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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街道（镇） 公益岗位 人数 
补助金额 

(元) 
账号 

鹤盛镇 保洁员 54 194400 

永嘉县会计核算中心 

201000061025605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岩坦镇 保洁员 155 353700 

永嘉县会计核算中心 

201000061025998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江北街道 

保安员 1 

104400 

永嘉县人民政府江北街道办事处 

201000082817463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瓯北支行 

保洁员 13 

保绿员 2 

内勤 1 

居家养老 5 

巡罗员 7 

东瓯街道 

保洁员 3 

28800 

永嘉县人民政府东瓯街道办事处 

201000082909747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东瓯支行 

车库管理员 1 

居家养老 1 

巡罗员 2 

黄田街道 

保洁员 3 

28800 

永嘉县会计核算中心 

201000082257223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护林员 2 

巡罗员 3 

三江街道 

保洁员 10 

46800 

永嘉县会计核算中心 

201000082257061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河道清理员 1 

护林员 3 

巽宅镇 

保洁员 31 

187200 

永嘉县会计核算中心 

201000061026927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居家养老 21 

乌牛街道 

保洁员 25 

122400 

永嘉县会计核算中心 

201000082256880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护林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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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林镇 

保洁员 38 

154800 

永嘉县会计核算中心 

201000061025281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护林员 5 

岩头镇 
保洁员 81 

367200 

永嘉县会计核算中心 

201000061025150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护林员 21 

东城街道 

护林员 9 

183600 

永嘉县会计核算中心 

201000082769579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保洁员 33 

南城街道 

保洁员 32 

169200 

永嘉县会计核算中心 

201000082256294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巡逻员 4 

绿化员 1 

护林员 2 

北城街道 

保洁员 34 

150900 

永嘉县会计核算中心 

201000082256325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护林员 4 

巡逻 2 

沙头镇 

护林员 12 

339300 

永嘉县会计核算中心 

201000061024676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保洁员 75 

桥头镇 

护林员 12 

234000 

永嘉县会计核算中心 

201000061024252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保洁员 53 

碧莲镇 

保洁员 31 

154200 

永嘉县会计核算中心 

201000061026503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护林员 13 

大若岩镇 

保洁员 37 

140400 

永嘉县会计核算中心 

201000061026634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护林员 2 

桥下镇 

护林员 25 

519000 

永嘉县会计核算中心 

201000061024383 

浙江永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保洁员 120 

总合计金额 3479100 叁佰肆拾柒万玖仟壹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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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序号 申报单位 困难补助人员 公益岗位 补助金额(元) 备注 

鹤盛镇 

1 东皋社区东炉村 周吉丰 保洁员 3600   

2 东皋社区大山底村 谢邓超 保洁员 3600   

3 东皋社区西炉村 周寿兴 保洁员 3600   

4 东皋社区东皋村 周金龙 保洁员 3600   

5 东皋社区东皋村 周星林 保洁员 3600   

6 东皋社区平龙山村 周寿彪 保洁员 3600   

7 东皋社区蓬一村 谢纯芬 保洁员 3600   

8 东皋社区蓬二村 谢碎从 保洁员 3600   

9 东皋社区蓬三村 谢品福 保洁员 3600   

10 东皋社区上湾村 周岩记 保洁员 3600   

11 东皋社区上日川村 季建芬 保洁员 3600   

12 东皋社区上日川村 周建成 保洁员 3600   

13 东皋社区下家岙村 李成龙 保洁员 3600   

14 东皋社区下家岙村 周陈招 保洁员 3600   

15 鹤盛社区鹤垟村 谢品俊 保洁员 3600   

16 鹤盛社区上埠村 谢纯满 保洁员 3600   

17 鹤盛社区下岙村 周凌森 保洁员 3600   

18 鹤盛社区岩上村 谢纯其 保洁员 3600   

19 鹤盛社区塘村 金领弟 保洁员 3600   

20 鹤盛社区罗川村 金修如 保洁员 3600   

21 鹤盛社区箬袅村 谢金洪 保洁员 3600   

22 鹤盛社区鹤泉村 吴小华 保洁员 3600   

23 鹤盛社区炉山村 谢纯芬 保洁员 3600   

24 鹤盛社区岩峰村 谢定财 保洁员 3600   

25 鹤盛社区大矼村 龚学斌 保洁员 3600   

26 鹤盛社区霞岭根村 滕德忠 保洁员 3600   

27 鹤盛社区郑源村 叶陈寿 保洁员 3600   

28 鹤盛社区谷庄村 谷建旺  保洁员 3600   

29 西源社区鹤湾村 盛进德 保洁员 3600   

30 西源社区下庄洋村 谢送区 保洁员 3600   

31 西源社区德岙村 周吉忠 保洁员 3600   

32 西源社区谷山村 谷成斌 保洁员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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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西源社区齐山村 谢海忠 保洁员 3600   

34 西源社区西源村 谷尚泽 保洁员 3600   

35 西源社区西一村 谷益兴 保洁员 3600   

36 西源社区南岸山村 王福桃 保洁员 3600   

37 西源社区岩舟村 谷修忠 保洁员 3600   

38 西源社区垟京村 谷亨西 保洁员 3600   

39 西源社区藤家垄村 谷定顺 保洁员 3600   

40 西源社区梅坦村 谷福林 保洁员 3600   

41 岭头社区蔡岙村 袁祖义 保洁员 3600   

42 岭头社区小陈村 陈春花 保洁员 3600   

43 岭头社区南陈村 潘国友 保洁员 3600   

44 岭头社区上港村 朱才林 保洁员 3600   

45 岭头社区岭南村 潘太星 保洁员 3600   

46 岭头社区英岙村 谷亨华 保洁员 3600   

47 岭头社区金墩村 谢定松 保洁员 3600   

48 岭头社区红枫村 李曲良 保洁员 3600   

49 岭头社区南坑村 潘统胜 保洁员 3600   

50 岭头社区山南村 卓万富 保洁员 3600   

51 岭头社区半山村 李熙森 保洁员 3600   

52 岭头社区中源村 潘阳德 保洁员 3600   

53 岭头社区富源村 潘善金 保洁员 3600   

54 岭头社区鱼里村 刘玲萍 保洁员 3600   

合计 人民币大写：壹拾玖万肆仟元整 194400   

岩坦镇 

1 岩坦社区岩坦村 戴秀清 保洁员 1500   

2 岩坦社区岩坦村 戴显风 保洁员 1500   

3 岩坦社区岩坦村 戴林利 保洁员 1500   

4 岩坦社区岩坦村 周娟华 保洁员 2100   

5 岩坦社区岩坦村 戴益林 保洁员 2100   

6 岩坦社区岩坦村 戴本良 保洁员 2100   

7 岩坦社区庙下村 李理海 保洁员 1500   

8 岩坦社区庙下村 李南 保洁员 2100   

9 岩坦社区源头村 郑彩英 保洁员 1500   

10 岩坦社区闪坑村 戴林 保洁员 1500   

11 岩坦社区闪坑村 戴建敏 保洁员 2100   

12 岩坦社区龙园村 戴利平 保洁员 1500   

13 岩坦社区岩门村 潘金飞 保洁员 1500   

14 岩坦社区屿北村 汪建彪 保洁员 1500   

15 岩坦社区屿北村 汪朋 保洁员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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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岩坦社区屿北村 李忠林 保洁员 2100   

17 岩坦社区坦一村 戴家钿 保洁员 1500   

18 岩坦社区坦一村 戴晓敏 保洁员 2100   

19 岩坦社区坦一村 李建芬 保洁员 3600   

20 岩坦社区西塘村 戴星吉 保洁员 1500   

21 岩坦社区蛙蟆垄村 朱晓平 保洁员 1500   

22 岩坦社区蛙蟆垄村 戴盛池 保洁员 2100   

23 岩坦社区东岙村 金理南 保洁员 3600   

24 岩坦社区大岭村 陈建雷 保洁员 3600   

25 岩坦社区叶坑村 戴爱聪 保洁员 3600   

26 岩坦人力社保所 戴鹏冰 保洁员 1500   

27 溪下区社溪下村 金永定 保洁员 1500   

28 溪下区社溪下村 金仙蕊 保洁员 1500   

29 溪下区社金山村 麻金财 保洁员 1500   

30 溪下区社茶山村 麻和先 保洁员 1500   

31 溪下区社黄一村 应祥忠 保洁员 1500   

32 溪下区社陈山头村 杨美龙 保洁员 1500   

33 溪下区社刘山村 刘树青 保洁员 1500   

34 溪下区社刘山村 林洪长 保洁员 1500   

35 溪下区社马上山村 麻月柱 保洁员 1500   

36 溪下区社麻村村 麻秋玉 保洁员 1500   

37 溪下区社溪下村 金建标 保洁员 2100   

38 溪下区社溪下村 张永昌 保洁员 2100   

39 溪下区社金山村 麻洪光 保洁员 2100   

40 溪下区社茶山村 麻建成 保洁员 2100   

41 溪下区社黄一村 暨相荣 保洁员 2100   

42 溪下区社陈山头村 麻祥琴 保洁员 2100   

43 溪下区社刘山村 刘金标 保洁员 2100   

44 溪下区社刘山村 刘星进 保洁员 2100   

45 溪下区社马上山村 王福寿 保洁员 2100   

46 溪下区社麻村村 麻海林 保洁员 2100   

47 溪下区社陈坑村 金国财 保洁员 3600   

48 溪下区社邵坑村 麻荣满 保洁员 3600   

49 溪下区社罗垟村 麻国龙 保洁员 3600   

50 溪下区社黄二村 应秀红 保洁员 3600   

51 黄南社区深龙村 潘送杰 保洁员 3600   

52 黄南社区深龙村 陈光平 保洁员 3600   

53 黄南社区西山村 陈福郭 保洁员 3600   

54 黄南社区大学村 戴寿水 保洁员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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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黄南社区岩门下村 吴天福 保洁员 3600   

