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高新区农村动迁居民住房困难家庭住房保障资格申请家庭情况公示表

（共154户）

序号 属地 申请编码 申请保障形式 申请人
符合保障条

件的
家庭人口数

人均
月收入
（元）

人均住房面
积（㎡）

申请家庭成员

1 浒墅关 N20050100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梅绍洪 8 2487.24 26.41 杨婷芙 徐才珍 梅文明 曹国英 梅根发 梅梓涵 梅梓桐

2 浒墅关 N200501002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钱国华 6 2116.00 25.50 石海芹 钱进根 吴火珍 钱斌 钱汐

3 浒墅关 N200501003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曹桂根 7 2061.55 25.88 杨黑妹 曹金坤 曹俊杰 李兰 曹梓桐 曹梓沐

4 浒墅关 N200501004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施孝平 7 1588.49 25.68 张立 施金振 黎发菊 高小妹 施云峰 施欣妤

5 浒墅关 N20050100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孙伟春 6 2841.43 25.43 丁泼 孙林根 浦爱珍 孙欣妍 孙欣玥

6 浒墅关 N200501006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杨先方 8 1436.03 26.41 李巧珍 杨荣根 李金妹 杨雅静 钱吉 杨诚玮 钱佳凝

7 浒墅关 N200501007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孙文明 7 3086.85 26.41 钟永琴 孙小男 陆金珍 孙妍 章劲松 孙梦辰 章浠辰

8 浒墅关 N200501010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徐晓春 2 2362.85 19.67 陆育雯 徐林荣 陈兴娣 徐由舢 陆易凡

9 东渚街道 N20060100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周林方 6.5 1803.00 27.92 周彐英 张金秀 周静娟 虞俊峰 虞可欣 周艺彤

10 东渚街道 N200601002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王林方 5 2772.60 24.07 向方利 王向念 王兴男 程根珍

11 东渚街道 N200601003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顾钰明 7 2023.60 25.90 陈月芳 王亚伦 顾晓婷 陈彩林 王俊熙 顾允菲

12 东渚街道 N200601004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陆永方 7 2349.15 25.87 王晓丽 陆烨玮 陆烨琳 陆纪福 周彐珍 陆招大

13 东渚街道 N20060100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倪永芳 7 2120.00 25.94 府国英 倪明 陈兰 倪紫轩 倪紫瀚 张文英

14 东渚街道 N200601006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钱晨光 7 1638.56 25.90 周云兴 吴彩娥 周丽芬 钱萌佳 周萌晨 周根法 周金娥

15 东渚街道 N200601007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李林法 5 1526.98 26.40 谢凤珍 李军 施云 李全龙 刘福兰 李瑞 李涵

16 东渚街道 N200601008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张荣娟 6.33 1801.57 20.22 陆福兴 陆庆丰 颜进 陆启聪 陆启慧 周金珍

17 经开区 N20080100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周荣 5 2517.00 27.34 周祥兴 周条芬 刘丽 周晓晨

18 经开区 N200801002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张斌 6 2903.66 25.17 张小四 徐卫英 陈冬妹 张博文 张文轩

19 经开区 N200801003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曹倩 7 3503.30 25.95 曹炳芳 金凤英 雷红军 曹博尧 雷曹阳 曹素英

20 经开区 N200801004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杨福根 8 1190.35 26.51 杨卫中 王美林 杨泉妹 杨祺枫 张婷婷 杨欣雨 杨依依

21 经开区 N20080100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沈永林 6 3756.00 22.66 沈春兰 朱琴芳 谢秀英 沈怿 沈朱昊

22 经开区 N200801006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时冬良 6 1491.63 25.21 卫婷婷 时瑾茜 时靖辰 时钰芳 陈永兰

23 经开区 N200801007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袁进方 5 3767.31 25.18 张丽英 袁莺 周驰华 周思承 袁思瑜

24 经开区 N200801008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李骏 4 1493.10 18.20 杨伟玲 李林文 李灝懿 李想

25 经开区 N200801009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李庆红 2 1348.13 21.10 李安琪

26 经开区 N200801010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张永良 6 3719.00 27.56 王娟英 张冬敏 王丹萍 王振颖 张振韬

27 经开区 N20080101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吴强 6 1610.00 25.31 吴建明 姜楠楠 吴雅馨 吴凌惜 金泉金

