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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名 姓 名 住址 贷款金额 贷款日期 到期日期 担保人

巴村支行 杜联会 张庄乡张庄街
3

号院
#.!$$4$$ -$,-$,,. -$,5$,,.

杜东丽 刘国选
巴村支行 崔新朝 巴村镇崔庄村

#

组
!$$$$4$$ -$,-$-,$ -$,5$-,$

崔开亮 崔常法
巴村支行 田小夺 巴村镇双娄田村

,

组
#63$4$$ -$,-$--" -$,5$--6

巴村支行 吕向涛 巴村镇吕刘行政村
!

组
5$$$$4$$ -$,-$--" -$,5$--6

吕坤领 吕朋涛
巴村支行 耿胜利 巴村镇巴南村

-

组
5$$$$4$$ -$,-$#," -$,5$#,"

耿武装 党东亮
巴村支行 杜东丽 巴村镇巴南行政村

,

组
5$$$$4$$ -$,-$.$! -$,5$.$!

党东勇 耿武英
巴村支行 党月广 巴村镇前党行政村

5

组
,$$$$$4$$ -$,-$.-6 -$,5$.-6

党月旦 党考侦
巴村支行 田海建 巴村镇双娄村

3

组
5-3!54$$ -$,-$3,! -$,5$3,!

田江涛 陈小磊
巴村支行 张国军 巴村镇张庄行政村

-

组
-$$$$4$$ -$,-,$-# -$,5,$-#

张将伟 张卫华
巴村支行 吕战洲 巴村镇吕刘村

,$

组
!$$$$4$$ -$,5$,,3 -$,#$,,3

吕占魁 吕新会
巴村支行 党银中 巴村镇大訾村

,

组
5$$$$4$$ -$,5$.,. -$,#$.,.

党三红 杜秋灵
巴村支行 杜黑祥 巴村镇杨楼行政村

,

组
,#$$$4$$ -$,5$.-6 -$,#$.-6

支东伟
巴村支行 党永辉 巴村镇巴南行政村

.

组
!$$$$4$$ -$,5,,-- -$,#,,--

党建广 党高建
巴村支行 刘国民 巴村镇娄庄行政村

!

组
,$$$$$4$$ -$,#$--$ -$,!$--$

邵付军 党铁在
巴村支行 郭松叶 巴村镇朱郭村

#

组
!$$$$4$$ -$,#$5$5 -$,!$5$5

刘小北 刘建华
巴村支行 陈答拉

7

巴村镇
7

大訾村
5

组
#$$$$4$$ -$,#$5,, -$,!$5,,

郭付国 郭四吒
巴村支行 徐文飞 巴村镇大訾村

.

组
,$$$$$4$$ -$,#$5,# -$,!$5,#

訾占强 訾伟听
巴村支行 刘自杰 巴村镇娄庄村

!

组
"!$$$4$$ -$,#$55$ -$,!$55$

徐文中 徐建华
巴村支行 刘连峰 巴村镇前党行政村

#

组
,$$$$$4$$ -$,#$#-" -$,!$#-"

贾银财 袁付强
巴村支行 张高伟 巴村镇董村

.

组
!#!6$4$$ -$,#$.$" -$,!$.$"

党显锋 党继征
巴村支行 党华志 巴村镇前党行政村

-

组
,$$$$$4$$ -$,#$.-. -$,!$.-.

訾中卫 张文正
巴村支行 郭学知 朱郭村

,",.$4$$ -$,#,$-# -$,!,$-#

朱德力 党永笑
巴村支行 邵长江 巴村镇张杨行政村

6

组
,$$$$$4$$ -$,#,$-" -$,!,$-"

郭听华 贺铁钢
巴村支行 訾江怀 巴村镇大訾

-

组
"-$$$4$$ -$,!$5,. -$,.$5,.

袁建伟 邵长超
巴村支行 王风琴 谭庄镇十字井

#

组
,$$$$$4$$ -$,!$5-. -$,.$5-.

訾二民 党功科
白寺 赵玉周 白寺镇天坡村

,5#$$4$$ -$,-$5$3 -$,5$5$3

郭琴
白寺 郭 民 郭庄

#

组
--55"4$$ -$,-$#$. -$,5$#$.

郭福有 郭华东
白寺 范国防 白寺镇范楼村

,3.$$4$$ -$,-$3$# -$,5$3$#

范国营 刘建清
白寺 张想英 白寺镇天坡村

!$$$$4$$ -$,-$3-6 -$,5$3-6

靳建设 周德勤
白寺 范岩辉 范楼村

.$$$$4$$ -$,-$",3 -$,5$",3

范建辉 范建华
白寺 范红中 范楼

!

组
.$$$$4$$ -$,5,$,3 -$,#,$,3

范双建 范战伟
白寺 范长江 范楼

#

组
"!"564$$ -$,#$,-- -$,!$,--

范江波 张连伟
白寺 范 涛 范楼村

,$$$$$4$$ -$,#$!$6 -$,!$!$6

范国红 范自久
白寺 许俊辉 魏桥

3

组
,$$$$$4$$ -$,#$"-" -$,!$"-"

崔中州 孙中州
白寺 郭国法 白寺镇岗叉楼村

!56!$4$$ -$,#$"-" -$,!$"-"

马和平 郭开地
白寺 曹秋旺 乌沟张

,$$$$$4$$ -$,#,$,. -$,!,$,.

侯马 曹二辉
白寺 韩威林 魏桥

,-

组
#-6,#4$$ -$,#,$,3 -$,!,$,3

韩廷栋 韩立涛
白寺 郭离华 木庄村

,$$$$$4$$ -$,!$!-6 -$,!,,-#

郭卫 韩二琴
白寺 范广举 范楼村

6$$$$4$$ -$,#,-$6 -$,!,-$6

范广磊 范孩
白寺 白战争 白庄

-

组
,$$$$$4$$ -$,!$,-6 -$,.$,-6

白合堂 白学会
白寺 郭新合 保平村

,$$$$$4$$ -$,!$,-6 -$,.$,-6

郭腾飞 芦洪娜
白寺 郭辉华 木庄村

,$$$$$4$$ -$,!$-,- -$,.$-,-

张秀娟 郭离华
白寺 马灵辉 北岳

6

组
--,!"4"! -$,!$-,- -$,.$-,-

安士勇 马广涛
白寺 郭二红 岗叉楼

#

组
,$$$$$4$$ -$,!$-,# -$,.$-,#

郭广 吴保红
白寺 郭德收 木庄

5

组
!$$$$$4$$ -$,!$5,- -$,.$5,-

王新 赵梅真 孙国付
白寺 郭树立 木庄

5

组
,$$$$$4$$ -$,!$#$# -$,.$#$#

郭离华 郭花叶
白寺 郭燕涛 郭庄村

"$$$$4$$ -$,!$#,! -$,.$#,!