56 黄南社区潘塘村 潘胡田 保洁员 3600   

57 黄南社区上坳村 戴鲜叶 保洁员 3600   

58 黄南社区李庄村 李送光 保洁员 3600   

59 黄南社区碧油坑村 陈继升 保洁员 3600   

60 黄南社区山早村 徐定木 保洁员 3600   

61 黄南社区王山村 王国洪 保洁员 3600   

62 黄南社区黄南村 潘春成 保洁员 2100   

63 黄南社区黄南村 周美芬 保洁员 1500   

64 黄南社区林坑村 毛建华 保洁员 2100   

65 黄南社区林坑村 毛凤重 保洁员 1500   

66 黄南社区道基村 林苍新 保洁员 2100   

67 黄南社区道基村 叶青华 保洁员 1500   

68 黄南社区宵岭村 周星满 保洁员 2100   

69 黄南社区宵岭村 钟汝会 保洁员 1500   

70 黄南社区理只村 毛向阳 保洁员 2100   

71 黄南社区理只村 毛波 保洁员 1500   

72 黄南社区岭背村 叶培宪 保洁员 1500   

73 黄南社区岙头村 毛苍求 保洁员 1500   

74 张溪社区石陈村 向定琴 保洁员 1500   

75 张溪社区石陈村 潘强福 保洁员 1500   

76 张溪社区石陈村 潘阿平 保洁员 2100   

77 张溪社区石陈村 潘岩飞 保洁员 2100   

78 张溪社区张溪村 陈子龙 保洁员 1500   

79 张溪社区张溪村 夏建斌 保洁员 1500   

80 张溪社区张溪村 陈金海 保洁员 1500   

81 张溪社区张溪村 张海微 保洁员 2100   

82 张溪社区张溪村 张陈寿 保洁员 2100   

83 张溪社区张溪村 夏保飞 保洁员 2100   

84 张溪社区里上坑村 陈国华 保洁员 1500   

85 张溪社区里上坑村 陈统利 保洁员 2100   

86 张溪社区桧染村 王巧巧 保洁员 1500   

87 张溪社区桧染村 王建富 保洁员 2100   

88 张溪社区金竹溪村 王小法 保洁员 1500   

89 张溪社区金竹溪村 周福正 保洁员 2100   

90 张溪社区南正村 潘教兴 保洁员 1500   

91 张溪社区南正村 陈秒分 保洁员 2100   

92 张溪社区陈周村 周理坤 保洁员 1500   

93 张溪社区陈周村 周忠强 保洁员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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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张溪社区寺后村 周金微 保洁员 1500   

95 张溪社区水景村 潘光荣 保洁员 1500   

96 张溪社区水景村 潘金翠 保洁员 2100   

97 张溪社区福山村 李天法 保洁员 1500   

98 张溪社区福山村 叶德水 保洁员 2100   

99 张溪社区小长坑村 周国东 保洁员 1500   

100 张溪社区小长坑村 赖忠成 保洁员 2100   

101 张溪社区上岙村 徐岩有 保洁员 1500   

102 张溪社区上岙村 徐水利 保洁员 2100   

103 张溪社区江潭村 周秋云 保洁员 1500   

104 张溪社区江潭村 陈建武 保洁员 2100   

105 张溪社区下潘村 付苍德 保洁员 3600   

106 张溪社区林坑村 周金有 保洁员 3600   

107 张溪社区毛竹村 潘德富 保洁员 3600   

108 张溪社区深固坑村 夏苍飞 保洁员 3600   

109 张溪社区黄界坑村 王福金 保洁员 3600   

110 潘坑社区潘坑村 谢九洲 保洁员 3600   

111 潘坑社区佳溪村 麻森平 保洁员 3600   

112 潘坑社区八亩村 金银国 保洁员 1500   

113 潘坑社区八亩村 张笑萍 保洁员 2100   

114 潘坑社区八亩村 汪家友 保洁员 2100   

115 潘坑社区潘二村 叶会兴 保洁员 3600   

116 潘坑社区田龙村 麻建秋 保洁员 3600   

117 潘坑社区金钟村 谷建省 保洁员 3600   

118 潘坑社区白岩村 郑庆才 保洁员 3600   

119 潘坑社区白岩村 金玉敏 保洁员 3600   

120 潘坑社区陈庄村 陈银国 保洁员 3600   

121 潘坑社区岩龙村 徐存福 保洁员 3600   

122 潘坑社区石鸟村 应秋连 保洁员 1500   

123 潘坑社区垟降村 张福田 保洁员 1500   

124 潘坑社区周卫村 陈英梅 保洁员 1500   

125 溪口社区前溪村 金利文 保洁员 1500   

126 溪口社区前溪村 金寿松 保洁员 2100   

127 溪口社区前溪村 金建海 保洁员 2100   

128 溪口社区前溪村 金衍柱 保洁员 1500   

129 溪口社区分水村 郑银南 保洁员 3600   

130 溪口社区分水村 郑远远 保洁员 1500   

131 溪口社区分水村 郑英庭 保洁员 2100   

132 溪口社区铁坑村 戴显峰 保洁员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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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溪口社区铁坑村 郑建飞 保洁员 1500   

134 溪口社区鸟头村 郑建龙 保洁员 1500   

135 溪口社区小舟垟村 李光南 保洁员 1500   

136 溪口社区溪一村 戴勇先 保洁员 1500   

137 溪口社区溪一村 戴胜杰 保洁员 1500   

138 溪口社区下坑村 周送书 保洁员 2100   

139 溪口社区下坑村 戴冬平 保洁员 1500   

140 溪口社区南岸村 周继金 保洁员 2100   

141 溪口社区永坦村 张传新 保洁员 3600   

142 溪口社区溪二村 李金 保洁员 3600   

143 溪口社区大谢村 郑道周 保洁员 3600   

144 溪口社区到家山村 戴海平 保洁员 3600   

145 溪口社区上宅岸村 李永罗 保洁员 3600   

146 溪口社区前山村 周建良 保洁员 3600   

147 溪口社区后坪村 卢永士 保洁员 1500   

148 溪口社区后坪村 周道聪 保洁员 2100   

149 溪口社区陈龙村 徐寿乾 保洁员 3600   

150 溪口社区西鸟头村 李秀区 保洁员 3600   

151 溪口社区横路下村 暨建有 保洁员 1500   

152 溪口社区横路下村 周吉锋 保洁员 2100   

153 溪口社区北山村 徐金福 保洁员 3600   

154 溪口社区北山村 戴秋飞 保洁员 3600   

155 溪口社区南岸村 周红标 保洁员 1500   

合计 人民币大写：叁拾伍万叁仟柒佰元整 353700   

江北街道 

1 江北街道楠江社区 肖金生 保洁员 3600   

2 江北街道楠江社区 王小美 保洁员 3600   

3 江北街道楠江社区 郑雅 保洁员 3600   

4 江北街道楠江社区 汤红鹰 保洁员 3600   

5 江北街道楠江社区 尤宝银 保洁员 3600   

6 江北街道创新社区 金彩娥 内勤 3600   

7 江北街道创新社区 陈治成 巡逻 3600   

8 江北街道创新社区 金和平 居家养老 3600   

9 江北街道创新社区 陈忠杰 居家养老 3600   

10 江北街道江北社区 戴珍华 保洁员 3600   

11 江北街道江北社区 张理芬 保洁员 3600   

12 江北街道江北社区 戴瑞云 居家养老 3600   

13 江北街道江北社区 胡志武 居家养老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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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江北街道清水埠社区 高少敏 居家养老 3600   

