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牧渔联（2019）1 号

关于发放2018年度牲畜口蹄疫免疫注射

过敏反应死亡补助款的通知

各乡镇(办事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2018年，我县在进行牲畜口蹄病免疫注射过程中，因过敏反

应共死亡牲畜273头 (其中：猪194头，牛30头，羊49头)，涉及受损

农户达206户。为切实解决受损群众的实际困难，减少因过敏反应死

亡牲畜而造成的损失，经研究并报请县政府领导批准，决定从县财

政预算安排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专项经费中予以适当补助（补助金

额附表于后）。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发放过敏反应死亡补助，是为了

减少受损养殖户的损失，促进动物防疫工作正常开展的需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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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各相关单位及动物防疫站要以对党

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认认真真地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扎扎

实实地做好过敏反应补助款的发放工作，确保补助经费及时足额发

放到位。

二、严格执行补助范围和补助标准。牲畜免疫注射过敏反应

死亡补助范围是经乡镇动物防疫站进行现场鉴定和县兽医局核定后

而确定的（牲畜过敏反应死亡补助比例在万分之五以下的纳入财政

补助范围，超出万分之五的部分由乡镇防疫员个人负责），任何单

位和个人都不得随意变更。要严格按照本文附表所列的补助对象和

范围进行补助。牲畜免疫注射过敏反应死亡补助标准为：牛每头补

助600-900元；猪每公斤2.5元，最低每条补助150元；羊每只补助

200-400元。

三、明确职责，切实加强部门配合。各乡镇动物防疫站作为

该项工作的直接责任者，要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在工作中要相互支

持，相互配合。各乡镇要落实专人具体抓，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

人，各负其责。严格按照本文件附表所确定的养殖户名单和补助金

额造具花名册，并在村委会公示栏内张贴公示，经养殖户无异议后

签名或盖章统一上报县畜牧水产局。县畜牧水产局再将补助款通过

“一卡通”发放到农户。

四、强化监督管理，确保资金合理使用。乡镇动物防疫站要

严格执行上级的有关政策及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套取财政补

贴资金，县财政局、县畜牧水产局将对资金的发放情况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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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监督，凡发现违纪行为，一经查实，将从严追究单位领导和直接责

任人的责任。

附件1：2018年春秋季隆回县牲畜口蹄疫副反应补助经费

分配表:

附件2：2018年春秋季隆回县牲畜口蹄疫免疫副反应补贴

明细表:

隆回县畜牧水产局 隆回县财政局

2019年 4月 30 日

隆回县畜牧水产局办公室 2019年 4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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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8年春秋季隆回县牲畜口蹄疫免疫副反应补助经费分配表

序号 乡 镇 农户数
副反应死亡数 补助金额

（元）猪 牛 羊 合计

1 北山 2 0 1 1 2 900

2 大水田 2 1 1 0 2 950

3 高平 9 9 0 0 9 2610

4 何田 6 21 0 0 21 5880

5 荷香桥 6 4 0 3 7 2150

6 横板桥 11 6 0 8 14 2910

7 虎形山 3 3 0 1 4 1150

8 金石桥 5 3 0 7 10 2710

9 六都寨 9 22 1 1 24 4520

10 罗洪 1 0 1 0 1 800

11 麻塘山 7 3 4 0 7 3320

12 南岳庙 7 4 2 3 9 4170

13 七江 6 15 0 0 15 1570

14 三阁司 16 17 0 4 21 5070

15 山界 5 1 0 4 5 1150

16 花门办事处 16 8 2 0 10 6630

17 司门前 9 8 4 7 19 6180

18 滩头 14 13 2 1 16 3910

19 西洋江 6 4 4 0 8 4780

20 小沙江 13 10 3 1 14 4710

21 鸭田 6 7 0 0 7 1850

22 岩口 15 15 2 0 17 4070

23 羊古坳 7 7 2 0 9 4720

24 桃花坪办事处 15 5 0 4 9 6640

25 周旺 10 8 1 4 13 3180

合计 206 194 30 49 273 8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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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8年春秋季隆回县牲畜口蹄疫免疫副反应补贴明细表

