$$$*$$ "$$.+#"+") "$$,+#"+")

王殿贵 申 健

纪元 郑周良 北大街
-(

号
".,$$*$$ "$$.+#"+") "$$,+#"+")

王西清 信 东

纪元 赵先水 城关镇南关一组
-$$$$*$$ "$$.+#"+") "$$,+#"+")

张刘军 信 东

纪元 张红梅 城关镇夏庄
-$$$$*$$ "$$.+#"+") "$$,+#"+")

张刘军 信 东

纪元 张培俊 城关镇南关
,,

号
-$$$$*$$ "$$.+#"+") "$$,+#"+")

纪元 李艳华 县文化路
#)(

号
"($$$*$$ "$$.+#"+") "$$,+#"+")

张苏英 信 东

纪元 赵鹏飞 城关镇南关
.)$$$*$$ "$$.+#"+") "$$,+#"+")

张高奇 信 东

纪元 赵朝林 宁平镇张集
.)$$$*$$ "$$.+#"+") "$$,+#"+")

赵先广 信 东

纪元 黄军良 城关镇南头三组
!$$$*$$ "$$.+#"+-$ "$$,+#"+-$

赵爱华 杨士云

纪元 王传芝 城关镇英庄
"$$$$*$$ "$$.+#"+-$ "$$,+#"+-$

张秀丽 杨士云

纪元 翁振志 城关镇支农南街
#$$$$*$$ "$$.+#"+-$ "$$,+#"+-$

李俊英 郑云岗

纪元 王 香 城关镇支农北街
)

号
-$$$$*$$ "$$.+#"+-$ "$$,+#"+-$

翁少辉 郑云岗

纪元 高 健 城关镇新华西路
((

号
-$$$$*$$"$$.+#"+-$ "$$,+#"+-$

田鹏涛 李 林

纪元 刘现锋 城关镇三高宿舍
-$$$$*$$ "$$.+#"+-$ "$$,+#"+-$

晋晓阳 李 林

纪元 林 洁 城关镇交通路
-$$$$*$$ "$$.+#"+-$ "$$,+#"+-$

刘远运 钱新建

纪元 王鸿金 城关镇南关
-$$$$*$$ "$$.+#"+-$ "$$,+#"+-$

赵立桂 钱新建

纪元 刘立良 城关镇交通路
-$$$$*$$ "$$.+#"+-$ "$$,+#"+-$

马 华 钱新建

纪元 刘永滨 城关镇胜利街
-$$$$*$$ "$$.+#"+-$ "$$,+#"+-$

杨海林 钱新建

纪元 张 旭 城关镇交通路
-$$$$*$$ "$$.+#"+-$ "$$,+#"+-$

林 洁 钱新建

纪元 王东林 城关镇幸福路
"$$$$*$$ "$$.+#"+-$ "$$,+#"+-$

范增山 钱新建

纪元 陈桂云 城关镇新华路
")$$$*$$ "$$.+#"+-$ "$$,+#"+-$

杨家军 钱新建

纪元 王国栋 城关镇西大街
-$$$$*$$ "$$.+#"+-$ "$$,+#"+-$

杨东风 钱新建

纪元 倪文平 城关镇新华路
")$$$*$$ "$$.+#"+-$ "$$,+#"+-$

纪元 单家伟 郸城新华路
-$$$$*$$ "$$.+#"+-$ "$$%+"+"!

于素云 张 斌

纪元 郝春来 城关镇南街
-$$$$*$$ "$$.+#"+-$ "$$%+"+"!