15 江北街道清水埠社区 陈文吹 保绿员 3600   

16 江北街道清水埠社区 胡阿仙 保洁员 3600   

17 江北街道镇西社区 李群 保安员 3600   

18 江北街道镇西社区 李淑萍 保绿员 3600   

19 江北街道镇西社区 李英 保洁员 3600   

20 江北街道镇西社区 周寿理 巡逻员 3600   

21 江北街道襟江社区 戴爱飞 保洁员 3600   

22 江北街道襟江社区 陈伟剑 保洁员 3600   

23 江北街道襟江社区 陈振童 巡逻员 3600   

24 江北街道襟江社区 胡优贤 巡逻员 3600   

25 江北街道龙桥社区 叶建旺 保洁员 3600   

26 江北街道金瓯社区 章启用 巡逻员 3600   

27 江北街道金瓯社区 章进华 巡逻员 3600   

28 江北街道金瓯社区 章长青 巡逻员 3600   

29 江北街道金瓯社区 章伟正 保洁员 3600   

合计 人民币大写：壹拾万肆仟肆佰元整 104400   

东瓯街道 

1 东瓯街道滨江社区 金建芬 保洁员 3600   

2 东瓯街道滨江社区 叶方宗 保洁员 3600   

3 东瓯街道滨江社区 叶恩镜 保洁员 3600   

4 东瓯街道东瓯社区 周春华 保洁员 3600   

5 东瓯街道东瓯社区 尤向阳 居家养老 3600   

6 东瓯街道东瓯社区 蒋利晓 巡逻员 3600   

7 东瓯街道东瓯社区 肖丐欣 巡逻员 3600   

8 东瓯街道东瓯社区 周寿省 车库管理员 3600   

合计 人民币大写：贰万捌仟捌佰元整 28800   

黄田街道 

1 黄田街道千石社区 柯永榜 巡逻员 3600   

2 黄田街道千石社区 王明新 保洁员 3600   

3 黄田街道黄田社区 黄建国 巡逻员 3600   

4 黄田街道黄田社区 黄贤哨 巡逻员 3600   

5 黄田街道黄田社区 阮建华 护林员 3600   

6 黄田街道黄田社区 陈金林 护林员 3600   

7 黄田街道枫埠社区 柳洪春 保洁员 3600   

8 黄田街道枫埠社区 杨陈云 保洁员 3600   

合计 人民币大写：贰万捌仟捌佰元整 2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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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街道 

46 三江街道江东社区 吴龙寿 保洁员 3600   

47 三江街道江东社区 叶际顺 护林员 3600   

48 三江街道江东社区 潘统福 保洁员 3600   

49 三江街道江东社区 蒋道生 护林员 3600   

50 三江街道江东社区 蒋仁爱 保洁员 3600   

51 三江街道罗东社区 黄年锋 保洁员 3600   

52 三江街道罗东社区 王宝松 保洁员 3600   

53 三江街道罗东社区 叶松林 保洁员 3600   

54 三江街道罗东社区 林新聪 保洁员 3600   

55 三江街道三江社区 陈秀方 保洁员 3600   

56 三江街道三江社区 胡德松 保洁员 3600   

57 三江街道三江社区 李道福 护林员 3600   

58 三江街道三江社区 胡银德 河道清理员 3600   

合计 人民币大写：肆万陆仟捌佰元整 46800   

巽宅镇 

1 巽宅社区巽宅镇下谢村 李建潘 卫生保洁 3600   

2 巽宅社区巽宅镇沙埠村 吴秀康 卫生保洁 3600   

3 巽宅社区巽宅镇中山村 章小通 居家养老 3600   

4 巽宅社区巽宅镇三里村 吴九泉 居家养老 3600   

5 巽宅社区巽宅镇岭东村 李何顺 居家养老 3600   

6 巽宅社区巽宅镇金溪村 陈继候 卫生保洁 3600   

7 巽宅社区巽宅镇麻埠村 潘立游 卫生保洁 3600   

8 巽宅社区巽宅镇龙前村 吕进丰 卫生保洁 3600   

9 巽宅社区巽宅镇进书村 汤光武 卫生保洁 3600   

10 巽宅社区巽宅镇小溪村 董希陆 卫生保洁 3600   

11 巽宅社区巽宅镇小溪村 董希正 卫生保洁 3600   

12 巽宅社区巽宅中心小学 汤大顺 卫生保洁 3600   

13 巽宅人力社保所 尤彩眉 卫生保洁 3600   

14 永嘉农商行巽宅支行 汤理朋 卫生保洁 3600   

15 县国土资源局巽宅土地所 董芬娒 卫生保洁 3600   

16 巽宅社区管理委员会 邵海兰 卫生保洁 3600   

17 永嘉县四川邮政储蓄所 陈晓丽 卫生保洁 3600   

18 县电信分公司四川支局 汤娇燕 卫生保洁 3600   

19 永嘉县金溪水电有限公司 姜桃月 卫生保洁 3600   

20 西岙社区巽宅镇西岙村 董顺昌 卫生保洁 3600   

21 西岙社区巽宅镇横彭村 章建曼 卫生保洁 3600   

22 西岙社区巽宅镇柴皮村 麻锡观 居家养老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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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西岙社区巽宅镇郭坑村 麻道间 居家养老 3600   

24 西岙社区巽宅镇坭坑村 董庆招 居家养老 3600   

25 西岙社区巽宅镇坭坑口村 吕胜利 居家养老 3600   

26 西岙社区巽宅镇白石坭村 麻梅法 居家养老 3600   

27 西岙社区巽宅镇后坑村 吴宝华 居家养老 3600   

28 西岙社区巽宅镇野骨村 麻国云 居家养老 3600   

29 界坑社区巽宅镇杨庄村 杨寿松 居家养老 3600   

30 界坑社区巽宅镇黄岙头村 杨彩和 居家养老 3600   

31 界坑社区巽宅镇信岙村 吴小莉 居家养老 3600   

32 界坑社区巽宅镇饭盘尖村 陈献佐 居家养老 3600   

33 界坑社区巽宅镇兴法村 汤珍帮 居家养老 3600   

34 界坑社区巽宅镇界坑社区 胡建飞 卫生保洁 3600   

35 界坑社区巽宅镇美岙村 杨树良 卫生保洁 3600   

36 下嵊社区巽宅镇石垟村 郑  力 卫生保洁 3600   

37 下嵊社区巽宅镇山霞村 章建微 居家养老 3600   

38 下嵊社区巽宅镇霞塖村 王月红 卫生保洁 3600   

39 下嵊社区巽宅镇三里宅村 孙献燕 居家养老 3600   

40 下嵊社区巽宅镇下二村 赖晓娟 卫生保洁 3600   

41 下嵊社区巽宅镇下二村 李丽艳 卫生保洁 3600   

42 下嵊社区巽宅镇下二村 滕小飞 卫生保洁 3600   

43 下嵊社区巽宅镇下一村 何云平 卫生保洁 3600   

44 下嵊社区巽宅镇麻庄村 叶永年 卫生保洁 3600   

45 下嵊社区巽宅镇外宕村 汤晓东 卫生保洁 3600   

46 石染社区巽宅镇木坑口村 麻秀平 居家养老 3600   

47 石染社区巽宅镇雷付村 麻章琴 居家养老 3600   

48 石染社区巽宅镇上横村 赵金多 卫生保洁 3600   

49 石染社区巽宅镇下坑口村 李章尧 卫生保洁 3600   

50 石染社区巽宅镇墨印村 章金林 居家养老 3600   

51 石染社区巽宅镇茅山村 林秀美 居家养老 3600   

52 石染社区巽宅镇云岩村 章定造 卫生保洁 3600   

合计 人民币大写：壹拾捌万柒仟贰佰元整 187200   

乌牛街道 
1 仁溪社区水对头村 叶祥福 保洁员 3600   

2 仁溪社区西叶村 叶星庄 护林员 3600   

3 仁溪社区马岙村 黄爱平 保洁员 3600   

4 仁溪社区十八垅村 叶永乐 保洁员 3600   

5 仁溪社区西岙村 王小多 保洁员 3600   

6 仁溪社区东坦头村 黄建海 保洁员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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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仁溪社区仁家垟村 陈爱月 护林员 3600   