填报单位（盖章）:隆回县畜牧水产局 填报日期：2019年 4月 30日

场地所属

乡 镇

场 地

所属村
场主

姓名

场主负责人

联系电话
乡镇 新村别 新组别 村别 组别

填报粮补姓名和账号，只填报存折账号，

不能填报卡号 本次

补助

金额粮食直补

存折姓名
存折人身份证号码 粮食直补存折账号

虎形山

瑶族乡
富寨村 肖化塔 虎形山

瑶族乡
富寨村 10 组 肖化塔

432622********0356
810117********700 550

虎形山

瑶族乡
富寨村 肖化顺 虎形山

瑶族乡
富寨村 9组 肖化顺

430524********0514
810117********400 300

虎形山

瑶族乡
草原村 吴少余 15367****93

虎形山

瑶族乡
草原村 6组 吴少余

430524********0536
810117********000 300

1150

罗洪镇 上罗洪村 罗崇武 18373****91 罗洪镇 上罗洪 19 罗崇武 430524********2230 810117********800 800

800

七江镇 花桥村 肖江奇 15873****75 七江镇 石背村 16 组 花桥村 1组 肖江奇 432622********3890 810117********400 220

七江镇 千古坳村 肖凤兰 15080****23 七江镇 千古坳村 2 组 千古坳村 2 组 肖凤兰 432622********4029 810117********100 520

七江镇 金塘村 刘志高 18573****71 七江镇 金塘村 金塘村 7 组 刘宋高 810117********200 150

七江镇 棉花园村 肖水生 18819****81 七江镇 棉花园村 12 组 棉花园村 12 组 肖水生 430524********4079 810117********500 200

七江镇 南冲村 赵存田 18274****30 七江镇 南冲村 11 组 南冲村 11 组 赵存田 432622********4011 810117********300 200

七江镇 富家村 刘期水 13789****09 七江镇 富家村 7 组 富家村 7 组 刘期水 432622********4159 810117********200 280

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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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所属

乡 镇
场 地

所属村

场主

姓名

场主负责人

联系电话
乡镇 新村别 新组别 村别 组别

填报粮补姓名和账号，只填报存折账号，

不能填报卡号 本次

补助

金额粮食直补

存折姓名
存折人身份证号码 粮食直补存折账号

荷田乡 荷田村 戴艳武 18873****26 荷田乡 荷田村 9 组 荷田村 4组 21 号 戴艳武 430524********3000 810117********200 1320

荷田乡 长祥村 马忠迪 18073****78 荷田乡 一六村 17 组 长祥村 8组 17 号 马中迪 432622********3000 810117********900 1070

荷田乡 广庄村 彭泽文 15576****98 荷田乡 广溪村 16 组 广庄村 5组 12 号 彭泽文 432622********347X 810117********200 1050

荷田乡 汉江村 庞 剑 13574****99 荷田乡 青龙江村 22 组 汉江村 6组 13 号 庞祥庭 432622********3000 621539********60000 600

荷田乡 玉屏村 肖高峰 15973****99 荷田乡 蒋玉牌村 12 组 玉屏村 2 组 9 号 肖高峰 432622********337X 850416********300000 1220

荷田乡 荷田村 阳云美 18166****63 荷田乡 荷田村 9 组 荷田村 4组 31 号 阳云美 432622********3000 810117********000 620

5880

荷香桥 茅铺 禹利兵 15080****53 荷香桥 茅铺 14 茅铺 14 禹利兵 430524********4000 810117********100 300

荷香桥 天马山 刘红毫 15243****13 荷香桥 天马山 13 天马山 13 刘红毫 432622********4000 810117********300 600

荷香桥 开智 龚北京 荷香桥 开智 7 开智 7 龚北京 432622********4000 810117********700 300

荷香桥 二房村 刘方平 荷香桥 长溪 8 二方 8 刘方平 430524********4000 810117********300 250

荷香桥 茅铺 杜如友 荷香桥 茅铺 1 茅铺 1 杜如友 430524********4000 810117********500 400

荷香桥 聂家 刘期柏 荷香桥 石湾 16 聂家 7 刘期柏 432622********4000 810117********400 300

2150

三阁司 长流 石世升 15273****79 三阁司 长流 1 石世升 430524********6000 850400********700000 230

三阁司 临江 邱从衡 15273****79 三阁司 临江 9 邱从衡 430524********6000 810117********60 260

三阁司 长铺 钟加虎 15197****20 三阁司 长铺 5 钟加虎 430524********6000 850400********100000 430

三阁司 三阁司 袁名峰 18975****09 外地 三阁司 外地 袁名峰 430524********177X 810117********300 150

三阁司 温塘 肖时胜 13556****56 三阁司 温塘 6 肖时胜 430524********6000 810117********800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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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所属