28 经开区 N200801012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董海芳 6 2175.00 19.67 周佳英 董祺 李金平 董羿鑫 董思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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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经开区 N200801013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张翔 8 2074.00 26.40 张雪华 王玉英 张金标 张月娥 王碧燕 张妍欣 张可欣

30 经开区 N200801014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张福明 6 2560.00 27.24 张金妹 张萍 张杰 张熙晨 张熙妍

31 经开区 N200801016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吕根方 6 3153.74 22.75 陈文珍 吕金亿 万岩 吕梦琋 吕梦晨

32 经开区 N200801017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朱春敏 7 2262.00 25.88 朱金方 陈菊仙 刘培培 朱彦錡 朱怡诺 朱金男

33 经开区 N200801018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金雪方 7 1757.82 25.75 张红珍 干玉莲 金巧珍 金建栋 金梓欣 金梓瑞

34 经开区 N200801019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杨钰明 7 1630.86 25.89 王水珍 杨仪凤 蒲燕 杨云杰 杨云彦 杨泉珍

35 经开区 N200801020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马志峰 5 1510.40 24.47 马金祥 金红娟 马雨晨 马雨鑫

36 经开区 N200801022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杨卫良 7 1787.24 25.97 张香妹 杨秋艳 杜建平 金阿巧 杜梓骁 杨籽沐

37 经开区 N200801023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许雪亮 6 3101.92 22.60 薛金才 许元珍 徐飞 许芸嫣 许雷杰

38 经开区 N200801024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王雪良 8 2641.53 26.41 吕英 王明丽 陆春雷 王嘉映 陆佳瑶 王保兴 刘泉珍

39 经开区 N20080102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薛洪明 3 3518.06 20.35 刘伟 薛海江

40 经开区 N200801026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许惠良 7 1793.40 25.84 许福英 许春兰 田宇 许阿大 许泠萱 田泠鸢

41 经开区 N200801027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胡小男 5 1616.00 23.60 钱小英 胡晰 江思原 胡君豪

42 经开区 N200801028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张林 7 2382.79 25.93 奚雪芳 顾文珍 奚宇英 奚楷 奚越 奚火林

43 经开区 N200801029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许波 5 1939.12 24.29 徐太秀 陆洁 陆哲涵 许书涵

44 经开区 N200801030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杜平 6 2443.29 21.14 杜玉明 沈菊英 奚白妹 杜婧萱 张婧怡 张利华

45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0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李建新 7 1901.57 26.06 王月珍 李金 丁梦瑶 李梦琪 李海根 李素金

46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02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阚悦 5 2739.00 24.00 芮安 阚菊明 陈爱琴 阚水根

47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04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包旭 4.5 1833.00 22.60 秦雯 包雪根 吴雪芩 包根妹 包意妍

48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0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胡兴全 5 3665.80 20.14 朱祥妹 胡仲良 胡熠 何晳 何芳

49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06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潘建华 6 1746.38 20.27 王惠珍 潘红 宁克强 宁潘瑾 潘文轩

50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07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唐菊明 4 2907.25 25.87 谢建妹 唐晓娟 喻若卿

51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08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薛福元 5 1936.25 20.31 薛彩金 徐祥娥 薛妹 周游 周志国

52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09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徐伟英 6 2710.00 25.29 朱建明 朱琳 侯雨时 朱泉根 侯曙峰

53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10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金辛怡 3 1577.85 20.70 金全云 朱香媛

54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12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陈建伟 5 2637.66 21.58 朱素珍 陈聪 金晨 陈云风

55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13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唐建珍 6 3334.57 21.14 张友付 唐琪枫 唐曦妤 唐云水 郁彩娥 顾涓

56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14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金军 5 1689.00 18.59 金银康 项双文 孙嘉怡 金嘉琦 金巧林 孙洁

57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1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唐文娟 4 3144.99 26.37 陈斌 陈苏宁 陈铭禹

58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16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沈金泉 5.33 3127.00 22.65 刘雪林 沈良 沈悦明 明素红 沈阿三

59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18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李根发 5 2508.19 17.40 马振英 李金俊 李兮文 薛黑男 陆琴琴 陆伊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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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19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沈菊方 5.33 3333.71 22.65 刘鸣 沈涛 沈阿三 徐晓飞 沈翌昕

61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20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唐晓东 4 3256.43 20.75 周文珍 华诗薇 唐川

62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2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陶长生 8 2589.68 20.75 张美蓉 陶纪 陶宇 陶勇 陶子充 陶子悠 宋慧玲