8 仁溪社区仁家垟村 高春东 护林员 3600   

9 仁溪社区洪山村 黄富贵 保洁员 3600   

10 仁溪社区大樟村 余坤德 保洁员 3600   

11 仁溪社区乌岩村 吴启海 保洁员 3600   

12 仁溪社区岳田村 杨良斌 护林员 1500   

13 仁溪社区东樟村 陈民华 保洁员 1500   

14 仁溪社区东樟村 陈盛洲 保洁员 1500   

15 仁溪社区河口岙村 郑育发 护林员 1500   

16 仁溪社区河口岙村 张宪法 保洁员 1500   

17 仁溪社区上叶村 叶升龙 护林员 1500   

18 仁溪社区上三房村 陈德乐 护林员 1500   

19 仁溪社区上三房村 黄永华 保洁员 1500   

20 埭头社区祥池村 叶久一 保洁员 1500   

21 埭头社区祥池村 赵国志 保洁员 3600   

22 埭头社区古塘村 胡方纯 护林员 1500   

23 埭头社区吴岙村 林展望 护林员 3600   

24 埭头社区孙宅村 徐爱双 保洁员 3600   

25 埭头社区泰庄村 周汝政 保洁员 3600   

26 埭头社区岭下村 陈正丰 护林员 3600   

27 埭头社区岭下村 戴爱生 保洁员 3600   

28 埭头社区西垟村 林成龙 护林员 3600   

29 埭头社区西垟村 焦定武 保洁员 3600   

30 埭头社区王宅村 王建领 保洁员 3600   

31 埭头社区鸭鹅村 管崇新 保洁员 3600   

32 埭头社区西湾村 杨福德 保洁员 3600   

33 埭头社区西湾村 叶仁芳 护林员 3600   

34 埭头社区茅楼村 侯志明 护林员 3600   

35 埭头社区荣庄村 张明畴 保洁员 3600   

36 埭头社区横岚岙村 柯华生 保洁员 3600   

37 埭头社区新庄村 黄逸争 保洁员 3600   

38 埭头社区金合村 刘玉雨 护林员 1500   

39 埭头社区大联村 朱尧弟 护林员 1500   

40 埭头社区码道村 蒋建恩 护林员 3600   

41 埭头社区码道村 潘雪弟 保洁员 3600   

合计 人民币大写：壹拾贰万贰仟肆佰元整 122400   

枫林镇 

1 枫林社区枫一村 徐晓玲 保洁员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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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枫林社区枫四村 徐丐国 保洁员 3600   

3 枫林社区汤岙村 徐丐明 护林员 3600   

4 枫林社区汤岙村 徐定豹 保洁员 3600   

5 枫林社区新村 谢建钗 保洁员 3600   

6 枫林社区兆潭村 王阿福 保洁员 3600   

7 枫林社区枫五村 徐顺雪 保洁员 3600   

8 枫林社区镜架山村 徐里国 保洁员 3600   

9 枫林社区娄山村 陈春华 保洁员 3600   

10 枫林社区后山村 邵成琪 保洁员 3600   

11 枫林社区后山村 徐丐定 护林员 3600   

12 枫林社区垟山头村 周海龙 保洁员 3600   

13 枫林社区垟山头村 朱益武 护林员 3600   

14 枫林社区湖西村 李春叶 保洁员 3600   

15 枫林社区东升村 季统泽 保洁员 3600   

16 枫林社区枫二村 徐贤文 保洁员 3600   

17 枫林社区狮溪村 陈伟 保洁员 3600   

18 枫林社区老庵村 潘雪英 保洁员 3600   

19 枫林社区大门台村 徐章云 保洁员 3600   

20 枫林社区西优村 徐顺坚 保洁员 3600   

21 枫林社区兑垟村 李玲珍 保洁员 3600   

22 孤山社区里龙村 徐福道 保洁 3600   

23 孤山社区陈垟村 徐丐珠 保洁 3600   

24 孤山社区乌弄村 郭振勇 护林 3600   

25 孤山社区大木兑村 徐有得 保洁 3600   

26 孤山社区下港村 叶荣海 保洁 3600   

27 孤山社区金南村 翁雷 保洁 3600   

28 孤山社区孤山村 潘建益 保洁 3600   

29 孤山社区金山头村 徐贤西 保洁 3600   

30 孤山社区垟山村 丁孔杰 保洁 3600   

31 孤山社区新强村 徐作海 保洁 3600   

32 孤山社区陈田村 金碎叶 保洁 3600   

33 孤山社区田寮村 李礼东 保洁  3600   

34 孤山社区高塘村 叶李东 护林   3600   

35 水东社区包岙村 陈林华 卫生保洁 3600   

36 水东社区包岙村 陈际旺 卫生保洁 3600   

37 水东社区内档村 夏庆仁 卫生保洁 3600   

38 水东社区外档村 徐晓乐 卫生保洁 3600   

39 水东社区田东村 杨新国 卫生保洁 3600   

40 水东社区龚埠村 陈星良 卫生保洁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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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水东社区凤岙村 金丐记 卫生保洁 3600   

42 水东社区外垟村 金丐妹 卫生保洁 3600   

43 水东社区朱山头村 应晓 卫生保洁 3600   

合计 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肆仟捌佰元整 154800   

岩头镇 

1 岩头社区西岸村 金国良 护林 3600   

2 岩头社区西岸村 金卢海 保洁 3600   

3 岩头社区西岸村 蒋丐雷 保洁 3600   

4 岩头社区溪南村 卢银寿 护林 3600   

5 岩头社区溪南村 卢和平 保洁 3600   

6 岩头社区岩头村 金学东 保洁 3600   

7 岩头社区岩头村 金建业 护林 3600   

8 岩头社区周宅村 周寿丰 保洁 3600   

9 岩头社区周宅村 周理德 护林 3600   

10 岩头社区芙蓉村 郑秀平 保洁 3600   

11 岩头社区芙蓉村 陈玲 护林 3600   

12 岩头社区港头村 周小华 保洁 3600   

13 岩头社区港头村  李秋鹏 保洁 3600   

14 岩头社区上美村 周东飞 保洁 3600   

15 岩头社区上美村 刘秋凤 保洁 3600   

16 岩头社区方岙村 李修星 保洁 3600   

17 岩头社区方岙村 李世杰 护林 3600   

18 岩头社区协岙村 金大靖 保洁 3600   

19 岩头社区苍岙村 叶兴有 保洁 3600   

20 岩头社区潘家垟村 谢建亮 护林 3600   

21 岩头社区河二村 金中登 保洁 3600   

22 岩头社区渡头村 李理明 保洁 3600   

23 岩头社区下烘头村 瞿福藏 保洁 3600   

24 岩头社区陈家坪村 郑芹芹 保洁 3600   

25 岩头社区郑岙村 徐定福 保洁 3600   

26 岩头社区下园村 瞿建兵 保洁 3600   

27 岩头社区大坵田村 郑秀英 保洁 3600   

28 岩头社区上岙山村 周聪强 保洁 3600   

29 岩头社区张大屋村 张志强 护林 3600   

30 岩头社区河三村 金和珍 保洁 3600   

31 岩头社区岙底村 周寿将 保洁 3600   

32 岩头社区中美村 滕志强 护林 3600   

33 岩头社区芙蓉下村 陈天顺 保洁 3600   

34 岩头社区垄翔村 李岳申 保洁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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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岩头社区苍坡村 李立新 保洁 3600   

36 岩头社区小港村 周卫银 保洁 3600   

37 岩头社区大岙降村 李丽晓 保洁 3600   

38 岩头社区里户村 王忠民 保洁 3600   

39 岩头社区上烘村 李盛忠 保洁 3600   

40 岩头社区霞美村 滕洪杰 护林 3600   

41 岩头社区塆里村 陈时春 保洁 3600   

42 岩头社区里岙村 陈雪强 保洁 3600   

43 岩头社区河一村 金可琰 保洁 3600   

44 岩头社区屿根村 张秀微 保洁 3600   

45 岩头社区下日川村 周寿朋 保洁 3600   

46 岩头社区下日川村 周竹平 保洁 3600   

47 表山社区表山村 郑晓海 护林员 3600   

48 表山社区表山村 刘春晓 保洁员 3600   

49 表山社区麻家溪村 腾美凤 保洁员 3600   

50 表山社区岭外村 潘定禹 保洁员 3600   

51 表山社区岭里村 郑英青 保洁员 3600   

52 表山社区张公平村 林全卢 护林员 3600   

53 表山社区外胡村 张贤华 护林员 3600   

54 表山社区内胡村 胡益新 保洁员 3600   

55 表山社区季家山村 金可海 保洁员 3600   

56 表山社区碎坑村 刘光程 护林员 3600   

57 表山社区周山村 郑王平 护林员 3600   

58 表山社区石匣村 郑文斌 护林员 3600   

59 表山社区中岩村 郑九河 保洁员 3600   

60 表山社区祖婆山村 郑进者 护林员 3600   

61 表山社区口上村 郑庄 保洁员 3600   

62 鲤溪社区齐岙村 周飞芬 保洁员 3600   

63 鲤溪社区葵坑村 金希有 保洁员 3600   

64 鲤溪社区陈岙村 陈煜豪 保洁员 3600   

65 鲤溪社区陈岙村 陈笔华 保洁员 3600   

66 鲤溪社区八沸垟村 戴新法 保洁员 3600   

67 鲤溪社区福佑村 鲍珍勇 保洁员 3600   

68 鲤溪社区鲤溪村 李昌来 保洁员 3600   

69 鲤溪社区鲤溪村 李成龙 保洁员 3600   

70 鲤溪社区郑家庄村 郑寿生 保洁员 3600   

71 鲤溪社区垟头村 陈网益 保洁员 3600   

72 鲤溪社区四联村 戴崇浩 保洁员 3600   

73 鲤溪社区上泛村 周福鹏 保洁员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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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鲤溪社区陈坪村 赵朴勤 保洁员 3600   

