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示名单

2021 年第三次评定结果

姓名 性别 家庭地址 残疾类别 评定结果

齐云利 男 保滩厉渡村 肢体 四级

周友兰 女 保滩厉渡村 听力 一级

颜美英 女 保滩周集村 肢体 四级

庄士英 女 岔庙岔庙村 肢体 二级

邱加俊 男 岔庙洪滨村 肢体 三级

吴步军 男 岔庙洪滨村 肢体 四级

汪树平 男 岔庙纪集村 肢体 三级

孙凤思 男 岔庙路口村 听力 一级

纪兰成 女 岔庙路口村 肢体 一级

曹士梅 女 岔庙荣锦村 视力 二级

徐广英 女 岔庙桑庄村 肢体 二级

张玉香 女 岔庙漩桥村 听力 二级

刘思彤 女 岔庙漩桥村 智力/肢体 三级/四级

孙腾云 男 陈师陈师村 精神 二级

高子华 男 陈师官荡村 精神 三级

颜士亮 男 陈师国民村 视力 二级

蒲关珍 女 陈师合心村 视力 二级

蒋桂方 女 陈师蒋庵村 肢体 三级

刘银梅 女 陈师同心村 精神 三级

彭正洲 男 陈师头堡村 肢体 二级

王士英 女 陈师尹荡村 肢体 三级

王高 男 陈师尹荡村 肢体 四级

沈玉洪 男 成集道明村 肢体 二级

李小华 男 成集法华村 智力 三级

朱梅华 女 成集洋河村 肢体 二级

尤馨仪 女 成集油坊村 听力 四级

嵇珍兰 女 成集余何村 精神 三级

朱延成 男 成集裕丰村 肢体 四级

马学桂 男 大东王老庄村 肢体 三级



刘洪清 女 大东王老庄村 肢体 三级

石士珍 女 大东王老庄村 智力 四级

王继 男 大东王老庄村 智力 四级

袁以秀 女 大东王老庄村 肢体 四级

尚学玉 女 大东镇大东村 肢体 二级

徐国才 男 大东镇大东村 肢体 二级

吴冬梅 女 大东镇大东村 肢体 三级

程士芳 女 大东镇南严村 听力 一级

张蕊 女 大东镇瓦滩村 智力 二级

朱加燕 女 大东镇瓦滩村 听力 二级

高璐 女 大东镇镇南村 听力 一级

李建国 男 东胡集陈圩村 肢体 二级

陈佃军 男 东胡集胡谢村 肢体 三级

周从付 男 东胡集李圩村 肢体 四级

徐子诺 女 东胡集渠东村 智力 三级

孙映珍 女 东胡集时码村 肢体 一级

陈梦兰 女 东胡集严黄村 听力 一级

周学东 男 高沟扁担村 智力 四级

张炳超 男 高沟常兴村 精神 二级

马云 女 高沟常园村 听力 一级

江林涛 女 高沟陈祥村 肢体 二级

万丽兰 女 高沟春华村 精神 二级

张华 女 高沟戴码村 肢体 三级

孙德才 男 高沟丁口村 肢体 二级

尹春明 女 高沟丁口村 肢体 三级

赵霞 女 高沟丁口村 智力 三级

于文静 男 高沟丁口村 智力/肢体 三级/三级

罗宇晨 男 高沟墩南村 肢体 二级

孙乔梅 女 高沟高西村 肢体 四级

张林华 男 高沟高西村 肢体 四级

沈立轩 男 高沟葛庄村 视力 一级

赵祝秀 女 高沟胡窑村 肢体 四级

曹风明 男 高沟麻垛村 肢体 二级

谢中跃 男 高沟苗荡村 肢体 二级



徐久霞 女 高沟七里村 视力 二级

刘可东 男 高沟前进村 肢体 三级

王苏荣 女 高沟前进村 肢体 四级

张月亮 男 高沟三丰村 视力 三级

左言玉 男 高沟孙湾村 肢体 二级

王玉珍 女 高沟天鹅村 肢体 二级

杨学金 男 高沟天鹅村 肢体 二级

李相清 男 高沟同兴村 肢体 四级

张成林 女 高沟王码村 肢体 三级

周井梅 女 高沟王嘴村 肢体 三级

姜依萱 女 高沟兴哨村 智力 二级

曹从玉 女 高沟荀庄村 视力 一级

解秀珍 女 高沟严庄村 肢体 二级