乡 镇
场 地

所属村

场主

姓名

场主负责人

联系电话
乡镇 新村别 新组别 村别 组别

填报粮补姓名和账号，只填报存折账号，

不能填报卡号 本次

补助

金额粮食直补

存折姓名
存折人身份证号码 粮食直补存折账号

三阁司 石岭 杨俊勇 13037****89 三阁司 石岭 1 杨俊勇 432622********6000 810117********600 180

三阁司 小江 钱存光 13975****42 三阁司 小江 1 钱存光 430524********6000 850400********000000 300

三阁司 上石 张家根 15273****79 三阁司 上石 6 张家根 432622********6000 850400********000000 600

三阁司 胜利 卿上驭 15197****20 三阁司 胜利 2 卿上驭 432622********6000 810117********200 270

三阁司 梁家 梁开体 13874****22 三阁司 梁家 3 梁开体 432622********6000 810117********100 300

三阁司 龙庄 龙光响 18773****42 三阁司 龙庄 10 龙光响 432622********6000 810117********000 300

三阁司 莲花 龙良江 15273****79 三阁司 莲花 2 龙良江 430524********6000 810117********400 310

三阁司 临江 邱天锡 15273****79 三阁司 临江 9 邱天锡 430524********6000 850400********400000 330

三阁司 优先 张良强 15007****68 三阁司 优先 2 张良强 430524********6000 810117********400 300

三阁司 田坝 龙德后 13973****17 三阁司 田坝 2 龙德后 432622********651X 810117********000 270

三阁司 龙庄 龙响荣 18692****71 三阁司 龙庄 9 龙响荣 430524********681X 810117********900 290

5070

桃洪镇 天福村 钱垂建 桃洪镇 天福村 3 钱垂建 432622********7000 810117********400 400

桃洪镇 白里村 罗从校 桃洪镇 白里村 5 罗从校 430524********0000 810117********500 400

桃洪镇 资江村 钱治武 桃洪镇 资江村 5 钱治武 432622********7000 810117********400 350

桃洪镇 文昌村 罗学成 桃洪镇 文昌村 6 罗学成 430524********0000 810117********300 600

桃洪镇 竹塘村 罗井生 桃洪镇 竹塘村 8 罗井生 430524********0000 810117********500 500

桃洪镇 紫阳村 丁长生 桃洪镇 紫阳村 17 丁长生 432622********0000 810117********300 400

桃洪镇 曙光村 王松林 桃洪镇 曙光村 5 王松林 430524********0000 810117********0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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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所属