75 鲤溪社区杏岙村 金珠兰 保洁员 3600   

76 鲤溪社区杏岙村 周领弟 保洁员 3600   

77 鲤溪社区山背村 郑有光 保洁员 3600   

78 鲤溪社区高山村 徐顺杰 保洁员 3600   

79 鲤溪社区抱岙村 蒋云明 保洁员 3600   

80 鲤溪社区深固村 陈继华 护林员 3600   

81 鲤溪社区四联村 戴显东 保洁员 3600   

82 五尺社区滕垄根 金宁海 保洁员 3600   

83 五尺社区山结村 郑银平 保洁员 3600   

84 五尺社区林山村 王晓华 保洁员 3600   

85 五尺社区林山村 林孔贵 保洁员 3600   

86 五尺社区杨山村 陈时田 保洁员 3600   

87 五尺社区小茅垟 周庆丐 保洁员 3600   

88 五尺社区西下村 胡方华 保洁员 3600   

89 五尺社区西下村 胡小宗 保洁员 3600   

90 五尺社区南垟村 金显奇 护林员 3600   

91 五尺社区里塆潭村 潘统呈 保洁员 3600   

92 五尺社区下龙村 郑志勇 保洁员 3600   

93 五尺社区下宅村 胡小勇 保洁员 3600   

94 五尺社区水西村 郑卿胜 保洁员 3600   

95 五尺社区西川村 滕玉虎 护林员 3600   

96 五尺社区西川村 滕顺海 保洁员 3600   

97 五尺社区水东村 郑贤东 保洁员 3600   

98 五尺社区五上村 杨娟 保洁员 3600   

99 五尺社区五下村 胡方来 保洁员 3600   

100 五尺社区岭根村 郑星平 保洁员 3600   

101 五尺社区龙潭坑村 刘成柱 护林员 3600   

102 岩头人力社保所 卢浩芬 保洁员 3600   

合计 人民币大写：叁拾陆万柒仟贰佰元整 367200   

东城街道 

1 城东社区城东社区 盛绍统 保洁员 900   

2 城东社区城东社区 金传州 保洁员 4500   

3 城东社区城东社区 周俊峰 保洁员 3600   

4 望江社区渭石村 陈梅飞 保洁员 4500   

5 望江社区渭石村 吕秀琴 保洁员 4500   

6 望江社区浦东村 叶圣远 保洁员 4500   

7 望江社区立新村 梅成双 保洁员 4500   

8 望江社区石介下村 杨云川 保洁员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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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望江社区绿嶂村 陈连 保洁员 4500   

10 望江社区绿峰村 李斌 护林员 4500   

11 望江社区绿峰村 高勇 保洁员 4500   

12 望江社区河底村 施利云 护林员 4500   

13 望江社区绿上村 潘晓丰 护林员 4500   

14 望江社区浦口村 黄文洁 保洁员 4500   

15 望江社区前村 汪祥海 保洁员 4500   

16 陡门社区茅竹坑村 曹作光 护林员 4500   

17 陡门社区全山村 陈瑞兵 保洁员 4500   

18 陡门社区林村 林日铭 保洁员 4500   

19 陡门社区梅岙村 张定丰 保洁员 4500   

20 陡门社区全安村 柯荣多 保洁员 4500   

21 陡门社区珠山村 陈耀 保洁员 4500   

22 陡门社区东坑村 陈寿星 护林员 4500   

23 陡门社区大溪村 李有兰 保洁员 4500   

24 陡门社区西林垟村 高春连 保洁员 4500   

25 陡门社区山溪头村 金碎燕 保洁员 3600   

26 陡门社区金竹垟村 张三豹 保洁员 4500   

27 峙口社区河岙村 郑旺 护林员 4500   

28 峙口社区河岙村 林光有 保洁员 4500   

29 峙口社区高山村 黄世杰 保洁员 4500   

30 峙口社区峙口村 刘丐寿 保洁员 4500   

31 峙口社区峙口村 朱启蛮 护林员 4500   

32 峙口社区翁山村 柯金环 保洁员 4500   

33 峙口社区大龙山村 刘美珠 保洁员 4500   

34 峙口社区溪头村 吴爱也 保洁员 4500   

35 峙口社区山仓村 叶佰清 保洁员 4500   

36 峙口社区山仓村 王银辉 护林员 4500   

37 峙口社区焦坑村 刘晓妹 保洁员 4500   

38 峙口社区大岙坦村 胡学超 保洁员 4500   

39 峙口社区河屿村 廖永德 保洁员 4500   

40 峙口社区河屿村 陈海勇 护林员 4500   

41 峙口社区仁里村 徐丐亮 保洁员 4500   

42 峙口社区长源村 李孙忠 保洁员 4500   

合计 人民币大写：壹拾捌万叁仟陆佰元整 183600   

南城街道 

1 黄屿社区黄屿村 张李宁 村护林员 3600   

2 黄屿社区黄屿村 厉道来 村保洁员 4500   

3 黄屿社区观前村 何建庄 村护林员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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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塘社区外山村 尤建颂 卫生保洁员 3600   

5 中塘社区前三村 胡青松 卫生保洁员 4500   

6 中塘社区前三村 李安跃 卫生保洁员 3600   

7 中塘社区前一村 陈建密 卫生保洁员 4500   

8 中塘社区溪了头村 胡理葱 卫生保洁员 4500   

9 中塘社区大了降村 胡忠银 卫生保洁员 3600   

10 中塘社区应山村 胡良娒 卫生保洁员 4500   

11 中塘社区中联村 黄会香 卫生保洁员 4500   

12 中塘社区麻山村 胡三 卫生保洁员 4500   

13 中塘社区前二村 胡寿 卫生保洁员 4500   

14 中塘社区前二村 汤淑西 卫生保洁员 4500   

15 中塘社区中兴村 张大夏 治安巡逻员 3600   

16 中塘社区中兴村 胡建亮 治安巡逻员 3600   

17 中塘社区郭山村 施孙德 卫生保洁员 4500   

18 中塘社区郭山村 施秀恩 卫生保洁员 4500   

19 永兴社区栗一村 胡长余 村保洁员 4500   

20 永兴社区栗一村 陈梅 村保洁员 4500   

21 永兴社区桥头村 胡贤武 村巡逻员 4500   

22 永兴社区新民村 廖彩纳 村保洁员 4500   

23 永兴社区新民村 李和平 村保洁员 4500   

24 永兴社区李家村 李丽亚 村保洁员 4500   

25 永兴社区西前村 李陈众 村保洁员 4500   

26 永兴社区西前村 陈宽镜 村保洁员 3600   

27 永兴社区李浦村 郑贤安 村保洁员 4500   

28 永兴社区李浦村 郑和龙 村保洁员 4500   

29 永兴社区西后村 胡志雄 村巡逻员 4500   

30 永兴社区仁堂村 王美弟 村保洁员 4500   

31 永兴社区东华村 叶利燕 村保洁员 4500   

32 永兴社区东岸村 朱如美 村保洁员 4500   

33 永兴社区东岸村 刘东飞 村保洁员 4500   

34 永兴社区芦湾村 何小龙 村保洁员 4500   

35 永兴社区屿门村 汤胜千 村保洁员 4500   

36 永兴社区下堡村 高寿明 村保洁员 4500   

37 永兴社区观下村 李玉环 村保洁员 4500   

38 城南社区城南社区 王跃珍 绿化保洁员 4500   

39 城南社区城南社区 黄道楣 卫生保洁员 4500   

合计 人民币大写：壹拾陆万玖仟贰佰元整 169200   

北城街道 

1 鹅浦社区三堂村 蔡永星 护林员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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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鹅浦社区三堂村 叶显云 保洁员 900   

3 鹅浦社区后村 柯永善 保洁员 4500   

4 鹅浦社区下湾村 王天真 护林员 4500   

5 鹅浦社区横溪村 廖秋微 护林员 4500   

6 鹅浦社区东山下村 杨孙建 保洁员 4500   

7 鹅浦社区塘山村 金孝者 护林员 4500   

8 鹅浦社区岭后村 朱千旺 保洁员 4500   

9 鹅浦社区阮家降村 陈宝爱 保洁员 4500   

10 鹅浦社区阮家山村 陈红春 保洁员 4500   

11 鹅浦社区江北田村 虞忠三 保洁员 4500   

12 鹅浦社区马兰坦村 叶永国 保洁员 4500   

13 鹅浦社区岭山村 邵月丽 保洁员 4500   

14 鹅浦社区朱岙村 胡明亮 保洁员 4500   

15 鹅浦社区牛角门村 张景宝 保洁员 4500   

16 鹅浦社区下庵村 廖薇薇 保洁员 4500   

17 鹅浦社区十二盘村 王云波 保洁员 4500   

18 鹅浦社区山节村 叶永差 保洁员 900   

19 鹅浦社区大亨村 陈碎翠 保洁员 3600   

20 鹅浦社区大亨村 王碎莲 保洁员 900   

21 鹅浦社区枫树下村 杨春雷 保洁员 3600   

22 鹅浦社区柯师湾村 虞洪桑 保洁员 3600   

23 鹅浦社区路口村 曾方谦 保洁员 3600   

24 鹅浦社区路口村 廖信治 保洁员 900   

25 下寮社区底寮村 王柏棋                                                                                                                                                                                                                                                                                                                                                                                                                                                                                                                                                                                                                                                                                                                                                                                          保洁员 4500   