郭天军 郭付军
白寺 郭翠梅 岗叉楼

,

组
,$$$$$4$$ -$,!$#-, -$,.$#-$

郭军伟 马印
白寺 曹光辉 乌沟张

"

组
-$$$$$4$$ -$,!$!,- -$,.$!,-

杨好德 曹国阵
白寺 崔 刚 火烧楼村

,$$$$$4$$ -$,!$3$5 -$,.$3$5

周革命 崔留印
白寺 范红星 李庄村

,$$$$$4$$ -$,!$3$. -$,.$3$5

郭亚涛 郭江涛
白寺 王素根 李庄村

#.!-!4$$ -$,!$3,! -$,.$3,!

郭高墙 张玉红
白寺 崔留印 火烧楼村

,$$$$$4$$ -$,!$3,3 -$,.$3,3

王素根 崔红阳
白寺 许银中 魏桥村

,$$$$$4$$ -$,!$3-3 -$,.$3-3

范国旗 邓雪灵
白寺 孙海超 魏桥村

,$$$$$4$$ -$,!$6$3 -$,.$6$3

郭辉华 郭离华
白寺 陈战春 舒庄乡钟镇昌

"

组
5$$$$$4$$ -$,!$6,3 -$,.$6,3

李二伟 吴广场 郭高飞
白寺 张建红 北岳村

5$$$$$4$$ -$,!$",3 -$,.$",3

郭鸿宣 靳永伟 王四红
白寺 郭高墙 李庄

6

组
,$$$$$4$$ -$,!,--- -$,.,---

郭线秋 周纪平
城关乡支行 张留锁 陈寨西张庄

!$$$$$4$$ -$,5$.," -$,#$.,"

杨红岗 王汉卿 王建中
城关乡支行 柴礅礅 健康路中段

,$-

号
.#$..4$$ -$,5,,,6 -$,#,,,6

智大勇 张金钟 刘长太
城关乡支行 王丙林 舒庄乡高庄

#

组
!$$$$$4$$ -$,#$.-6 -$,!$.-6

朱光辉 朱朋朋 郭红军 王成山
城关乡支行 王全胜 大井

!

组
,$$$$$4$$ -$,#,$-3 -$,!,$-3

王前进 王海洲 王炯
城关乡支行 肖留恩 城关镇东关

!$$$$$4$$ -$,#,,,$ -$,!,,,$

苏聪聪 王哲 郭如义
城关镇支行 雷 振 章华台路东

,$,

号
!$$$$4$$ -$$3$5,. -$$6$5,.

城关镇支行 武咏攀 城关乡顾楼
,$$$$$4$$ -$,-,$-# -$,5,$-#

杨乾坤 黄建军 刘风刚
城关镇支行 郭大帅 城关乡顾楼

!""6!465 -$,5$,-" -$,#$,-"

李光辉 赵永飞 邹辉
城关镇支行 王天旗 城关乡家庙村

,$$$$$4$$ -$,5$#-5 -$,#$#-5

王铁贵 王和平 董留军
城关镇支行 王战士 城关镇西街

!"66643! -$,5$.-. -$,#$.-.

刘丰 刘艳红 王战勇
城关镇支行 王成军 城关镇改革街

,$$$$$4$$ -$,5,$-# -$,#,$-#

刘艳红 刘丰 王战勇
城关镇支行 张秋霞 五交化家属院

!$$$$$4$$ -$,#$--- -$,!$---

张冬霞 顾军杰 位向阳
城关镇支行 王胜利 算张村

-

组
.,6!"4$$ -$,#$5$# -$,!$5$#

刘狼头 刘学涛 刘胜利
城关镇支行 张彦强 王沟桥村

-

组
!$$$$$4$$ -$,#$#$- -$,!$#$-

王艳林 王飞 王伍
城关镇支行 王长明 城关乡家庙村

,$$$$$4$$ -$,#$.-3 -$,!$.-3

王红周 张广州 王国占
城关镇支行 豆大荣 王沟桥村

.3",!4$$ -$,#,$,. -$,!,$,.

赵彬彬 张巧琴 李红羊
城关镇支行 王光辉 城关乡家庙村

-$$$$$4$$ -$,#,,,5 -$,!,,,5

王亚东 王金叶 王如义
城关镇支行 赵彬彬 行政路西段

-$$$$$4$$ -$,!$-,# -$,.$-,#

赵伟 豆国军 张俊成
城关镇支行 李红羊 东关新村

,$$$$$4$$ -$,!$#-" -$,.$#-$

张秋 赵彬彬 赵天才
城关镇支行 豆 伟 城关乡王沟桥

-$$$$$4$$ -$,!$#5$ -$,.$#-$

李红羊 张俊成 刘三社
城关镇支行 顾海涛 汤庄乡娄冲村

".!"54$$ -$,!$3$3 -$,.$3$3

豆常洲 张松林 杨志
大武支行 刘中朝 大武乡城刘

3

组
#$$$4$$ -$,-$5,$ -$,5$5,$

陈根忘 刘凤衣
大武支行 卢银广 大武乡卢庄

5

组
-!.6,4"- -$,-$.-6 -$,5$.-6

卢大雷 卢高超
大武支行 王自力 大武乡大王村

6

组
,$$$$$4$$ -$,-,,,! -$,5,,,!

王华飞 孙广建
大武支行 李定国 大武街一号院

""".,45" -$,5$35, -$,#$35,

李天新 李稳定
大武支行 杨军产 大武乡雷庄村

.

组
6$$$$4$$ -$,5$65, -$,#$65,

杨高飞 冯长见
大武支行 王景卫 大武乡边王村

"

组
!$$$$4$$ -$,5,,-$ -$,#,,-$

王黑旦 化连云
大武支行 刘付听 大武乡洼刘村

.

组
,$$$$$4$$ -$,5,,-. -$,#,,-.

刘凤利 刘望生
大武支行 刘付累 大武乡洼刘行政村

.

组
!$$$$4$$ -$,5,-$! -$,#,-$!

贾伟涛 刘付听
大武支行 刘泽华 大武乡洼刘

,

组
,$$$$$4$$ -$,#$,-" -$,!$,-"

韩占永 胡红开
大武支行 刘小勇 大武乡洼刘村

5

组
,$$$$$4$$ -$,#$-,, -$,!$-,,

刘建立 刘发洋
大武支行 王全得 大武乡大王

-

组
,-!$$4$$ -$,#$-,3 -$,!$-,3

张豪杰 王雪钢
大武支行 王红平 大武乡焦寨

.

组
,$$$$$4$$ -$,#$--# -$,!$--#

豆高产 王东伟
大武支行 许东勋 大武乡小许

!

组
5$$$$4$$ -$,#$--3 -$,!$--3

许判功 许建设
大武支行 王本立 大武乡边王行政村

,,

组
,$$$$$4$$ -$,#$5$. -$,!$5$.

王铁旦 许卯子
大武支行 贾银芳 大武乡贾庄

.

组
,$$$$$4$$ -$,#$5,$ -$,!$5,$

刘大华 王根成
大武支行 王余粮 大武乡边王

!