乡 镇
场 地

所属村

场主

姓名

场主负责人

联系电话
乡镇 新村别 新组别 村别 组别

填报粮补姓名和账号，只填报存折账号，

不能填报卡号 本次

补助

金额粮食直补

存折姓名
存折人身份证号码 粮食直补存折账号

桃洪镇 横江社区 刘玉石 桃洪镇 横江社区 10 刘玉石 430524********0000 810117********000 500

桃洪镇 南塘村 阮国华 桃洪镇 南塘村 10 阮国华 430524********0000 850416********600000 600

桃洪镇 叶家村 屈余田 桃洪镇 叶家村 13 屈余田 430524********0000 850400********700000 600

桃洪镇 九龙村 杨辉南 桃洪镇 九龙村 11 杨辉南 430524********0000 810117********100 550

桃洪镇 九龙村 刘灰胜 桃洪镇 九龙村 4 刘灰胜 432622********6000 810117********100 700

桃洪镇 砚冲村 黄松华 桃洪镇 砚冲村 6 黄松华 432622********7000 810117********800 550

桃洪镇 紫阳村 钱国建 桃洪镇 紫阳村 5 钱国建 432622********0000 810117********000 800

桃洪镇 观音村 观音村 桃洪镇 观音村 9 观音村 430524********0000 850400********000000 800

8150

北山镇 石柏村 李南桂 北山镇 石柏村 8 李南桂 430524********7000 810117********800 600

北山镇 东鄄村 文国清 北山镇 东鄄村 2 文国清 430524********7000 810117********100 300

900

石门 唯正村 胡光雨 石门 唯正村 12 组 胡光雨 430524********443X 810117********200 260

石门 太平车村 周继洪 13203****75 石门 太平车村 7 组 周继红 432622********4000 810117********90 320

石门 合龙村 邓积周 石门 合龙村 6组 邓积周 432622********4000 810117********000 300

石门 黄河村 罗早元 石门 黄河村 5组 罗早元 432622********4000 623090********90000 190

石门 大塘坑村 罗今太 石门 大塘坑村 15 组 罗今太 432622********4000 810117********900 190

石门 太平车村 周述蒲 石门 太平车村 4 组 周述蒲 432622********4000 810117********100 300

石门 长生村 范中良 石门 长生村 5组 范中良 432622********4000 810117********9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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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所属

乡 镇
场 地

所属村

场主

姓名

场主负责人

联系电话
乡镇 新村别 新组别 村别 组别

填报粮补姓名和账号，只填报存折账号，

不能填报卡号 本次

补助

金额粮食直补

存折姓名
存折人身份证号码 粮食直补存折账号

石门 严塘村 范校卿 石门 严塘村 12 范校卿 432622********4000 850400********300000 240

石门 水安村 范建礼 13973****17 石门 水安村 4 范建礼 430524********4000 623090********50000 280

2380

鸭田镇 渭溪 彭树林 15973****54 鸭田 渭溪 11 彭树林 430524********1000 810117********400 290

鸭田镇 古塘 易理权 15973****63 鸭田 古塘 10 易理权 430524********1000 810117********500 150

鸭田镇 渭溪 邹兴武 13365****48 鸭田 麻罗 5 邹兴武 430524********1000 810117********900 380

鸭田镇 渭溪 龚素娥 13973****51 鸭田 渭溪 3 龚索娥 430524********1000 810117********700 380

鸭田镇 麻罗 邹序斌 15573****99 鸭田 麻罗 11 邹序斌 430524********1000 810117********800 300

鸭田镇 青岭 谭克来 15343****28 鸭田 青岭 3 谭克来 430524********1000 810117********700 350

1850

大水田 水田村 廖昌品 大水田 水田村 1组 廖昌品 432622********2000 810117********000 600

大水田 太源村 廖国典 大水田 太源村 6组 廖国典 432622********2000 810117********900 350

950

西洋江镇 中车村 尹枚章 西洋江镇 中车村 1 尹枚章 432622********6000 810117********100 630

西洋江镇 田凼村 刘述金 西洋江镇 田凼村 2 刘述金 430524********5000 810117********800 700

西洋江镇 星月村 陈东山 西洋江镇 星月村 7 陈东山 430524********5000 810111********9000 1600

西洋江镇 里仁村 尹青云 西洋江镇 里仁村 2 尹青云 432622********6000 810111********3000 700

西洋江镇 石塘村 段伟求 西洋江镇 石塘村 20 段伟求 810117********700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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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所属

乡 镇
场 地

所属村

场主

姓名

场主负责人

联系电话
乡镇 新村别 新组别 村别 组别

填报粮补姓名和账号，只填报存折账号，

不能填报卡号 本次

补助

金额粮食直补

存折姓名
存折人身份证号码 粮食直补存折账号

西洋江镇 田心桥村 黄永胜 西洋江镇 田心桥村 8 黄永胜 432622********6000 850400********90000 600

4780

高平镇 茶山村 袁名孝 18390****77 高平镇 茶山村 10 袁名孝 430524********1000 850416********800000 250

高平镇 侯田村 汪良雄 15873****36 高平镇
侯田村

（原

回小村）
3 汪良雄 432622********193X 810117********500 250

高平镇 大石村 袁愈明 13885****49 高平镇 大石村 12 袁愈明 430524********1000 810117********900 380

高平镇 白地新村 周雄 13187****09 高平镇 白地新村

(原白地村)
3 周育金 432622********177X 850400********500000 300

高平镇 大田村 袁士明 8****62 高平镇 大田村 6 袁士明 432622********1000 810117********800 250

高平镇 侯田村 袁征平 18573****45 高平镇 侯田村
（原

回小村）
9 袁征平 432622********1000 810117********200 300

高平镇 上坪村 刘成中 18229****54 高平镇 上坪村 6 刘成中 432622********1000 850100********600000 200