26 下寮社区前坪村 王孙武 保洁员 4500   

27 下寮社区芬益村 杨建华 保洁员 4500   

28 下寮社区朱寮村 廖献浙 保洁员 3600   

29 下寮社区朱寮村 廖献忠 保洁员 4500   

30 下寮社区江坑村 钱长平 保洁员 4500   

31 下寮社区银场村 陈兰香 保洁员 4500   

32 下寮社区银场村 肖庆旺 保洁员 3600   

33 下寮社区江山村 王贤巧 保洁员 4500   

34 下寮社区八里村 钱统巧 保洁员 3600   

35 下寮社区中心村 肖佰明 保洁员 900   

36 下寮社区中心村 肖丐楞 保洁员 3600   

37 下寮社区芬星村 温月微 保洁员 2400   

38 下寮社区山坪村 肖宗波 保洁员 3600   

39 城北社区后横巷 高丐银 巡逻 4500   

40 城北社区新华街 盛绍滔 巡逻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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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零玖佰元整 150900   

沙头镇 

1 古庙社区上浮林村 叶会勤 保洁员 3600   

2 古庙社区下浮林村 李忠亦 保洁员 4500   

3 古庙社区乌龙川村 杨孔平 保洁员 4500   

4 古庙社区中堡村 陈碎清 保洁员 4500   

5 古庙社区古一村 刘衍年 保洁员 4500   

6 古庙社区古二村 刘可满 保洁员 4500   

7 古庙社区古二村 陈恩平 护林员 4500   

8 古庙社区罗川村 袁建飞 保洁员 900   

9 古庙社区罗川村 朱文平 保洁员 3600   

10 古庙社区新星村 谢建林 保洁员 4500   

11 古庙社区上光村 谢选虎 保洁员 4500   

12 古庙社区北山村 金丐省 保洁员 4500   

13 古庙社区古庙口 朱国飞 保洁员 4500   

14 古庙社区西垟村 张晓群 保洁员 4500   

15 古庙社区南川村 朱衍忠 保洁员 4500   

16 古庙社区东章村 朱清康 护林员 900   

17 古庙社区东章村 朱星行 保洁员 900   

18 古庙社区东章村 朱则有 保洁员 3600   

19 古庙社区东章村 朱忠平 护林员 3600   

20 古庙社区陈住起村 陈久飞 保洁员 4500   

21 高浦社区庙活村 林丽玲 保洁员 4500   

22 高浦社区潮际村 夏益吉 保洁员 4500   

23 高浦社区龙益村 陈美柳 保洁员 4500   

24 高浦社区稠树村 刘建芬 保洁员 4500   

25 高浦社区渔田村 叶云华 保洁员 4500   

26 高浦社区下浦村 夏强云 保洁员 4500   

27 高浦社区石埠村 徐作标 保洁员 4500   

28 高浦社区高浦村 林光平 保洁员 4500   

29 高浦社区高浦村 林晓平 保洁员 4500   

30 高浦社区阳岙村 朱国维 保洁员 4500   

31 高浦社区龙潭下村 陈福先 保洁员 4500   

32 花坦社区溪北村 汪时芳 保洁员 4500   

33 花坦社区水岩村 林昌新 保洁员 4500   

34 花坦社区双溪村 朱则发 保洁员 4500   

35 花坦社区东光村 彭玉双 保洁员 4500   

36 花坦社区胡头村 汪爱钗 保洁员 3600   

37 花坦社区降头山村 李方兴 保洁员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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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花坦社区黄村 王忠友 保洁员 4500   

39 花坦社区黄村 王哲东 保洁员 4500   

40 花坦社区珍岙村 王聪丽 保洁员 4500   

41 花坦社区董岙底村 董胤丐 保洁员 4500   

42 花坦社区东川村 朱微肖 保洁员 4500   

43 花坦社区东川村 邵走静 保洁员 4500   

44 花坦社区廊三村 朱孟兴 保洁员 4500   

45 花坦社区花一村 朱涛 保洁员 4500   

46 花坦社区东升村 潘寿德 保洁员 4500   

47 花坦社区廊二村 丁祖珍 保洁员 4500   

48 花坦社区马田村 朱长华 保洁员 4500   

49 花坦社区珍溪村 张中央 保洁员 4500   

50 花坦社区霞山村 汪振照 保洁员 4500   

51 花坦社区霞山村 汪振蒙 保洁员 4500   

52 花坦社区高坑村 陈光耀 保洁员 4500   

53 花坦社区朱洋村 陈时业 保洁员 4500   

54 花坦社区降下村 徐成勇 保洁员 4500   

55 花坦社区石公田村 朱启杰 保洁员 900   

56 花坦社区石公田村 朱洪德 保洁员 3600   

57 花坦社区樟树鸟村 徐象忠 保洁员 4500   

58 花坦社区花三村 朱千成 保洁员 900   

59 花坦社区花三村 叶乐平 保洁员 3600   

60 花坦社区花二村 朱丐琴 保洁员 900   

61 花坦社区廿四最村 朱银德 保洁员 4500   

62 花坦社区小溪村 朱金娣 保洁员 4500   

63 花坦社区繁荣村 朱清南 保洁员 4500   

64 花坦社区科竹村 朱强光 保洁员 4500   

65 渠口社区石柱村 王晓亮 护林员 4500   

66 渠口社区石柱村 王三芬 保洁员 3600   

67 渠口社区石柱村 王文洪 保洁员 4500   

68 渠口社区坦下村 陈星国 保洁员 900   

69 渠口社区坦下村 陈继滔 护林员 3600   

70 渠口社区码砗村 金水国 保洁员 4500   

71 渠口社区塘塆村 郑鲜燕 保洁员 3600   

72 渠口社区塘塆村 汪瑞回 护林员 3600   

73 渠口社区塘塆村 陈小珠 保洁员 900   

74 渠口社区塘塆村 郑乐永 护林员 900   

75 渠口社区福利村 潘宪绿 保洁员 4500   

76 渠口社区呈坑村 潘统久 保洁员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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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渠口社区珠岸山村 陈骏 护林员 4500   

78 渠口社区岭下村 胡晓秋 保洁员 4500   

79 渠口社区霞川村 黄永强 护林员 3600   

80 渠口社区九丈村 郑海琼 保洁员 3600   

81 渠口社区豫章村 胡方省 护林员 3600   

82 渠口社区豫章村 胡青娒 保洁员 900   

83 渠口社区岭垟村 石珍芳 保洁员 4500   

84 渠口社区渠口村 叶会富 保洁员 4500   

85 渠口社区渠口村 叶际碎 护林员 3600   

86 渠口社区珠岸村 汪云宇 保洁员 3600   

87 渠口社区珠岸村 陈金河 护林员 3600   

合计 人民币大写：叁拾叁万玖仟叁佰元整 339300   

桥头镇 

1 滨江社区林福村 单学忠 保洁员 3600   

2 滨江社区林福村 单建顺 保洁员 3600   

3 滨江社区白垟村 孙永苗 护林员 3600   

4 滨江社区白垟村 魏林海 保洁员 3600   

5 滨江社区桃湾村 林曼仗 保洁员 3600   

6 滨江社区白下村 王晓敏 保洁员 3600   

7 滨江社区闹水坑村 周海淼 保洁员 3600   

8 滨江社区壬田村 陈茂金 保洁员 3600   

9 滨江社区壬田村 洪金平 护林员 3600   

10 滨江社区洛溪村 王建梅 保洁员 3600   

11 滨江社区洛溪村 单乾丰 保洁员 3600   

12 滨江社区白沙村 胡锡归 保洁员 3600   

13 滨江社区白沙村 陈道义 保洁员 3600   

14 滨江社区胜丰村 黄林海 保洁员 3600   

15 滨江社区林下村 夏建东 保洁员 3600   

16 滨江社区四角石村 洪建勇 保洁员 3600   

17 白云社区荷塘村 王永盎 保洁员 3600   

18 白云社区念头村 王锡云 护林员 3600   

19 白云社区董岙村 王永 护林员 3600   

20 白云社区梨村 陈福者 保洁员 3600   

21 白云社区梨村 陈其成 护林员 3600   

22 白云社区夏园村 陈明金 护林员 3600   

23 白云社区龙根村 邹广景 保洁员 3600   

24 白云社区凤山村 罗进调 护林员 3600   

25 白云社区外岙村 王其春 保洁员 3600   

26 白云社区黄坦村 蔡云廷 保洁员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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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白云社区黄坦村 蔡朋山 护林员 3600   