组
,$$$$$4$$ -$,#$5,, -$,!$5,,

王铁旦 贾洪海
大武支行 孙盘根 大武乡边李

5

组
,$$$$$4$$ -$,#$5-3 -$,!$5-3

豆文飞 牛怀岗 王怀玉
大武支行 武美周 大武乡大武

-

组
!$$$$4$$ -$,#$#5$ -$,!$#5$

武康广 武高潮
大武支行 张忠良 大武乡固现行政村

,$

组
,3!$$4$$ -$,#$.$" -$,!$.$"

张孝振 张金堂
大武支行 张兵营 大武乡固现村

,,

组
"$$$$4$$ -$,#$3$5 -$,!$3$5

张征国 孙朝阳
大武支行 许建华 大武乡焦寨

-

组
,$$$$$4$$ -$,#$3$# -$,!$3$#

许军长 许发展
大武支行 王群房 大武乡王停铺

,

组
,!$$$$4$$ -$,#,$-" -$,!,$-"

化德成 刘兵涛 贾银芳
大武支行 武肖建 大武乡大武村

!

组
5$$$$$4$$ -$,#,-$# -$,!,-$#

武洪伟 武草伟 武敢闯
大武支行 李建军 大武乡边李村

-

组
-$$$$$4$$ -$,!$#,# -$,.$#,#

李四民 王睿斌 李华伟
邓城支行 范成新 邓城镇程寨村

,

组
5$$$$4$$ -$,-$-," -$,5$-,"

范少帅 范成安
邓城支行 熊同友 邓城镇

.$$$$4$$ -$,-$--, -$,5$--,

张光军 李建军
邓城支行 张得伟 邓城镇杨河行政村

"$$$$4$$ -$,-$--# -$,5$--#

张二伟 许金钱
邓城支行 王学义 邓城镇邓西行政村

.$$$$4$$ -$,-$5,# -$,5$5,#

黄亚光 王学成
邓城支行 段建设 邓城镇李庄行政村

,

组
6$$$$4$$ -$,-$5-- -$,5$5--

段深义 段小光
邓城支行 陈建军 河湾村

"$$$$4$$ -$,-$3-# -$,5$3-#

刘洪涛 叶亚兵 位建春
邓城支行 陈建军 河湾村

.$$$$4$$ -$,-$6-- -$,5$6--

刘洪涛 叶亚兵 位建春
邓城支行 陈建军 河湾村

5!$$$$4$$ -$,-$"-5 -$,5$"-5

刘洪涛 叶亚兵 位建春
邓城支行 史德顺 邓城镇杨河行政村

.$$$$4$$ -$,-,-,, -$,5,-,,

张香盘 杨金恒
邓城支行 王彦伟 路口行政村

#6$$$$4$$ -$,5$--6 -$,#$--6

王福可 叶奎 张付成
邓城支行 杨国旗 杨湾行政村

6!$$$4$$ -$,5$!-! -$,#$!-!

顾天佑 程响臣
邓城支行 刘二磊 邓城镇小陈行政村

#

组
"$$$$4$$ -$,5$!5, -$,#$!5,

李翠荣 王聪
邓城支行 王四花 营子行政村

,$$$$$4$$ -$,5$.-- -$,#$.--

李茂山 王翠香
邓城支行 陶 花 路口

"$$$$4$$ -$,5$3,5 -$,#$3,5

李爱华 张丽英
邓城支行 裴新华 邓城镇大陈行政村

.$$$$4$$ -$,5,$,# -$,#,$,#

苏华伟 苏军伟
邓城支行 张宏生 邓城镇拐地行政村

3

组
!$$$$4$$ -$,5,$,! -$,#,$,!

边九斤 边顺旗
邓城支行 江苟超 江庄

#$$$$4$$ -$,5,,5$ -$,#,,5$

江建军 江宏超
邓城支行 程建厂 邓城镇程寨行政村

"$$$$4$$ -$,#$-,# -$,!$-,#

丁小青 叶现春
邓城支行 石连营 邓城镇前史行政村

.$$$$4$$ -$,#$-,3 -$,!$-,3

李梦 石若玉
邓城支行 王俊杰 邓城镇潘堂行政村

.$$$$4$$ -$,#$-,6 -$,!$-,6

王帅 王付宣
邓城支行 李二兵 邓城镇张堂

-

组
"$$$$4$$ -$,#$--3 -$,!$--3

李亚西 李春光

邓城支行 白胜利 李庄行政村
#"$$$$4$$ -$,#$5," -$,!$5,"

左劝 李新强 张懒
邓城支行 张永华 薛套北张庄

5$$$$$4$$ -$,#$5-" -$,!$5-"

李双成 顾清华 雷乃军
邓城支行 张志叶 屠家行政村

5$$$$4$$ -$,#$#$, -$,!$#$,

张艳辉 张付长
邓城支行 叶中辉 邓城镇邓西

#

组
!$$$$$4$$ -$,#$#$5 -$,!$#$5

王永亮 单中周 李群来
邓城支行 陶忠义 邓城镇拐地行政村

!$$$$4$$ -$,#$#-" -$,!$#-"

刘四妮 许小衬
邓城支行 朱艳芳 邓城一中

6!$$$4$$ -$,#$!,6 -$,!$!,6

顾天佑 程响臣
邓城支行 程连庄 程寨行政村

,$$$$$4$$ -$,#$.-# -$,!$.-#

位争祥 位大辉
邓城支行 赵三倾 许村行政村

,$$$$$4$$ -$,#$3$- -$,!$3$-

冯磊 许向洋
邓城支行 李爱粉 白帝行政村

-$$$$4$$ -$,#$3-6 -$,!$3-6

张洪彬
邓城支行 刘金强 邓城镇小陈村

-$$$$4$$ -$,#$3-" -$,!$3-"

张小季
邓城支行 王红涛 杨湾行政村

"$$$$4$$ -$,#$6$, -$,!$6$,

王东 夏春叶
邓城支行 白获河 邓城镇李庄行政村

#"$$$$4$$ -$,#$6,# -$,!$6,#

白长河 王爱身 白金河
邓城支行 顾艳伟 邓城镇张堂村

,

组
,$$$$$4$$ -$,#$"$5 -$,!$"$5

张号 李迎迎
邓城支行 苏保听 邓城镇白蛇村

.

组
6$$$$4$$ -$,#$"5$ -$,!$"5$

付艳伟 付艳丽
邓城支行 李军军 邓西行政村

.$$$$4$$ -$,#,$$. -$,!,$$.