63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22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周青 6 3192.08 26.77 潘家珍 周燕 吴文杰 吴宇辰 周昕妍

64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23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殷永清 6 2116.40 20.24 朱建珍 殷晨杰 殷素珍 黄芳 殷思涵

65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24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张根泉 6 2895.00 27.94 陈福妹 张翔 曾莹 曾张杰 张泉福

66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2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高伟珍 3 3995.85 21.08 朱伟 朱蓓蕾

67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26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顾兴林 4 2404.43 20.93 顾雅婷 金毅 金安祺 卢小红

68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27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周雪坤 5 2054.00 20.00 周程 陈佳 周素珍 陈奇琪 钱玉珍

69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28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姚静 1 3479.00 17.80 吴金男

70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29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金建东 6 3442.00 25.87 李宝男 王文珍 李琴红 李铭宇 金雨恺

71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30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虞晓君 6 3436.00 22.73 虞伟明 徐英 朱琪 虞赟成 虞水沟 虞美金

72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3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王桂男 7 2581.00 25.71 王红珍 王雅岚 王福寿 陆金妹 陆知予 陆佳阳

73 狮山横塘街道 N200101033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周小全 5 2777.40 24.14 沈雪芹 周银龙 朱静 周朱敏

74 通安镇 N20070100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陆小红 5 1854.00 25.41 吉国亮 高涵涵 陆玥羽 陆福明 蒋永珍

75 通安镇 N200701002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冯杰 7 2189.00 22.25 赵苗苗 冯仁熙 冯熙惠 冯熙雯 冯菊明 冯福男 徐根媛

76 通安镇 N200701003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吴兴男 6 2102.00 24.67 向一香 吴正伟 武青 吴梦杰 吴思源

77 通安镇 N20070100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顾春方 7 2021.80 26.11 胡金妹 顾炯 张红 顾嘉铭 顾嘉晨 吴小妹

78 通安镇 N200701006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何军 8 2590.00 25.39 王莉 何芊羽 王浩宇 何菊林 姚杏琴 何祥根 王金秀

79 通安镇 N200701007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许国平 6 3033.00 26.11 孙良艳 许瑾瑶 许允尊 许林生 袁玉珍 许福根

80 通安镇 N200701008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邵凤明 6 2282.00 21.14 陈明珍 邵洁晶 邵洪德 郭庆 邵家琦 邵家乐

81 通安镇 N200701009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吴燕 5 2586.00 25.39 吴炳兴 吴小都 杨尚剑 杨艺旋 吴柠

82 通安镇 N200701010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陶林泉 6 3514.00 25.42 朱洪英 陶雅静 饶军 陶饶斌 饶洪铭

83 通安镇 N20070101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邹成琳 6 2102.00 26.18 张林芬 邹晓雯 邹德生 吴超 邹逸轩 邹逸可

84 通安镇 N200701012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陆伟平 3 1640.00 24.15 许静文 张秀英 陆许怡 许诺怡

85 通安镇 N200701014 货币补贴 钱根兴 6 1931.00 25.42 乔兴平 钱小龙 韦凤兰 钱紫玥 钱梓恒

86 通安镇 N200701016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蒋征 7 1438.00 22.85 金仪 蒋小龙 黄月英 舒水珍 蒋晨妍 蒋钦焱 蒋汐玥

87 通安镇 N200701017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丁根荣 6 2434.00 25.39 季林妹 丁亚晨 晏群群 丁羽晏 丁依晏

88 通安镇 N200701018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张利 9 1734.00 26.78 吴秋珍 吴秋根 缪玲娥 吴狗根 朱凤珍 吴志燕 吴子平 吴梓煊

89 通安镇 N200701019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戈根荣 5 1197.00 20.12 戈碧兰 侯公昀 许彩金 戈欣怡 侯青月

90 通安镇 N200701020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陆洁 5 1529.00 21.14 金仁 陆建良 杨凤英 王林妹 金正亚 陆心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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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通安镇 N20070102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姚林法 7 2069.00 26.12 潘根凤 潘建国 郑红娟 潘彦 潘妤 潘文荣

92 通安镇 N200701023 货币补贴 张永祥 8 2167.00 27.28 郁美英 张飞飞 陈艾 张豪云 桂欢欢 张思涵 张一凡 张艺澈

93 通安镇 N20070102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范雪峰 7 1569.00 26.18 吴义倩 范俊元 陆小玲 范金妹 范梦琪 范筱琪