高平镇 堂下桥村 周仁倜 15873****53 高平镇 堂下桥村 6 周仁倜 430524********1000 810117********000 380

高平镇 大石村 袁士礼 8****89 高平镇 大石村 10 袁士礼 432622********1000 810117********100 300

2610

六都寨 马坪 周孝政 六都寨 马坪 7 周孝政 432622********3000 810117********500 200

六都寨 狮龙 陈贤成 六都寨 狮龙 6 陈贤成 430524********3000 810117********200 1600

六都寨 朝阳 周雪花 13467****06 六都寨 朝阳 9 周雪花 432622********4000 810117********900 660

六都寨 白田 周平江 13786****78 六都寨 白田 2 周平江 432622********3000 810117********600 380

六都寨 徐家 徐龙堂 六都寨 徐家 15 徐龙堂 432622********3000 810117********0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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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所属

乡 镇
场 地

所属村

场主

姓名

场主负责人

联系电话
乡镇 新村别 新组别 村别 组别

填报粮补姓名和账号，只填报存折账号，

不能填报卡号 本次

补助

金额粮食直补

存折姓名
存折人身份证号码 粮食直补存折账号

六都寨 信立 廖述文 六都寨 信立 7 廖述文 432622********3000 810117********300 200

六都寨 马坪 周 军 18274****00 六都寨 马坪 4 周 军 430524********3000 810117********300 580

六都寨 金龙 郭足雄 15873****27 六都寨 金龙 1 郭足雄 432622********3000 810117********200 400

六都寨 普通 廖金凤 15616****38 六都寨 普通 2 廖金凤 432622********3000 810117********800 300

4520

滩头镇 白若村 刘家军 滩头镇 白若村 4 组 刘家军 432622********837X 810117********700 210

滩头镇 洞头村 刘 洪 滩头镇 洞头村 10 组 刘 洪 432622********8000 810117********400 200

滩头镇 木瓜村 王春华 滩头镇 木瓜村 2 组 王春华 430524********8000 810117********200 230

滩头镇 狮子村 王四元 滩头镇 狮子村 5组 王四元 432622********8000 810117********600 200

滩头镇 响古村 刘青龙 滩头镇 响古村 15 组 刘青龙 432622********8000 810117********700 200

滩头镇 柏水村 陈真平 滩头镇 柏水村 3 组 陈真平 432622********8000 810117********800 600

滩头镇 石坡村 李花秀 滩头镇 石坡村 4 组 李花秀 430524********8000 810117********000 150

滩头镇 塘边村 贺培清 滩头镇 塘边村 2 组 贺培清 432622********947X 810117********000 480

滩头镇 上兴村 黄名喜 滩头镇 上兴村 1组 黄名喜 432622********821X 810117********000 160

滩头镇 元溪村 陈新华 滩头镇 元溪村 10 组 陈新华 430524********8000 810117********900 180

滩头镇 元溪村 刘炳贵 滩头镇 元溪村 6组 刘炳贵 432622********8000 810117********500 600

滩头镇 木瓜村 刘双喜 滩头镇 木瓜村 2 组 刘双喜 432622********847X 810117********500 190

滩头镇 塘冲村 刘柱平 滩头镇 塘冲村 5组 刘柱平 430524********9000 810117********50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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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所属