周俊虎 张 斌

纪元 于彩成 县城东街
-$$$$*$$ "$$.+#"+-$ "$$,+#"+-$

赫美兰 张 斌

纪元 靳素荣 城关镇向阳街
-$$$$*$$ "$$.+#"+-$ "$$,+#"+-$

赵金发 张 斌

纪元 罗晓华 北街
#"$$$*$$ "$$.+#"+-$ "$$,+#"+-$

张 斌

纪元 王得印 县城北街
#)$$$*$$ "$$.+#"+-$ "$$,+#"+-$

王 丹 张 斌

纪元 王 丹 县城北街
-$$$$*$$ "$$.+#"+-$ "$$,+#"+-$

王德印 张 斌

纪元 楼明新 县城新华路
"$$$$*$$ "$$.+#"+-$ "$$,+#"+-$

纪元 韩 阳 南街
-$$$$*$$ "$$.+#"+-$ "$$,+#"+-$

王广兴 张 斌

纪元 朱胜利 县城西街
-$$$$*$$ "$$.+#"+-$ "$$,+#"+-$

张效军 张 斌

纪元 杨玉春 城郊乡食品宿舍
-$$$$*$$ "$$.+#"+-$ "$$,+#"+-$

周浩然 张 斌

纪元 张同祥 城关镇张庄
-$$$$*$$ "$$.+#"+-$ "$$,+#"+-$

王玉兰 张 斌

纪元 王绍强 县城东街
-$$$$*$$ "$$.+#"+-$ "$$,+#"+-$

单家恒 张 斌

纪元 单家恒 县城新华路
-$$$$*$$ "$$.+#"+-$ "$$,+#"+-$

李 梅 张 斌

纪元 单家胜 宜路镇
-$$$$*$$ "$$.+#"+-$ "$$,+#"+-$

单家恒 张 斌

纪元 张义兰 南关小学
(,$$$*$$ "$$.+#"+-$ "$$,+#"+-$

王拥军 张 斌

纪元 王超界 新华路英庄
"$$$$*$$ "$$.+#"+-$ "$$,+#"+-$

王志勇 张 斌

纪元 朱晓猜 县城东街
#$$$$*$$ "$$.+#"+-$ "$$,+#"+-$

张功臣 张 斌

纪元 杨艳林 城关镇支农北街
-$$$$*$$ "$$,+.+## "$$%+.+##

杨西川 李 林

纪元 周 航 新华西路
,"

号
)$$$*$$ "$$,+.+## "$$%+.+##

纪元 钱永海 钱店镇孙庄
#$$$$*$$ "$$,+.+", "$$%+.+",

张宝芝 李 林

纪元 王 霞 城关镇北关村
#$$$$*$$ "$$,+,+"- "$$%+,+"-

邵士华 杨士云

纪元 黄俊山 城关镇胜利街
,$$$$*$$ "$$,+,+", "$$(+,+",

李红显 信 东

纪元 张玉山 城关镇西大街
,$$$$*$$ "$$,+,+"% "$$(+,+"%

张太青 信 东

纪元 王心中 城关镇北大街
,$$$$*$$ "$$,+,+"% "$$(+,+"%

王玉兰 信 东

纪元 李平玉 城关镇北大街
,$$$$*$$ "$$,+,+"% "$$%+,+"%

信 东

纪元 黄大发 城关镇西街
"" ,$$$$*$$ "$$,+,+"% "$$(+,+"%

黄 山 信 东

纪元 张铁军 城关镇东街
,$$$$*$$ "$$,+,+"( "$$(+,+"(

姜 峰 信 东

纪元 张文华 城关镇胜利街
-

号
,$$$$*$$ "$$,+,+"( "$$(+,+"(

郝 权 信 东

纪元 刘 军 城关镇西大街
-$

号
,$$$$*$$ "$$,+,+"( "$$(+,+"(

王解放 信 东

纪元 赵冬山 城关镇吉祥路
"!

号
,$$$$*$$ "$$,+,+"! "$$(+,+"!

王力工 信 东

纪元 王 锐 城关镇长寿街
-$$$$*$$ "$$,+%+#. "$$%+%+#.

侯云兰 李 林

纪元 宋照远 汲冢镇铁佛店村
,$$$$*$$ "$$,+%+#! "$$(+%+#!

范祖堂 信 东

纪元 许 明 汲冢镇王木村
,$$$$*$$ "$$,+%+#! "$$(+%+#!