苏爱梅 陆平
邓城支行 黄记陆 黄宅庄

6

组
,$$$$$4$$ -$,#,,,$ -$,!,,,$

王红涛 宋江涛
邓城支行 刘卫星 邓城镇小陈行政村

"$$$$4$$ -$,!$-$5 -$,.$-$5

刘飞 刘新广
邓城支行 王付英 邓城镇路口行政村

5$$$$4$$ -$,!$5$# -$,.$5$#

王红英 王兰英
邓城支行 王二兵 王庄行政村

3$$$$4$$ -$,!$55, -$,.$55,

王贞兵 王建光
邓城支行 王建新 张堂行政村

,$$$$$4$$ -$,!$!5$ -$,.$!--

王项伟 董紫娟
邓城支行 石 磊 邓城镇后史行政村

#

组
#"$$$$4$$ -$,!$!-3 -$,.$!-3

李红心 石保华 石永水
邓城支行 谭国臣 邓城镇前史村

,

组
"$$$$4$$ -$,!$3-5 -$,.$3$"

史新峰 潭元合
邓城支行 范华山 程寨行政村

-

组
#!$$$$4$$ -$,!$6,, -$,.$6,,

丁立春 范素华 李立新
邓城支行 董金花 江庄行政村

,$$$$$4$$ -$,!$6-" -$,.$6,"

江连节 蒋三伟
邓城支行 张存良 邓城镇屠家行政村

5$$$$$4$$ -$,!$6," -$,.$6,"

张桂梅 张杨洋 张二洋
邓城支行 林美荣 李楼行政村

,$$$$$4$$ -$,!$6-, -$,.$6-,

赵兰英 朱爱英
邓城支行 苏小磊 邓城镇白蛇村

3

组
.$$$$4$$ -$,!$"$, -$,.$"$,

杨春波 何占涛
邓城支行 赵 满 王庄

3

组
.$$$$4$$ -$,!$",! -$,.$",!

李存杰 李亚垒
邓城支行 张红全 牛张庄行政村

,$$$$$4$$ -$,!$"5$ -$,.$"5$

郝小精 张小香
邓城支行 随红新 前史行政村

"$$$$4$$ -$,!,$,. -$,.,$,.

周风雷 李恒光
邓城支行 苏 诺 白帝行政村

,$$$$$4$$ -$,!,,,. -$,.,,,.

于爱军 张兵全
邓城支行 于成功 白帝行政村

,$$$$$4$$ -$,!,,-5 -$,.,,-5

于建军 于明莉
邓城支行 黄海军 邓城镇邓西行政村

,$$$$$$4$$ -$,!,,-3 -$,.,,-3

叶建涛 王二领 黄拥军
邓城支行 王迎春 江庄行政村

!$$$$4$$ -$,!,-5, -$,.,-5,

江富功 王现春
固墙支行 彭好田 固墙镇城关镇新区

,

号
#!$$$$4$$ -$,-$"5$ -$,5$"5$

彭国民 彭秀华 彭琳
固墙支行 肖伙头 固墙镇徐屯村

,3

组
!-

号
#$$$$4$$ -$,5$5-, -$,#$5-,

肖辉 肖坤
固墙支行 徐金星 固墙镇徐屯村

6

组
!$$$$4$$ -$,5$.,$ -$,#$.,$

徐华伟 韩秀杰
固墙支行 郁艳红 固墙镇徐屯村

6

组
!$$$$4$$ -$,5$.-5 -$,#$.-5

徐西洋 徐春明
固墙支行 许付领 固墙镇徐屯村

,

组
,$$$$$4$$ -$,5$3," -$,#$3,"

任灵灵 张醒
固墙支行 许付来 固墙镇徐屯村

,

组
,$$$$$4$$ -$,5$35, -$,#$35,

许长海 许玉柱
固墙支行 智运田 固墙镇小智庄村

#

组
#!$$$$4$$ -$,#$,,, -$,!$,,,

智红恩 陈连喜 智广政
固墙支行 刘 呆 固墙镇郁庄村

"

组
#$$$$4$$ -$,#$,-! -$,!$,-!

刘中太 刘军停 刘金生
固墙支行 智兆可 固墙镇智王村

#

组
5$$$$4$$ -$,#$,-6 -$,!$,-6

智雷 智丛
固墙支行 杨建民 固墙镇固墙村

3

组
#$$$$4$$ -$,#$,-6 -$,!$,-6

杨建立 毛长军
固墙支行 智昆朋 固墙镇智王村

#

组
5$$$$4$$ -$,#$,-6 -$,!$,-6

智兆可 李路路
固墙支行 陈连福 固墙镇三合村

#

组
5$$$$4$$ -$,#$-$6 -$,!$-$6

许大修 黄保玉
固墙支行 徐国得 固墙镇徐屯村

6

组
6$$$$4$$ -$,#$--$ -$,!$--$

徐华伟 徐阳明
固墙支行 李新党 固墙镇李华石村

,

组
#!$$$$4$$ -$,#$--6 -$,!$--6

王运良 朱国军 朱胜利
固墙支行 赵国炯 固墙镇赵庄村

!

组
6$$$$4$$ -$,#$5-, -$,!$5-,

赵朝中 许美灵
固墙支行 朱广松 固墙镇朱夏庄

-

组
6$$$$4$$ -$,#$#$# -$,!$#$#

许让 智文举
固墙支行 刘卫林 固墙镇智王村

#

组
!$$$$$4$$ -$,#$!$3 -$,!$!$3

姜百灵 刘建森 智麦来
固墙支行 郁刚炉 固墙镇固墙村

.

组
!$$$$$4$$ -$,#$"-. -$,!$"-.

郁铁良 郁永军 许胜利
固墙支行 安修厂 固墙镇固墙村

,5

组
!$$$$$4$$ -$,#,$-! -$,!,$-!

郁文飞 安国中 许亚斌
固墙支行 许长春 固墙镇徐屯村

,

组
"$$$$4$$ -$,#,,,5 -$,!,,,5

袁前望 刘亚朋 许付彬
郝岗支行 沈四周 前沈行政村

"".$$4$$ -$,-$,$6 -$,5$,$6

李学义 沈军奇
郝岗支行 沈华菊 郝内行政村

--$$$4$$ -$,-$--$ -$,5$--$

沈庆伟
郝岗支行 李明亮 大路李行政村

!$$$$4$$ -$,-$5-$ -$,5$5-$

李记杰 李志才
郝岗支行 王凤伟 海子涯

.

组
"$$$$4$$ -$,-$5-3 -$,5$5-3

王伟 陈爱连
郝岗支行 王建停 西洄行政村

,$$$$4$$ -$,-$6-. -$,5$6-.

卫华荣
郝岗支行 卫彦昌 卫庄行政村

,6$$$4$$ -$,-,$-. -$,5,$-.