杨猛 男 高沟严庄村 肢体 三级

刘保霞 女 高沟晏庄村 肢体 二级

孙建国 男 高沟杨口村 肢体 三级

王大卫 男 高沟杨口村 听力 一级

刘鹏程 男 高沟镇东村 听力 一级

郑娴静 女 高沟镇西村 智力 三级

王乙军 男 高沟周码村 肢体 三级

孙加林 男 红窑大埝村 精神 二级

王信翔 男 红窑大埝村 听力 一级

王耀 男 红窑红刘村 精神 三级

颜小换 女 红窑黄锅甑村 视力 二级

葛洪兰 女 红窑黄锅甑村 视力 一级

嵇孝富 男 红窑金沙村 精神 二级

朱晔 男 红窑老桃园村 精神 二级

程淼 男 红窑老桃园村 智力 三级

张平 女 红窑老桃园村 智力 三级

周学成 男 红窑潘码村 肢体 三级

孙进 男 红窑浅集村 肢体 二级

朱祝兰 女 红窑浅集村 视力 二级

邱建伟 男 红窑浅集村 肢体 四级

林寿兰 女 红窑钦北村 视力 一级



王秀珍 女 红窑钦北村 视力 二级

孙成英 女 红窑三村村 视力 二级

张闯 男 红窑三村村 智力 三级

冯小凤 女 红窑万民村 精神 三级

王桂连 女 红窑五房村 听力 一级

李相芳 女 红窑西徐村 视力 二级

陈进冲 男 红窑西徐圩村 肢体 三级

林慧 女 红窑夏楼村 肢体 四级

金秀云 女 红窑小金圩村 智力 三级

穆后枚 女 红窑新灯塔村 智力 二级

颜丙国 男 红窑颜庄村 肢体 四级

张立美 女 黄营北集村 肢体 二级

许开红 女 黄营北集村 肢体 三级

王元林 女 黄营北集村 言语 三级

张泽军 男 黄营北集桩 精神 四级

陈照兰 女 黄营曹墩村 精神 四级

芦玉兰 女 黄营黄营村 视力 二级

吴爽 女 黄营街西村 言语 二级

费菊花 女 黄营九堡村 肢体 二级

李建康 男 黄营老李圩村 肢体 三级

殷刘海 男 黄营李圩村 精神 三级

郭义磊 男 黄营六堡村 听力/言语 一级/一级

顾祝芳 女 黄营南洋村 肢体 三级

翟新杰 男 黄营旗杆村 精神 四级

王玉涛 女 黄营守阳村 视力 二级

张顺然 男 黄营守阳村 智力 二级

杨欣悦 女 黄营守阳村 肢体/智力 一级/二级

嵇玉兰 女 黄营徐跳村 肢体 二级

张秀红 女 黄营杨桂村 肢体 三级

刘成权 男 开发区文俊村 精神 四级

王美玲 女 开发区振丰 听力 一级

孙桃英 女 涟城庵园村 肢体 二级

张舒涵 女 涟城庵园村 听力 三级

蒋开亚 男 涟城庵园村 肢体 三级



唐艳 女 涟城北门居 听力 二级

许月梅 女 涟城蚕种场 肢体 三级

姜梅 女 涟城东门居 精神 三级

王松 男 涟城东门居 肢体 四级

王永柏 女 涟城红日居 肢体 二级

孙丽 女 涟城红日居 智力 三级

罗思豪 男 涟城红日居 智力 三级

张亚东 男 涟城红日居 肢体 四级

何苏发 男 涟城胡新村 听力 一级

陈兰芳 女 涟城淮浦居 精神 三级

凡子杰 男 涟城金城居 精神 四级

李永贵 男 涟城军民居 肢体 二级

张泽鹏 男 涟城军民居 听力 一级

张志宇 男 涟城军民居 听力 一级

周金衍 男 涟城涟洲居 视力 一级

何井标 男 涟城林场村 视力 二级

禹志云 男 涟城林场村 肢体 三级

邹洪买 男 涟城牌坊居 肢体 二级

陆龙英 女 涟城上营村 肢体 三级

严志晗 女 涟城双码村 智力 二级

梁芬 女 涟城新北村 听力 二级

陈英杰 男 涟城新涟村 精神 四级

殷秀兰 女 涟城徐集村 肢体 二级

贾秀英 女 涟城徐集村 肢体 三级

顾庭硕 男 涟城引河居 听力 二级

刘文杰 男 涟城镇莲花居 智力 三级

李刚元 男 梁岔卜圩村 肢体 三级