乡 镇
场 地

所属村

场主

姓名

场主负责人

联系电话
乡镇 新村别 新组别 村别 组别

填报粮补姓名和账号，只填报存折账号，

不能填报卡号 本次

补助

金额粮食直补

存折姓名
存折人身份证号码 粮食直补存折账号

滩头镇 荷亭村 刘衍强 滩头镇 荷亭村 8组 刘衍强 432622********8000 810117********600 330

3910

横板桥 田心村 戴厚杰 横板桥 田心村 2 戴厚杰 432622********5000 850400********000000 200

横板桥 双龙铺村 王保莲 横板桥 双龙铺村 11 王保莲 432622********5000 850400********300000 200

横板桥 车田江村 廖仁松 横板桥 车田江村 4 廖仁松 432622********5000 850400********800000 400

横板桥 车田江村 廖小梅 横板桥 车田江村 5 廖小梅 430524********526X 810117********300 400

横板桥 罗子团村 肖健友 横板桥 罗子团村 8 肖健友 432622********5000 810117********600 190

横板桥 田心村 戴松节 横板桥 田心村 4 戴松节 430524********5000 810117********300 400

横板桥 双龙铺村 谢洪武 横板桥 双龙铺村 10 谢洪武 430524********5000 810117********200 200

横板桥 袁家村 周后千 横板桥 袁家村 7 周后千 430524********5000 850400********200000 190

横板桥 牛古田 肖坤肆 横板桥 牛古田 4 肖坤肆 430524********5000 810117********300 250

横板桥 南冲 杨理文 横板桥 南冲 6 杨理文 432622********5000 810117********400 200

横板桥 涧山 刘林英 横板桥 涧山 13 刘林英 432622********5000 810117********400 280

2910

麻塘山 桥家 何本利 15197****42 麻塘山 桥家 3 何本利 432622********0000 810117********100 600

麻塘山 松竹 阳龙成 13574****08 麻塘山 松竹 10 阳龙成 432622********0000 810117********100 250

麻塘山 油溪坪村

学田
李玉兵 15115****61 麻塘山 油溪坪村

学田
4 李玉兵 432622********0000 810117********700 300

麻塘山 老树下村 宁青云 15243****02 麻塘山 老树下 9 宁青云 432622********0000 810117********600 600

麻塘山 横排 杨运求 18274****98 麻塘山 横排 7 杨运求 432622********0000 810117********600 600

- 12 -



场地所属

乡 镇
场 地

所属村

场主

姓名

场主负责人

联系电话
乡镇 新村别 新组别 村别 组别

填报粮补姓名和账号，只填报存折账号，

不能填报卡号 本次

补助

金额粮食直补

存折姓名
存折人身份证号码 粮食直补存折账号

麻塘山 八角楼 罗显国 18473****52 麻塘山 八角楼 3 罗显国 430524********097X 810117********500 600

麻塘山 青山庙 宁炎生 13975****89 麻塘山 青山庙 6 宁炎生 432622********0000 810117********200 370

3320

小沙江 白银村 胡忠武 13607****18 小沙江 白银村 6 胡忠武 430524********0000 810117********200 250

小沙江 光龙村 胡群珍 小沙江 光龙村 2 胡群珍 430524********0000 810117********100 600

小沙江 光龙村 刘盛伟 小沙江 光龙村 1 刘盛伟 432622********0000 810117********900 300

小沙江 岩背村 邹百满 13487****65 小沙江 岩背村 6 邹百满 430526********0000 810117********500 280

小沙江 肖家垅村 杨杰 小沙江 肖家垅村 10 杨杰 430524********0000 810117********700 200

小沙江 肖家垅村 邹代杰 小沙江 肖家垅村 10 邹代杰 430524********0000 810117********000 250

小沙江 居委会 杨椒松 小沙江 居委会 16 杨椒松 432622********0000 810117********100 250

小沙江 岩背村 邹百水 小沙江 岩背村 6 邹百水 430524********0000 810117********400 250

小沙江 龙坪村 何池桃 13973****28 小沙江 龙坪村 5 何池桃 430524********0000 850416********100000 300

小沙江 肖家垅村 伍贤为 小沙江 肖家垅村 1 伍贤为 430524********071X 810117********900 600

小沙江 杉木坪村 罗贞树 小沙江 杉木坪村 17 罗贞树 430524********0000 810117********200 250

小沙江 龙坪村 邹代祥 小沙江 龙坪村 4 邹代祥 432622********0000 810117********700 330

小沙江 白银村 肖松成 小沙江 白银村 3 罗三竹 432622********018X 623090********20000 850

4710

山界乡 老屋村 马中华 山界乡 老屋村 7 马中华 432622********6000 810117********600 200

山界乡 南寺村 马文乐 山界乡 南寺村 1 马文乐 432622********6000 850400********5000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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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所属