28 白云社区沈岗村 祁维重 保洁员 3600   

29 城关社区金窑村 金冬云 保洁员 3600   

30 城关社区石埠头村 朱青江 保洁员 3600   

31 城关社区桥西村 杨松光 保洁员 3600   

32 城关社区前庄村 陈海斌 保洁员 3600   

33 城关社区窑底村 叶碎华 保洁员 3600   

34 城关社区大沸下村 彭则永 保洁员 3600   

35 城关社区前堡村 叶兰芬 保洁员 3600   

36 城关社区井大村 黄希明 保洁员 3600   

37 城关社区桥头村 王云建 保洁员 3600   

38 城关社区金村 金银锁 护林员 3600   

39 城关社区金村 金小平 保洁员 3600   

40 城关社区连岙村 唐洪西 保洁员 3600   

41 城关社区东行村 戴德领 保洁员 3600   

42 城关社区殿前村 周良光 保洁员 3600   

43 城关社区店埠村 单国仙 保洁员 3600   

44 城关社区桥一村 叶建淼 护林员 3600   

45 城中社区溪心村 邹春连 保洁  3600   

46 城中社区溪心村 黄正镑 山林  3600   

47 城中社区龙头村 王国良 保洁 3600   

48 城中社区潘罗村 李庆电 保洁 3600   

49 城中社区广头村 潘轮 保洁  3600   

50 城中社区新华村 叶云林 保洁  3600   

51 城中社区谷联村 陈景阳 保洁  3600   

52 城中社区谷联村 蔡小燕 保洁  3600   

53 城中社区新浦村 池光荣 保洁  3600   

54 城中社区外洋头村 邵益隆 保洁  3600   

55 城中社区詹岙村 詹继炎 保洁 3600   

56 城中社区坦头村 陈雪炎 保洁 3600   

57 城中社区坦头村 王京武 保洁 3600   

58 城中社区前下村 邹良柱 保洁 3600   

59 城中社区下近村 邹显亮 保洁 3600   

60 城中社区将山村 叶春雹 保洁  3600   

61 城中社区街头村 陈之昂 保洁  3600   

62 城中社区外新村 叶正和 保洁  3600   

63 城中社区底新村 詹定国 保洁  3600   

64 城中社区石马岙村 池胜亮 山林 3600   

65 城中社区石马岙村 池成胜 保洁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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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人民币大写：贰拾叁万肆仟元整 234000   

碧莲镇 

1 碧莲社区黄岗村 王柏青 护林 3600   

2 碧莲社区地凑村 郑方南 护林 3600   

3 碧莲社区上村 刘关华 护林 3600   

4 碧莲社区碧莲村 潘崇善 保洁 3600   

5 碧莲社区碧莲村 宁成山 护林 3600   

6 碧莲社区澄田村 陈丽燕 保洁 600   

7 碧莲社区澄田村 陈久矿 保洁 3600   

8 碧莲社区新岙村 徐恩慈 保洁 3600   

9 碧莲社区邵园村 邵永如 保洁 3600   

10 碧莲社区邵园村 邵中定 保洁 3600   

11 碧莲社区石湖村 陈国光 保洁 3600   

12 碧莲社区石湖村 邵素环 护林 3600   

13 碧莲社区东坑里村 徐志明 护林 3600   

14 大岙社区大岙村 吕景业 保洁员 3600   

15 大岙社区大岙村 罗锡汉 护林员 3600   

16 大岙社区茶岙村 陈方 保洁员 2400   

17 大岙社区茶岙村 吕政委 护林员 3600   

18 大岙社区北溪村 杨建统 保洁员 3600   

19 大岙社区应岙村 麻送钦 保洁员 3600   

20 大岙社区金益村 杨圭相 保洁员 3600   

21 大岙社区孙山村 麻仙仙 保洁员 3600   

22 大岙社区大柏村 吕志前 保洁员 3600   

23 应坑社区应二村 麻驮娒 保洁 3600   

24 应坑社区应一村 麻永淼 护林 3600   

25 应坑社区半坑村 应嘉益 保洁 3600   

26 应坑社区东庄村 陈天顺 护林 3600   

27 应坑社区炉熊村 金德江 保洁 3600   

28 应坑社区垄头村 陈见风 保洁 3600   

29 应坑社区应坑村 陈光华 护林 3600   

30 应坑社区应坑村 金国存 保洁 3600   

31 应坑社区章进岙村 曾定南 保洁 3600   

32 山坑社区小巨村 王陈环 保洁 3600   

33 山坑社区小巨村 汤锡亮 护林 3600   

34 山坑社区新宅村 汤裕忠 保洁 3600   

35 山坑社区山坑村 吕秀梯 保洁 3600   

36 山坑社区郑庄村 刘庆松 护林 3600   

37 山坑社区槎川村 郑定谊 保洁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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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山坑社区后九降村 刘良选 保洁 3600   

39 山坑社区大树垟村 陈陈来 保洁 3600   

40 山坑社区前九降村 刘金生 保洁 3600   

41 山坑社区驮平村 刘秀吹 保洁 3600   

42 山坑社区汤店村 刘棣昆 保洁 3600   

43 山坑社区了烈村 刘艳秋 保洁 3600   

44 山坑社区巨川村 刘相福 保洁 3600   

合计 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肆仟贰佰元整 154200   

大若岩镇 

1 大若社区大若村 林赛珍 保洁员 3600   

2 大若社区藤溪村 陈敏 护林员 3600   

3 大若社区舟岙村 陈国洲 保洁员 3600   

4 大若社区龙垟村 林旭灿 保洁员 3600   

5 大若社区黄潭村 陈秋珠 保洁员 3600   

6 大若社区双岙村 陈福阳 保洁员 3600   

7 大若社区大下村 娄利珍 保洁员 3600   

8 大若社区李茅村 叶会广 保洁员 3600   

9 大若社区石岙村 全秋婵 保洁员 3600   

10 大若社区蒋山村 杨云雨 保洁员 3600   

11 大若社区陈岙村 陈继斌 保洁员 3600   

12 大若社区田垟村 钱家平 保洁员 3600   

13 大若社区水云村 陈金芬 保洁员 3600   

14 大若社区荆州村 潘胜彪 保洁员 3600   

15 大若社区荆州村 潘大金 护林员 3600   

16 桐州社区埭头村 陈云南 保洁员 3600   

17 桐州社区梧涨村 陈国蕊 保洁员 3600   

18 桐州社区都南村 陈修育 保洁员 3600   

19 桐州社区里舍村 陈小蓓 保洁员 3600   

20 桐州社区九房村 陈有新 保洁员 3600   

21 桐州社区李大屋村 李燕 保洁员 3600   

22 桐州社区小若口村 陈丐理 保洁员 3600   

23 桐州社区小若口村 陈明有 保洁员 3600   

24 桐州社区桐州村 汪英勇 保洁员 3600   

25 桐州社区都溪村 陈聪 保洁员 3600   

26 桐州社区下岸村 郑卿党 保洁员 3600   

27 桐州社区寺前村 汪中东 保洁员 3600   

28 桐州社区大东村 郑九仁 保洁员 3600   

29 桐州社区垟坑村 李永具 保洁员 3600   

30 白泉社区银泉村 陈海斌 保洁员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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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白泉社区银泉村 陈崇平 保洁员 3600   

32 白泉社区钱泉村 徐克相 保洁员 3600   

33 白泉社区上榴湾村 李忠权 保洁员 3600   

34 白泉社区下榴湾村 李贤德 保洁员 3600   

35 白泉社区白泉村 陈冬欣 保洁员 3600   

36 白泉社区白泉村 陈彩友 保洁员 3600   

37 白泉社区涨岸垟村 陈久存 保洁员 3600   

38 白泉社区黄岙村 陈送亮 保洁员 3600   

39 白泉社区府岸村 潘国候 保洁员 3600   

合计 人民币大写：壹拾肆万零肆佰元整 140400   

桥下镇 

1 桥下社区桥下居委会 潘淑珍 保洁员 3600   

2 桥下社区连村村 陈海军 保洁员 3600   

3 桥下社区金兰村 吴建芹 保洁员 3600   

4 桥下社区肖山村 邵建族 保洁员 3600   

5 桥下社区上降村 谢作坤 护林员 3600   

6 桥下社区山联村 邵金崇 保洁员 3600   

7 桥下社区垟塆村 卢立昆 护林员 3600   

8 桥下社区垟塆村 戚显华 保洁员 3600   

9 桥下社区八里村 陈玉平 护林员 3600   

10 桥下社区八里村 陈益武 保洁员 3600   

11 桥下社区韩埠村 林德金 护林员 3600   

12 桥下社区外湾村 蔡大芬 保洁员 3600   

13 桥下社区梅岙村 程国静 保洁员 3600   

14 桥下社区上村村 董显欧 保洁员 3600   

15 桥下社区下斜村 胡方奎 保洁员 2400   

16 桥下社区东山村 张翔杰 保洁员 3600   

17 桥下社区徐山村 徐明有 护林员 3600   

18 桥下社区霞岙村 徐宗辉 保洁员 3600   

19 桥下社区麻坑村 徐贤锋 保洁员 3600   

20 桥下社区京岸村 任益多 护林员 3600   

21 桥下社区京岸居委会 潘秋华 保洁员 3600   

22 桥下社区西溪下村 林美兰 护林员 3600   

23 桥下社区西溪下村 阮永海 保洁员 3600   

24 桥下社区小旦岙村 林银芬 保洁员 3600   

25 桥下社区光华村 林爱存 保洁员 3600   

26 桥下社区桥上村 戚永春 保洁员 3600   

27 桥下社区泰山村 陈国鸟 保洁员 3600   

28 桥下社区六岙村 唐一芝 护林员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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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桥下社区六岙村 林进兄 保洁员 3600   