常占星
郝岗支行 周振喜 千刘行政村

.$$$$4$$ -$,5$-$- -$,#$-$-

周国光 周小中 周长喜
郝岗支行 黄素辉 西黄行政村

,$$$$$4$$ -$,5$5-- -$,#$5--

黄广峰 沈小翠 朱应
郝岗支行 沈树民 后沈行政村

-$$$$4$$ -$,5$#,5 -$,#$#,5

沈素伟
郝岗支行 朱运峰 范庄行政村

,--5$4$$ -$,5$#,3 -$,#$#,3

朱合善 朱伟峰
郝岗支行 常记红 高庙常

,$.654$$ -$,5$!,$ -$,#$!,$

常明旺 常抓柱
郝岗支行 张天明 肖停行政村

5$$$$4$$ -$,5$!-, -$,#$!-,

王妞 李瑞平
郝岗支行 王会兵 西洄行政村

5!$$$4$$ -$,5$.,- -$,#$.,-

王会军 王二伟
郝岗支行 黄毅飞 西黄行政村

6$$$$4$$ -$,5$.-. -$,#$.-.

张丽霞 黄彦磊
郝岗支行 刘玉社 官路陈行政村

-$$$$4$$ -$,5$3$. -$,#$3$.

王柯柯
郝岗支行 王国华 西洄

5

组
,,$$$4$$ -$,5$3$" -$,#$3$"

王合发
郝岗支行 王永杰 西洄行政村

5$$$$4$$ -$,5$3,, -$,#$3,,

王永飞 王红义
郝岗支行 李国厂 新庄行政村

-$$$$4$$ -$,5$3-, -$,#$3-,

王纪念
郝岗支行 徐新高 陈坡

#

组
6$$$$4$$ -$,5$6$. -$,#$6$.

刘会勤 潘伟强 段振伟
郝岗支行 王战胜 练庄行政村

!#$$$4$$ -$,5$"-5 -$,#$"-5

王兵涛 张保磊
郝岗支行 杨书电 迎洄行政村

6$$$$4$$ -$,5$"-. -$,#$"-.

王建庄 杨庆各
郝岗支行 申俊兰 陈坡行政村

5$$$$4$$ -$,5,$,3 -$,#,$,3

潘伟强 徐新华
郝岗支行 吕保建 三义

#

组
-#$$$4$$ -$,5,$," -$,#,$,"

吕松保 吕春笑
郝岗支行 马 茵 迎洄行政村

,$$$$$4$$ -$,#$,,6 -$,!$,,6

王占勇 许占洪
郝岗支行 郝春杰 郝内行政村

.6$$$4$$ -$,#$-,3 -$,!$-,3

陈月连 陈素梅
郝岗支行 王战斗 迎洄

,

组
,#.$$4$$ -$,#$-,6 -$,!$-,6

夏付群
郝岗支行 王凤各 海子涯行政村

.

组
!"$$$4$$ -$,#$--! -$,!$--!

王得顺 王国语
郝岗支行 沈付利 后沈行政村

,

组
5$$$$4$$ -$,#$--. -$,!$--.

张卫平 杨小妞
郝岗支行 张红伟 南社行政村

!

组
!$$$$4$$ -$,#$--. -$,!$--.

杨水华 杨胜利
郝岗支行 王留华 西洄行政村

,

组
,-#$$4$$ -$,#$5$" -$,!$5$"

王留军
郝岗支行 李春雷 吕场行政村

#

组
!$$$$4$$ -$,#$5-$ -$,!$5-$

张迎 周东雨
郝岗支行 张增兵 肖停行政村

,

组
6$$$$4$$ -$,#$5-# -$,!$5-#

张红亮 张金胜
郝岗支行 张金哨 陈坡行政村

-

组
5$$$$4$$ -$,#$5-3 -$,!$5-3

张小冷 马广风
郝岗支行 贾彦中 郝外行政村

#

组
,$$$$$4$$ -$,#$#,$ -$,!$#,$

张文革 贾彦军
郝岗支行 刘松涛 东洄行政村

#

组
565!"$4$$ -$,#$.,5 -$,!$.,5

丁凤喜 王伟生
郝岗支行 沈顺利 后沈行政村

,

组
,.$$$$4$$ -$,#$.-$ -$,!$.-$

沈占群 沈路线
郝岗支行 许贯理 迎洄行政村

-

组
,$$$$$4$$ -$,#$"-6 -$,!$"-6

李秋林 何自峰
郝岗支行 王运安 西洄行政村

,

组
,.$$$$4$$ -$,#$"5$ -$,!$"5$

张国胜 王东北
郝岗支行 王东北 郝岗乡西洄村

#

组
#$$$$4$$ -$,!$.,. -$,.$.,.

张露子 仁天元
郝岗支行 张留记 郝岗乡肖停村

5

组
,$$$$$4$$ -$,!$6-. -$,.$6-.

郝良臣
郝岗支行 郝雁冰 郝内行政村

,

组
-$$$$$4$$ -$,!$"-, -$,.$"-,

李鹏飞 郝海军 李广勤
郝岗支行 王保珠 郝岗乡西洄行政村

!

组
.$$$$4$$ -$,!,,$5 -$,.,,$5

王顺强 王保军
郝岗支行 朱秋善 范庄行政村

,

组
6$$$$4$$ -$,!,--" -$,.,--"

张平均 朱存良
胡吉支行 赵县伟 胡吉镇前刘村

,

组
.$$$$4$$ -$,-$6-- -$,5$6--

赵付岭 赵占友
胡吉支行 马高良 胡吉镇韩屯村

#

组
!$$$$4$$ -$,-$"$3 -$,5$"$3

许小军 马焕迎 韩四喜
胡吉支行 戚辽辉 胡吉镇前刘

-

组
6$,-$4$$ -$,#$#$" -$,!$#$"

戚磊 戚远远 李玉乐
胡吉支行 邝俊华 胡吉镇北岭村

-

组
.$$$$4$$ -$,#$#-# -$,!$#-#

邝爱华 王效钦
胡吉支行 邝金森 胡吉镇南岭行政村

"$$$$4$$ -$,#$.,5 -$,!$.,5

邝青 邝陆峰
胡吉支行 刘 杰 胡吉镇南康村

-

组
-$$$$4$$ -$,#$3-, -$,!$3-,

张怀龙 徐振波
胡吉支行 邝长安 胡吉镇北岭村

,

组
.$$$$4$$ -$,#$3-6 -$,!$3-6

刘学起 邝雷杰 邝有林
胡吉支行 邝新立 胡吉镇北岭

#

组
.$$$$4$$ -$,#$6$3 -$,!$6$3

邝琳风 邝军锋
胡吉支行 邝校锋 胡吉镇北岭村老庄

,

组
6$$$$4$$ -$,#$6$3 -$,!$6$3

徐云程 邝琳风
胡吉支行 省治国 省庄村

3

组
-$$$$4$$ -$,#,$,5 -$,!,$,5

省如良 省朝阳
胡吉支行 胥国强 胡吉镇后张行政村

-

组
,$$$$$4$$ -$,#,$,. -$,!,$,.

赵三林 赵效玉
胡吉支行 位望峰 胡吉镇南岭村

.

组
!$$$$4$$ -$,#,$5, -$,!,$5,

位效孔 王春喜
胡吉支行 邝云峰 胡吉镇中岭村

#

组
6$$$4$$ -$,!$",, -$,.$",,

邝绍情 蒋兰芝 喻金矿
胡吉支行 尚喜红 胡吉镇尚庄村

!