乡 镇
场 地

所属村

场主

姓名

场主负责人

联系电话
乡镇 新村别 新组别 村别 组别

填报粮补姓名和账号，只填报存折账号，

不能填报卡号 本次

补助

金额粮食直补

存折姓名
存折人身份证号码 粮食直补存折账号

山界乡 罗白村 丁仁喜 山界乡 罗白村 9 丁仁喜 432622********6000 810117********100 200

山界乡 坳头村 丁炬南 山界乡 坳头村 1 丁炬南 432622********6000 810117********000 250

山界乡 老屋村 马升权 山界乡 老屋村 7 马升权 432622********6000 810117********600 200

1150

岩口镇 向家村 向书艮 岩口镇 向家村 5 向书艮 430524********8000 623090********30000 380

岩口镇 向家村 文小艳 岩口镇 向家村 7 范长征 430524********8000 623090********0000 200

岩口镇 马家桥村 马忠许 岩口镇 马家桥村 11 马忠许 432622********8000 810117********300 600

岩口镇 黄鸭村 李啟武 岩口镇 黄鸭村 4 李啟武 432622********9000 810117********600 230

岩口镇 黄鸭村 邱光前 岩口镇 黄鸭村 4 邱光全 432622********9000 810117********000 200

岩口镇 天必村 颜孝美 岩口镇 天必村 4 颜孝美 432622********8000 810117********100 250

岩口镇 王家村 何青云 岩口镇 王家村 4 李新培 430524********8000 850416********900000 150

岩口镇 大来村 罗旭东 岩口镇 大来村 3 罗旭东 430524********8000 810117********900 200

岩口镇 小桥村 彭映荷 岩口镇 小桥村 3 周乐春 432622********9000 810117********200 180

岩口镇 育贤村 彭本先 岩口镇 育贤村 8 彭本先 430524********8000 810117********300 250

岩口镇 星塘村 李柳英 岩口镇 星塘村 7 李柳英 432622********9000 810117********400 160

岩口镇 龙水炼村 徐金朝 岩口镇 龙水炼村 23 徐金朝 432622********8000 810117********000 230

岩口镇 石坳村 彭四清 岩口镇 石坳村 5 彭四清 430524********8000 850416********300000 280

岩口镇 朴塘村 陈海石 岩口镇 朴塘村 10 陈海石 432622********9000 810117********600 160

岩口镇 马家桥村 肖时凯 岩口镇 马家桥村 2 肖时凯 432622********8000 810117********500 600

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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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村

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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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主负责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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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折姓名
存折人身份证号码 粮食直补存折账号

雨山铺 安仁村 范方求 8****58 雨山铺 安仁村 4 范方求 430524********7000 850416********400000 280

雨山铺 铁炉村 肖时成 13873****81 雨山铺 铁炉村 6 肖时成 430524********7000 810117********700 380

雨山铺 长扶村 范正华 18973****23 雨山铺 长扶村 19 范正华 432622********8000 850400********900000 380

雨山铺 梅冲村 范石云 13787****52 雨山铺 梅冲村 5 范石云 430524********777X 850416********700000 380

雨山铺 牛里村 范时洪 雨山铺 牛里村 5 范时洪 430524********7000 850400********700000 600

雨山铺 梅冲村 范柏生 8****28 雨山铺 梅冲村 4 范柏生 432622********7000 850400********500000 300

雨山铺 雨山村 王立元 雨山铺 雨山村 10 王立元 432622********797X 850400********300000 200

2520

南岳庙镇 太平村 卿笃洪 13874****77 南岳庙镇 太平村 9组 卿笃洪 430524********5000 850400********800000 400

南岳庙镇 南岳庙村 周乐辉 15211****53 南岳庙镇 南岳庙村 7 组 周乐辉 430524********5000 810117********800 800

南岳庙镇 林家村 肖云峰 13975****54 南岳庙镇 林家村 6组 肖云峰 432622********5000 810117********800 380

南岳庙镇 木塘村 卿前庭 18373****36 南岳庙镇 木塘村 8组 卿前庭 432622********5000 810117********000 400

南岳庙镇 蓄鱼塘村 廖仁炉 13973****45 南岳庙镇 蓄鱼塘村 5组 廖仁炉 432622********5000 810117********100 390

南岳庙镇 芭蕉塘村 罗元姣 13348****12 南岳庙镇 芭蕉塘村 1组 罗元姣 432622********5000 810117********400 400

南岳庙镇 造端村 罗仁青 13975****36 南岳庙镇 造端村 21 组 罗仁青 432622********553X 810117********000 1400

4170

金石桥镇 游家桥村 罗群先 金石桥镇 游家桥村 7 罗群先 430524********119x 850400********000000 800

金石桥镇 游家桥村 游训佳 金石桥镇 游家桥村 7 游训佳 430524********1000 810117********400 600

金石桥镇 卧龙村 陈智生 金石桥镇 卧龙村 4 陈智生 430524********1000 810117********200 560

金石桥镇 兰草村 贺显进 金石桥镇 兰草村 1 贺显进 432622********1000 810117********8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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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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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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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折人身份证号码 粮食直补存折账号