孔慧君 信 东

纪元 王 彬 城关镇百货家属楼
-$$$$*$$ "$$,+%+"$ "$$%+%+"$

王兰英 李 林

纪元 张永军 城关镇西大街
-$$$$*$$ "$$,+%+"- "$$%+%+"-

刘金贤 钱新建

纪元 王 瑞 县城北环路
-$$$$*$$ "$$,+%+". "$$%+.+".

赵前进 张 斌

纪元 赵前进 县城北街
-$$$$*$$ "$$,+%+". "$$%+.+".

王瑞贤 张 斌

纪元 杨小亮 虎岗乡杨庄村
#,$$$*$$ "$$,+(+## "$$%+(+##

陈小英 王玉杰

纪元 丁永刚 城关镇
-$$$$*$$ "$$,+(+#- "$$%+(+#-

杨新志 杨士云

纪元 杜青现 城关镇北环路
"$$$$*$$ "$$,+(+#- "$$%+(+#-

邱家勋 钱新建

纪元 张素玲 县城西街
-$$$$*$$ "$$,+(+#! "$$%+(+#!

闫玉明 张 斌

纪元 王东兰 城关镇新华西路中段
#-$$$*$$ "$$,+(+"" "$$%+(+""

张红霞 钱新建

纪元 杨增廷 城关镇第一居民组
,$$$$*$$ "$$,+(+") "$$%+(+")

吴军生 杨士云

纪元 徐 涛 城关镇二桥
,$$$$*$$ "$$,+!+#% "$$%+!+#%

张明太 钱新建

纪元 杨培金 城关镇交通路
#!

号
,$$$$*$$ "$$,+!+"- "$$%+!+"-

焦良福 钱新建

纪元 鲁 伟 石槽乡曹庄
%$$$*$$ "$$,+!+-$ "$$%+!+-$

李梅英 张 斌

纪元 孙 鑫 城关镇新华东路
-$$$$*$$ "$$,+)+- "$$%+)+,

王洪金 钱新建

纪元 黄相臣 城关镇南关街
(

号
#$$$*$$ "$$,+)+( "$$,+##+(

杨新志 杨士云

纪元 段廷林 城关镇北关
,$$$$*$$ "$$,+)+( "$$%+)+(

丁守勤 钱新建

纪元 王建华 城关镇新华西路
,$$$$*$$ "$$,+)+! "$$%+)+!

王志云 钱新建

纪元 王刘忠 城关镇坟后庄
#!$$$*$$ "$$,+)+! "$$%+)+!

胡刘勤 信 东

纪元 王天民 城关镇建设街
,

号
.,$$$*$$ "$$,+)+#$ "$$%+)+#$

段居峰 钱新建

纪元 罗明奎 城关镇罗堂
"%$$$*$$ "$$,+)+"% "$$%+)+"%

王永峰 杨士云

纪元 王 彬 城关镇向阳街
-$$$$*$$ "$$,+)+-$ "$$%+)+-$

罗明山 李 林

纪元 杜 丽 城关镇南关
-$$$$*$$ "$$,+)+-$ "$$%+)+-$

郭 丽 李 林

小学宿舍

纪元 罗西英 城关镇英庄村
.,$$$*$$ "$$,+#$+, "$$%+#$+,

王超廷 杨士云

纪元 王超良 城关镇英庄村
.,$$$*$$ "$$,+#$+, "$$%+#$+,

张道同 杨士云

纪元 王秋艳 胡集乡藕坑村
,$$$$*$$ "$$,+#$+## "$$(+#$+##

黄俊青 信 东

纪元 黄俊杰 汲冢镇黄庄
,$$$$*$$ "$$,+#$+## "$$(+#$+##

谢居田 信 东

纪元 李清福 城关镇新村街
,(

号
"$$$$*$$ "$$,+#$+#- "$$%+#$+#-

张 辉 信 东

社名 借款人 住址 贷款金额 借款日期 到期日期 担保人 经放员 社名 借款人 住址 贷款金额 借款日期 到期日期 担保人 经放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