组
.,$!546$ -$,!$",, -$,.$",,

胥书伟 尚双星 刘新路
胡吉支行 邝高尚 胡吉镇北岭村

#

组
.!3,.4", -$,!$",. -$,.$",.

邝占伟 邝忠民
胡吉支行 刘常山 胡吉镇蔡庄村

.

组
,$$$$$4$$ -$,!$",6 -$,.$",6

刘梦 刘云雷 张洋洋
化河支行 王政伟 大王庄行政村

5$$$4$$ -$,-$#$. -$,5$#$.

王荣光 王二威
化河支行 赵富国 南马行政村

!$$$4$$ -$,#$#-6 -$,!$#-6

张东建 赵号
化河支行 朱国栋 大庄行政村

#

组
65.54", -$,#$!-" -$,!$!-"

朱全良 朱衬心
化河支行 王玉川 城关乡吴楼村

!

组
--5$"46$ -$,#$3$5 -$,!$3$5

王留锁 张建群
化河支行 黄前进 化河乡谢楼村

-!$$$4$$ -$,5$55, -$,#$55,

谢建堂 谢士 史然
化河支行 高东洋 化河乡高老村

-

组
-6$.34-$ -$,-$-$3 -$,5$-$3

高军国 高万里
化河支行 张 建 化河乡大柴村

-6,$$4$$ -$,#$,$3 -$,!$,$3

赵战胜 张利明 张建均
化河支行 谢玉记 化河乡谢楼村

5$$$$4$$ -$,-$#$" -$,5$#$"

谢金全 肖俊彦
化河支行 高 中 任庄行政村

.

组
5"3!!4$$ -$,5$!$# -$,#$!$#

高永华 高辉
化河支行 陈志新 化河乡谢楼

,

组
#$$$$4$$ -$,5,,5$ -$,#,,5$

刘保村 史美莲
化河支行 吕富霞 化河乡南马村

,

组
#-$$$4$$ -$,-$,,. -$,5$,,.

贺金芝 贺治国 贺治军

化河支行 张全印 宁楼
-

组
#!$$$4$$ -$,-$65$ -$,5$65$

张保卫 刘洪涛 苗四林
化河支行 高天贞 化河乡高老村

5

组
!$$$$4$$ -$,-$5-$ -$,5$5-$

张改军 高四辈
化河支行 朱规划 化河乡大庄村

5

组
!$$$$4$$ -$,-$5-" -$,5$5-"

朱广田 朱红渠
化河支行 高长义 高老行政村

-

组
!$$$$4$$ -$,-,-5, -$,5,-5,

高东升 高留所
化河支行 高提前 化河乡任庄

"

组
!$$$$4$$ -$,#$!5, -$,!$!5,

卢留仁 许建 高中林
化河支行 郭俊伟 双庙行政村

!$$$$4$$ -$,#$6$" -$,!$6$"

郭海亮 郭新国
化河支行 朱整风 化河乡大庄村

"!$$$4$$ -$,5,--3 -$,#,--3

王世海 程上进 王公社
化河支行 陈新政 化河乡谢楼村

,$$$$$4$$ -$,5,$-" -$,#,$-"

谢海巍 陈道文 陈志新
化河支行 陈腾飞 化河乡化河村

!

组
,$$$$$4$$ -$,#,-,6 -$,!,-,6

李院 陈愧 张记 智海涛
化河支行 高幸福 化河乡任庄村

,"5-634.$ -$,#$5,6 -$,!$5,6

李焕金 高中 张云慈 白云
化河支行 王 华 大柴行政村

..$$4$$ -$,.$#5$ -$,.,$5$

王过来
化河支行 肖水库 化河乡肖庄村

-

组
,.-654$$ -$,!$-,- -$,.$-,-

肖有伟 肖全顺
化河支行 肖有伟 化河乡肖庄村

-

组
!$$$$4$$ -$,!$3,$ -$,.$3,$

肖永石 肖国强
黄寨 胡国旗 黄寨镇后胡村

,

组
!"".#4$6 -$,-$,,5 -$,5$,,5

林学志 胡海申
黄寨 毕广海 黄寨镇阎先店

.

组
-33534", -$,-$--" -$,5$--6

毕广 毕修齐
黄寨 王前程 黄寨镇刘井村

,,

组
#5"3.4$$ -$,-$!$6 -$,5$!$6

滕俊辉 张学敏
黄寨 曾东华 黄寨镇小集

#

组
!$$$$4$$ -$,-$!5, -$,5$!5,

曾宪山 彭运祯
黄寨 王曰林 黄寨镇谢庄村

,,

组
,,$3$645# -$,5$,,3 -$,#$,,3

王忠臣 王高旗
黄寨 陈东良 黄寨镇半坡店村

!

组
,6$,$$4$$ -$,#$,-- -$,!$,--

陈翻身 陈东林
黄寨 范玉新 黄寨镇刘井村

-

组
",$$$4$$ -$,#,,,5 -$,!,,,5

范运停 范大伟
练集支行 武太敬 练集镇时庄

-$$$$4$$ -$$6$,-5 -$,6$,-5

武恒彬 武太宝
练集支行 朱国建 练集镇朱集行政村

-

组
6$$$$4$$ -$,-$,$. -$,5$,$.

朱三水 朱国富
练集支行 曲全民 练集镇五所

#

组
35$.$4$$ -$,-$5$" -$,5$5$"

韩振伟 刘永朝
练集支行 刘永生 练集镇刘坡行政村

-

组
,$$$$$4$$ -$,-$#$! -$,5$#$!

王会来 郭晴
练集支行 李月华 薛套

-

组
,$$$$4$$ -$,5$5,- -$,#$5,-

李强 李月林
练集支行 李 慧 练集镇练集村

#

组
!$$$$4$$ -$,#$-,3 -$,!$-,3

李明杰 陈爱荣
练集支行 杨运动 练集镇梁寨村杨老村

-"".$$4$$ -$,#$-,3 -$,!$-,3

胡茂林 胡海宾 勾海生
练集支行 王海军 练集镇刘坡村土寨村

,$$$$$4$$ -$,#$#,, -$,!$#,,

王永超 姚士合
练集支行 李大龙 耿楼南李庄

-5"$6-4.. -$,#$#-6 -$,!$#-6

胡华生 杨记光 唐文明
练集支行 宋保中 田楼村宋庄

.

组
5!-."54"- -$,#$!-$ -$,!$!-$

宋学林 宋学正 宋战国 宋建成
练集支行 王学习 练集镇河沿行政村尹营

,$

组
6$$$$4$$ -$,#$.,- -$,!$.,-

焦国林 李海芳
练集支行 周冬亮 练集镇周楼行政村

.

组
,$$$$$4$$ -$,#,,,- -$,!,,,-

宋金山 唐指水
平店支行 曾广山 平店乡曾庄村

!