金石桥镇 茗水桥 罗治平 金石桥镇 茗水桥 5 罗治平 432622********1000 622169********40000 450

2710

司门前 富贤村

富石庙
胡信田 司门前 富贤村原

富石庙村
1 胡信田

430524********2000 850400********000000 1200

司门前 众乐村 赵瑞芳

赵云虎
司门前 众乐村 3 赵瑞芳

430524********2000 810117********000 1200

司门前 双龙村 邹宗吉 司门前 双龙村 1 邹宗吉 430524********2000 850400********500000 1200

司门前 兴明村 陈超山

陈克纯
司门前 兴明村 1 陈超山

432622********2000 850400********000000 400

司门前 锦旺村

竹山村
罗竹清 司门前 锦旺村

原竹山村
1 罗竹清

432622********2000 850400********200000 290

司门前 锦旺村

竹山村
肖雪花 司门前 锦旺村

原竹山村
2 肖雪花

432622********2000
850416********600000 400

司门前 五通村 刘荣华 司门前 五通村 3 刘荣华 430524********2000 850400********500000 600

司门前 金潭村 魏华祥 司门前 金潭村 12 魏华祥 432622********2000 810117********500 300

司门前 兴隆村

黄花 3 组
刘杏华 司门前 兴隆村

黄花 3 组
3 刘杏华

432622********2000 850400********700000 590

6180

羊古坳镇 龙家湾村 龙小军 18873****85 羊古坳镇 龙家湾村 2 组 龙小军 432622********2000 810117********400 780

羊古坳镇 大美田村 王秋彪 18692****82 羊古坳镇 大美田村 5组 王凡清 430524********2000 850400********700000 1040

羊古坳镇 龙家湾村 刘美归 13372****67 羊古坳镇 龙家湾村 14 组 刘美归 430524********3000 810117********600 700

羊古坳镇 转角丘村 阳金铁 15688****69 羊古坳镇 转角丘村 9组 阳范仲 432622********3000 810117********800 780

羊古坳镇 羊古坳

居委会
王目清 13397****91 羊古坳镇 羊古坳

居委会
4 组 王定远 430524********2000 810117********8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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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古坳镇 羊古坳

居委会
王正远 羊古坳镇 羊古坳

居委会
4 组 王正远

430524********2000 810117********500 330

羊古坳镇 羊古坳

居委会
姜荣斌 13203****09 羊古坳镇 牛形村 7 组 姜荣斌

432622********2000
810117********600 290

4720

周旺镇 老屋村 胡艳林 周旺镇 老屋村 7 组 胡艳林 432622********7000 810117********000 250

周旺镇 兴隆村 李中兵 周旺镇 兴隆村 12 组 李中兵 432622********7000 810117********700 400

周旺镇 兴隆村 李玉光 周旺镇 兴隆村 7 组 李玉光 432622********7000 810117********000 170

周旺镇 竹山村 伍丁喜 周旺镇 竹山村 10 组 伍丁喜 432622********781X 810117********100 200

周旺镇 斜岭村 伍国新 周旺镇 斜岭村 7 组 伍国新 432621********1000 810117********500 200

周旺镇 大柱村 肖向荣 周旺镇 大柱村 4 组 肖向荣 432622********7000 810117********700 600

周旺镇 清水村 陈四元 周旺镇 清水村 14 组 陈四元 430524********751x 810117********100 280

周旺镇 石鱼村 肖桂香 周旺镇 石鱼村 3 组 肖桂香 432622********7000 810117********100 200

周旺镇 斜岭村 王保国 周旺镇 斜岭村 9组 王保国 432622********7000 810117********700 230

周旺镇 杨岭村 肖缘武 周旺镇 杨岭村 3 组 肖缘武 430524********7000 810117********500 650

3180

合 计 86530

附：1. 请按此表样报送，乡镇可自行插入行数，但不能修改表头栏目及乡镇的排序，本次补助金额不要填。

2. 凡场畜主家里有在财政所登记粮食直补的，请在“粮食直补”栏填报其姓名、身份证和存折账号。家里没有领粮补的，就填报场畜主的姓名、

身份证号和存折账号，场畜主姓名与存折姓名要一致。

3. 全部按老村地址上报，要存折账号，卡号不行，打不进。

- 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