洪明 男 梁岔洪码村 肢体 二级

张玉芹 女 梁岔黄庵村 肢体 四级

王伯林 男 梁岔马棚村 精神 四级

王立兵 男 梁岔双楼村 精神 三级

吴桂恩 女 梁岔汪圩村 肢体 二级

任成英 女 梁岔镇卜圩村 肢体 二级

范素芹 女 南集范荡村 精神 二级



丁凤梅 女 南集冯皂村 肢体 三级

朱桃花 女 南集码头村 肢体 三级

朱雯婕 女 南集码头村 听力 一级

蒋英 女 南集王圩村 肢体 三级

李亚平 女 南集新合村 肢体 二级

羊素梅 女 南集新合村 肢体 四级

周如方 女 南集振兴村 肢体 三级

谢正花 女 南集镇兴村 视力 一级

张超玉 女 石湖东兴村 视力 二级

金玉梅 女 石湖东兴村 视力 一级

朱雅芮 女 石湖方圩村 智力 三级

朱雅慈 女 石湖方圩村 智力 三级

顾秀花 女 石湖果园村 肢体 四级

顾秀梅 女 石湖楼庄村 肢体 二级

陈如山 男 石湖三旗村 肢体 二级

张青全 男 石湖十七堡村 视力 二级

李素芹 女 石湖石湖村 肢体 二级

薛一放 男 石湖外口村 肢体 三级

毛中国 男 石湖五里村 肢体 四级

周慧 女 石湖五里村 肢体 四级

张玉娥 女 石湖五里村 听力 一级

杨兰英 女 石湖薛集村 肢体 三级

顾树珍 女 石湖张顾村 听力 二级

侯利兵 男 石湖张顾村 听力 一级

李梦婷 女 石湖镇薛集村 智力 三级

缪业祥 男 唐集胡缪村 肢体 二级

毛道国 男 唐集联富村 肢体 二级

章欣晨 女 唐集唐集村 智力 三级

凡军明 男 唐集唐集桩 肢体 二级

薛家石 男 唐集月塔村 智力 三级

孙茂彦 女 唐集周程村 听力 一级

罗枚红 女 五港蔡工村 肢体 三级

白永刚 男 五港蔡工村 肢体 四级

赵文兵 男 五港蔡工村 听力 一级



吴重女 女 五港方渡村 视力 一级

李建慧 女 五港港北村 智力 三级

刘树梅 女 五港港北村 视力 四级

郭景怡 女 五港港东村 智力/肢体 三级/三级

王永洲 男 五港港南村 肢体 三级

张玉梅 女 五港港西村 视力 一级

罗小聪 男 五港韩鲁村 智力 三级

刘春保 男 五港黄码村 肢体 四级

孙作亮 男 五港三里村 肢体 四级

刘玉连 女 五港桃园村 视力 二级

向红章 男 五港桃园村 肢体 二级

王永军 男 五港王杨村 肢体 二级

杨明传 男 五港王杨村 精神 二级

徐文兰 女 五港王杨村 智力 二级

程海浪 男 五港五港村 视力 一级

嵇友珍 女 五港薛桥村 肢体 二级

赵连生 男 五港镇五港村 肢体 二级

林寿江 男 朱码柴市村 精神 二级

杨一诺 女 朱码笪巷村 肢体/精神 二级/四级

王正中 男 朱码笪巷村 肢体 三级

万秀梅 女 朱码红星村 精神 四级

汪玉花 女 朱码嵇庄村 精神 三级

曾现海 男 朱码军田村 肢体 四级

洪开和 男 朱码李集村 肢体 四级

翟瑞楠 男 朱码潘刘村 智力 三级

陈步志 男 朱码顺集村 视力 一级

曹立伍 男 朱码顺集村 听力 一级

何中美 女 朱码孙徐村 听力 二级

徐素兰 女 朱码孙徐村 肢体 四级

宋井芳 女 朱码孙徐村 肢体 四级

沈炳伯 男 朱码孙徐村 肢体 四级

纪新成 女 岔庙郝友村 智力 未定级

赵军 男 大东大东村 肢体 未定级

钱永娜 女 大东薛三湾村 精神 未定级



林洪美 女 东胡集李圩村 肢体 未定级

陈海云 女 黄营老李圩村 精神 未定级

陈玉兰 女 涟城双码村 视力 未定级

刘兰雪 女 五港港南村 智力 未定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