组
!$$$$$4$$ -$,-,$,6 -$,5,$,6

王政 曾国正 马绍臣
平店支行 程国星 平店乡施营村

.

组
,$$$$$4$$ -$,-,,,$ -$,5,,,$

程新国 戚拥军
平店支行 李东红 平店乡文砦村

,$$$$$4$$ -$,5$5$. -$,#$5$.

刘海涛 化团正
平店支行 刘 四 平店乡刘营村

!

组
.!$$$4$$ -$,5$5-, -$,#$5-,

袁卫红 卿小松
平店支行 单振江 平店乡刘桥村

.

组
,$$$$$4$$ -$,5$#,! -$,#$#,!

戚来征 朱民功
平店支行 周文泽 平店乡周王村

-

组
,,.

号
#$$$$4$$ -$,5$3$" -$,#$3$"

位华阳 周磊
平店支行 刘俊和 平店乡王坡寨村

5

组
-$$$$$4$$ -$,#$,$3 -$,!$,$3

李红 刘木红 刘新东
平店支行 曹高生 平店乡雒庄村

!

组
-$$$$$4$$ -$,#$5,! -$,!$5,!

李玉强 杨齐金 王子笑
平店支行 郑小威 平店乡曾庄村

,,

组
5$$$$4$$ -$,#$!-- -$,!$!--

郑广杰 刘永亮
平店支行 王天立 平店乡曾庄村

!

组
.6$$$4$$ -$,#$"5$ -$,!$"5$

姚新事 杨志军 曾纪同
平店支行 刘红运 平店乡东邓店村

,$

组
-$$$$$4$$ -$,#$"5$ -$,!$"5$

刘志强 刘国范 刘强
平店支行 王照良 平店乡海子涯村

5

组
-$$$$$4$$ -$,#,,-" -$,!,,-"

王红全 王保海 马如连
平店支行 程付全 平店乡程岗村

,

组
,6.!-4$$ -$,!$-,$ -$,.$-,$

杨国际 孙永辉
平店支行 马建军 平店乡李岗村

3

组
,55

号
-$$$$$4$$ -$,!$5-$ -$,.$5-$

王红全 王五营 王卫军 王恒心
平店支行 曾广义 平店乡曾庄村

#

组
,$-

号
-!$$$$4$$ -$,!$6,6 -$,.$#,6

姚新事 董清宇 姚新胜
平店支行 王保金 平店乡周王村

#

组
"6

号
!$$$$$4$$ -$,!$!$, -$,.$!$,

李世田王化成刘建成刘玉凤王明磊
平店支行 杨 社 平店乡葛楼村

,

组
#,,$34$$ -$,!$3,5 -$,.$3,5

姚宪丽 潘敏
舒庄支行 张 超 舒庄乡北王张村

"""#,4,, -$,!$6-- -$,.$6--

张美红 司云峡
舒庄支行 王建伟 舒庄乡舒庄村

-

组
,$$$$$4$$ -$,!$6$3 -$,.$6$3

路新奇 王平全
舒庄支行 王林轩 舒庄乡舒庄村

#

组
,$$$$$4$$ -$,!$.-! -$,.$.-!

张美红 王秀花
舒庄支行 郭长得 舒庄乡郭大寨村

5

组
!!$$$4$$ -$,#,$," -$,!,$,"

杜连生 王梅田
舒庄支行 王秀红 舒庄乡杜谭村

5

组
!$$$$$4$$ -$,#$",3 -$,!$",3

朱战扬 杜付山 朱永清
舒庄支行 杜林涛 舒庄乡杜店村

!

组
-#6$$4$$ -$,#$3$3 -$,!$3$3

杜留帮 朱雪荣
舒庄支行 王海廷 舒庄乡高庄村

#

组
6$$$$4$$ -$,#$.5$ -$,!$.5$

王建华 王新良
舒庄支行 张小有 舒庄乡府里庄村

,6-",4$$ -$,#$.-. -$,!$.-.

郭战英
舒庄支行 朱海空 舒庄乡大朱庄行政村

-5##!4$$ -$,#$.," -$,!$.,"

朱麦垛
舒庄支行 张余良 舒庄乡府里庄行政村

5!$$$4$$ -$,#$#-- -$,!$#--

张树林 陆得金
舒庄支行 候 利 舒庄乡乔庄村

-

组
,$$$$4$$ -$,#$#$" -$,!$#$"

乔瑞红 王产
舒庄支行 郭增粮 舒庄乡郭大寨

5

组
"$$$$4$$ -$,#$#$6 -$,!$#$6

乔兰英 乔瑞红
舒庄支行 张 进 舒庄乡杨集村

"

组
-"$$$4$$ -$,#$5-6 -$,!$5-6

杨大华 舒忘山
舒庄支行 乔海涛 舒庄乡乔庄行政村

-

组
"$$$$4$$ -$,#$5,# -$,!$5,#

王增产 王明建
舒庄支行 张红国 舒庄乡府里庄村

.

组
-#"6!4$$ -$,#$5$3 -$,!$5$3

张相林 张群山
舒庄支行 张首业 舒庄乡北王张行政村

"$$$$4$$ -$,#$-,$ -$,!$-,$

王党 张黑脸
舒庄支行 杜保停 舒庄乡小朱庄村

,

组
,$$$$$4$$ -$,#$,$- -$,!$,$-

杜安家 杜海剑
舒庄支行 杜海科 舒庄乡杜店

!

组
,$$$$$4$$ -$,5,-,6 -$,#,-,6

杜四新 杜安家
舒庄支行 王玉华 舒庄乡杨集行政村

!$$$$4$$ -$,5,,$! -$,#,,$!

雷春梅 郭桂花
舒庄支行 邵海建 舒庄乡小邵村

-

组
3$$$$4$$ -$,5$6$6 -$,#$6$6

邵元良 邵占庄
舒庄支行 舒建党 舒庄乡舒庄村

"$$$$4$$ -$,5$.-" -$,#$.-"

舒红建 周同庆
舒庄支行 杨广收 舒庄乡杨庄村

-

组
5$!#,4$$ -$,5$5-3 -$,#$5-3

张笼 邵随
舒庄支行 王新山 舒庄乡胡庄村

!!6!$4$$ -$,5$5,- -$,#$5,-

王仲夏 梁华北
舒庄支行 陈新强 舒庄乡郭大寨村

,

组
!$$$4$$ -$,5$--, -$,#$--,

陈论 陈得功
舒庄支行 訾建怀 舒庄乡訾楼村

#

组
533364$$ -$,5$-," -$,#$-,"

訾国连 訾建设
舒庄支行 杨 勇 舒庄乡杨庄村

#

组
!""5.4$$ -$,-,--# -$,5,--#

郭进 石小条
舒庄支行 杜合思 舒庄乡小朱庄行政村

"$$$$4$$ -$,-,-,- -$,5,-,-

杜三毛 杜合理
舒庄支行 訾文建 舒庄乡胡林庄村

"$$$$4$$ -$,-$"," -$,5$","