30 桥下社区浦石村 章麻爱 保洁员 3600   

31 桥下社区延寿村 邱云信 保洁员 3600   

32 桥下社区叶岙村 叶银龙 保洁员 3600   

33 桥下社区尤山村 徐玉显 保洁员 3600   

34 桥下社区塘坑村 唐志清 护林员 3600   

35 桥下社区中央山村 胡龙飞 保洁员 3600   

36 方岙社区方岙村 章定荣 护林员 3600   

37 方岙社区西岙村 吴少杰 护林员 3600   

38 方岙社区桃山村 卢必权 保洁员 3600   

39 方岙社区陈山村 章强孟 保洁员 3600   

40 方岙社区京垟村 董闯 保洁员 3600   

41 方岙社区埠头村 尤秀珠 保洁员 2400   

42 方岙社区埠头村 吴梁云 护林员 3600   

43 方岙社区小京岙村 章长成 保洁员 3600   

44 徐岙社区塘上村 徐晓珍 保洁员 3600   

45 徐岙社区朱硐坑村 黄统弟 保洁员 3600   

46 徐岙社区杨湾村 杨长镜 保洁员 3600   

47 徐岙社区黄麻垟村 何榜弟 保洁员 3600   

48 徐岙社区徐岙村 邵必强 保洁员 3600   

49 徐岙社区银坑村 章华开 护林员 3600   

50 徐岙社区朱坑村 朱千微 保洁员 3600   

51 徐岙社区蒲瓜墩村 潘克崇 保洁员 3600   

52 徐岙社区桐园村 季忠达 保洁员 3600   

53 徐岙社区西尖村 张爱连 保洁员 3600   

54 徐岙社区宋岙村 潘太耀 保洁员 3600   

55 徐岙社区金加了村 朱秋雁 保洁员 3600   

56 徐岙社区大平村 吴菜丹 保洁员 3600   

57 徐岙社区岭根了村 章长江 护林员 3600   

58 徐岙社区廿四垄村 邵阿建 保洁员 3600   

59 徐岙社区吴垟村 潘泰高 保洁员 3600   

60 徐岙社区大头岙村 赖贤汪 保洁员 3600   

61 徐岙社区黄川村 林同 保洁员 3600   

62 徐岙社区殿后村 潘统善 保洁员 3600   

63 徐岙社区樟岙村 邵建永 保洁员 3600   

64 徐岙社区樟岙村 邵利勇 保洁员 3600   

65 西溪社区墩头村 潘修如 护林员 3600   

66 西溪社区富垟村 鲍荣 保洁员 3600   

67 西溪社区六龙村 吴小飞 保洁员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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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西溪社区六龙村 李有华 护林员 3600   

69 西溪社区龙头村 李有瑞 护林员 3600   

70 西溪社区潘宅村 尤苗苗 保洁员 3600   

71 西溪社区潘宅村 潘策 护林员 3600   

72 西溪社区下徐村 邹淑曼 保洁员 3600   

73 西溪社区陈岙村 郑春环 保洁员 3600   

74 西溪社区湖庄村 李光弟 护林员 3600   

75 西溪社区湖庄村 王忠霞 保洁员 3600   

76 西溪社区里村村 赵淑芬 保洁员 3600   

77 西溪社区黄山村 李仁爱 保洁员 3600   

78 西溪社区朱山村 朱永心 保洁员 3600   

79 西溪社区阮山村 陈金荣 保洁员 3600   

80 西溪社区茶一村 季洪合 保洁员 3600   

81 西溪社区茶一村 季鹿德 护林员 3600   

82 西溪社区前山村 吴文才 保洁员 3600   

83 西溪社区前山村 吴东南 护林员 3600   

84 西溪社区瓯山村 吴光荣 保洁员 3600   

85 西溪社区瓯山村 吴咸荣 护林员 3600   

86 西溪社区瓯渠村 吴小丹 保洁员 3600   

87 西溪社区金园村 郑巧奇 保洁员 3600   

88 西溪社区岭一村 尤建呈 保洁员 3600   

89 西溪社区向阳村 吴时共 保洁员 3600   

90 西溪社区娄川村 潘建利 护林员 3600   

91 西溪社区章一村 章胜洁 保洁员 3600   

92 西溪社区朱坑垟村 潘玉社 保洁员 3600   

93 西溪社区呈岙村 潘步夫 保洁员 3600   

94 西溪社区双联村 赵建静 保洁员 3600   

95 西溪社区济根村 李小连 保洁员 3600   

96 西溪社区罗徐村 林希琴 保洁员 3600   

97 西溪社区下庄村 李富云 护林员 3600   

98 西溪社区下庄村 李安燕 保洁员 3600   

99 西溪社区周山村 赵永成 保洁员 3600   

100 西溪社区吴宅村 吴进和 保洁员 3600   

101 昆阳社区外砻村 林文杰 保洁员 3600   

102 昆阳社区西村 潘有光 保洁员 3600   

103 昆阳社区西村 潘桂阳 保洁员 3600   

104 昆阳社区下陇村 洪玉龙 保洁员 3600   

105 昆阳社区南村 潘胜旦 保洁员 3600   

106 昆阳社区娄山村 邹德权 保洁员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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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昆阳社区里斜村 全启新 保洁员 3600   

108 昆阳社区吊坑村 邵荣崇 保洁员 3600   

109 昆阳社区郑山村 郑三老 保洁员 3600   

110 昆阳社区郑山村 郑庆炯 保洁员 3600   

111 昆阳社区金仓村 麻永海 保洁员 3600   

112 昆阳社区双坑村 潘小鸟 保洁员 3600   

113 昆阳社区昆岭村 潘益权 保洁员 3600   

114 昆阳社区吴山村 潘文和 保洁员 3600   

115 昆阳社区双垄村 潘雷 保洁员 3600   

116 昆阳社区前山头村 潘汉焕 保洁员 3600   

117 昆阳社区梅坑村 邹蓓蓓 保洁员 3600   

118 昆阳社区梅坑村 陈治会 保洁员 3600   

119 昆阳社区东村村 潘菜媚 保洁员 3600   

120 昆阳社区东村村 潘崇省 保洁员 3600   

121 昆阳社区塘下砻村 林恩泽 保洁员 3600   

122 昆阳社区邵山村 邵雄杰 保洁员 3600   

123 昆阳社区底砻村 林希明 保洁员 3600   

124 昆阳社区赤岭村 林成爽 保洁员 3600   

125 茗岙社区茗后村 郑锦勇 保洁员 3600   

126 茗岙社区茗上村 胡加寿 保洁员 3600   

127 茗岙社区石田坑村 胡笑容 保洁员 3600   

128 茗岙社区麻岙村 胡宗业 保洁员 3600   

129 茗岙社区章岙村 胡浙南 保洁员 3600   

130 茗岙社区马介山村 胡焕淼 保洁员 3600   

131 茗岙社区坐凳村 王成丰 保洁员 3600   

132 茗岙社区龙外村 郑世波 保洁员 3600   

133 茗岙社区胜山村 胡云云 保洁员 3600   

134 茗岙社区剩庄村 董松林 保洁员 3600   

135 茗岙社区茗中村 胡  涛 保洁员 3600   

136 茗岙社区茗中村 董建学 保洁员 3600   

137 茗岙社区外徐村 郑久作 保洁员 3600   

138 茗岙社区光塘垟村 郑全民 保洁员 3600   

139 茗岙社区章当村 潘教辉 保洁员 3600   

140 茗岙社区南山村 胡加乾 保洁员 3600   

141 茗岙社区茗下村 陈湘 保洁员 3600   

142 茗岙社区底岙村 胡法松 护林员 3000   

143 茗岙社区平川村 潘光南 保洁员 3600   

144 茗岙社区石坑村 邹春兰 保洁员 3600   

145 茗岙社区乾口村 邵晓蕊 保洁员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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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人民币大写：伍拾壹万玖仟元整 519000   
总合计 人民币大写：叁佰肆拾柒万玖仟壹佰元整 3479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