訾华伟 王建根
舒庄支行 王建军 舒庄乡位木营村

5

组
.$$$$4$$ -$,-$65$ -$,5$65$

陈新华 王建军
舒庄支行 赵素丽 舒庄乡乔庄村

"$$$$4$$ -$,-$3,# -$,5$3,#

张双英 李布袋
舒庄支行 王建根 舒庄乡三所楼村

"$$$$4$$ -$,-$!," -$,5$!,"

訾江松 张幸福
舒庄支行 邵爽爽 舒庄乡乔庄村

6$$$$4$$ -$,-$#$3 -$,5$#$3

陈遵 张旗凤
舒庄支行 訾征名 舒庄乡訾楼行政村

,#!,$4$$ -$,-$5,# -$,5$5,#

邵道选 訾小认
舒庄支行 訾文忠 舒庄乡胡林庄村

-

组
!$$$4$$ -$,-$5,- -$,5$5,-

王双进 杨定产
舒庄支行 王树兰 舒庄乡舒庄村

#$$$$4$$ -$,-$5$- -$,5$5$-

王平良 张谜
舒庄支行 郭尽粮 舒庄乡郭大寨村

5

组
6$$$$4$$ -$,-$--# -$,5$--#

王二花 代文霞
舒庄支行 杨现国 舒庄乡杨集村

#

组
,#

号
.$$$$4$$ -$,-$-$3 -$,5$-$3

周荣华 胡海亮
舒庄支行 王鹏辉 舒庄乡舒庄村

5

组
.$$$$4$$ -$,-$,$. -$,5$,$.

王建立 邵清
汤庄支行 王四顺 汤庄乡吴楼村

!

组
-.!343. -$,-$--- -$,5$---

赵二兰 王永华
汤庄支行 常艳庭 汤庄乡双王村

"

组
-!$!-43- -$,-$6-# -$,5$6-#

常周
汤庄支行 王华伟 汤庄乡杨庄村

.

组
5,""#4!- -$,-$"$3 -$,5$"$3

王建光 五大齐
汤庄支行 王趁新 汤庄乡双王村

-

组
,6,.64$! -$,-,-,- -$,5,-,-

刘四齐 王派
汤庄支行 李风雨 汤庄乡杨庄村

5

组
556654!5 -$,5$!$6 -$,#$!$6

杨三洲 刘磊
汤庄支行 顾国峰 汤庄乡雷楼村

-

组
-#$$$$4$$ -$,5$3-. -$,#$3-.

雷新华 顾永福 李红光
汤庄支行 陈冬冬 汤庄行政村

!$$$$4$$ -$,5$6$. -$,#$6$.

王川川 王连庄
汤庄支行 刘建立 汤庄乡杨庄村

#

组
,$$$$$4$$ -$,5$"-5 -$,#$"-5

王燕杰 李明山 刘磊
汤庄支行 李二涛 汤庄乡马口村

!

组
-$$$$$4$$ -$,5,$,3 -$,#,$,3

李跃进 李生 李永红
汤庄支行 王 留 汤庄乡双王村

!

组
-#!$$4$$ -$,5,,-6 -$,#,,-6

张自鑫 刘志强
汤庄支行 雷从新 汤庄乡北坡村

#

组
,-!,5#4!3 -$,#$,$" -$,!$,$"

雷江涛 雷富军 雷合连
汤庄支行 陈 飞 汤庄乡陈寨村

,

组
5"$,#4"6 -$,#$,,# -$,!$,,#

位志平 张华磊
汤庄支行 雷江涛 汤庄南坡

#

组
!$$$$4$$ -$,#$,,! -$,!$,,!

雷公明 雷大伟
汤庄支行 李团利 刘口行政村

!$$$$4$$ -$,#$,-5 -$,!$,-5

李胜利 单劝
汤庄支行 雷杰斌 汤庄乡南坡村

#

组
!$$$$4$$ -$,#$--3 -$,!$--3

雷江涛 雷国营
汤庄支行 王稳重 均户庄行政村

,$$$$$4$$ -$,#$--6 -$,!$--6

赵新伟 赵路 赵存良
汤庄支行 赵 猛 汤庄乡刘口村

-

组
,$$$$$4$$ -$,#,,,5 -$,!,,,5

赵新建 赵建秋
汤庄支行 娄澎博 汤庄乡娄冲村

!

组
,$$$$$4$$ -$,!$!$. -$,.$!$.

魏伟涛 位运动 单永辉
汤庄支行 吴志辉 汤庄乡赵集村

-

组
-$$$$$4$$ -$,!$6-, -$,.$6-,

赵焕芝 王全新 李博
魏集支行 石中华 大石

"

组
#"""#46! -$,-$,,3 -$,5$,,3

张俊花 石亚飞
魏集支行 郭中行 郭屯

#

组
!$$$$4$$ -$,-$-,. -$,5$-,.

郭纪林 郭海行
魏集支行 夏刘才 夏寨

,

组
,""3#4.# -$,-$-,3 -$,5$-,3

夏青山 柴明伟
魏集支行 陈兴元 陈楼

5

组
.$$$$4$$ -$,-$5, -$,5$5$,

陈兴中 彭爱真
魏集支行 刘振华 苏寨

#

组
#!$$$4$$ -$,-$!,6 -$,5$!,6

刘振中 钊荣花
魏集支行 丁香丽 井王

6

组
""6#466 -$,-$.,6 -$,5$.,6

郭海红 郭中成
魏集支行 刘常委 许寨

3

组
!$$$$4$$ -$,-$.-. -$,5$.-.

刘振伟 刘金委
魏集支行 任彦春 井王

5

组
"""""4$$ -$,-$.-. -$,5$.-.

任文明 任园园
魏集支行 程祖国 新集

,

组
3$$$$4$$ -$,-$"," -$,5$","

任国峰 谭雪峰
魏集支行 赵铁成 许寨

!

组
-!$$$4$$ -$,-$"," -$,5$","

邵三领
魏集支行 刘 强 陈楼

.

组
!$$$$4$$ -$,-,-," -$,5,-,"

刘天财 刘华阳
魏集支行 谢国勤 谢庄

#

组
5$$$$4$$ -$,-,--" -$,5,--"

谢建勋 陈秀平
魏集支行 王金花 胡屯

-

组
,$$$$$4$$ -$,5$--6 -$,#$--6

胡朋飞 王金全
魏集支行 王中恒 莫庄

#

组
""6"4"! -$,5$5,, -$,#$5,,

王国贞
魏集支行 胡冬冬 胡屯

!

组
,$$$$$4$$ -$,5$5,- -$,#$5,-

刘敏杰 付玉珍
魏集支行 任文明 井王

5

组
3$$$$4$$ -$,5$.$# -$,#$.$#

位树兰 张情

社 名 姓 名 住址 贷款金额 贷款日期 到期日期 担保人 社 名 姓 名 住址 贷款金额 贷款日期 到期日期 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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