94 通安镇 N200701026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仇金坤 6 2040.50 27.66 殷秀云 仇文艳 吴青 仇艺舒 吴艺晗

95 通安镇 N200701027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周银华 8 2217.50 26.49 薛福娥 周凯伦 陈婷 周虎根 顾金妹 周心羽 周心宸

96 通安镇 N200701028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吴圆 6 1824.00 20.12 赵丹丹 沈小妹 吴予诗 吴予晴 吴洪英

97 通安镇 N200701029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陈世康 6 2162.00 25.39 吴玉妹 陈敏 周倩 陈宇浩 陈宇轩

98 通安镇 N200701030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程卫忠 6 2140.00 26.18 金彩珍 程俊麒 房玉萍 尤小妹 程宇轩 程宇锋

99 通安镇 N20070103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周伟方 6 2244.00 26.11 何建珍 周峰 范若晨 周笙 周炳兴 何全英

100 通安镇 N200701033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陶泽众 6 2044.00 26.18 王英 陶菊根 杨红萍 陶火元 陶晓乐 陶亚楠

101 通安镇 N20070103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杜玉清 7 1682.00 26.18 陈梦茹 杜月明 张桂珍 杜成 杜鑫澄 陆根水

102 通安镇 N200701036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袁雯 6 2839.80 27.76 黄志智 袁长根 顾金云 黄袁诚 袁梓恒

103 通安镇 N200701037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何磊 5 2717.00 25.39 王春玲 何根方 陶水英 何曌 何沐

104 通安镇 N200701038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邹雪文 5 2180.00 20.31 袁晓文 彭加佳 彭浚哲 袁雨歆

105 通安镇 N200701039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马振华 5 3462.00 24.61 韦小妹 马金根 朱桂珍 马亦乐

106 通安镇 N200701040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吴建良 2 1174.00 18.00 张燕 丁文杰 吴俊杰 邹金玲

107 通安镇 N20070104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范雪康 3 3375.00 24.61 金雪林 范祎婷 王耀华 范一诺

108 通安镇 N200701042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吴滨 7 1686.00 21.14 肖欢 吴建良 杨菊珍 吴聘 吴昊泽 吴根祥

109 通安镇 N200701044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何月飞 4 2722.50 22.85 徐欢欢 何佳轩 何依文

110 枫桥街道 N200301002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朱红方 2 2040.75 23.71 朱大男 王燕 朱仪琳

111 枫桥街道 N200301004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袁夏明 6 2410.67 27.21 张国珍 张妹金 张新毅 张少阳 张俊刚

112 枫桥街道 N20030100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李春华 6 4125.17 25.24 唐水娥 刘嘉峻 李文霞 李诺依 李根木

113 枫桥街道 N200301006 货币补贴 沈云根 3 2348.00 23.71 沈佳伟 沈恩泽 周婷

114 枫桥街道 N200301007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李林方 6 3114.83 20.54 周金华 周丽萍 赵培伟 赵沐轩 周沐辰

115 枫桥街道 N200301008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王梦 5 4093.40 24.53 陆洪敏 陆林夕 陆根兴 李庆珍

116 枫桥街道 N200301009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薛永良 7 2156.79 27.24 李莉娟 薛雨豪 衡悦 薛根水 薛火兴 范林妹 薛渊

117 枫桥街道 N200301010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李国明 6 1959.29 17.52 陈青华 李澄婷 李昕一 金辰一 李水林 金新

118 枫桥街道 N20030101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冯小龙 5 2067.67 19.67 刘明兰 冯建华 李娜 冯燕华 冯俊宇

119 枫桥街道 N200301012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张烨琪 6 2418.17 20.44 韩梅 张永明 傅国英 张佳唯 张金妹

120 枫桥街道 N200301013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曹金康 4 3123.20 24.53 张福珍 曹希顺 陆易雯 曹烨昕

121 枫桥街道 N20030101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吴文明 6 2498.39 27.21 陈美英 吴阿四 陈火金 吴宾 胡娜 吴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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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枫桥街道 N200301019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高峰 5 2602.00 23.60 查倩 高子喻 朱土金 高金凤

123 枫桥街道 N200301020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周小土 6 2449.40 21.43 张云娥 周寿妹 周芸 周晨 周艺 顾晓明

124 枫桥街道 N20030102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吴林方 4 3988.00 24.06 徐云珍 吴晓峰 戴晨凤 吴頔

125 枫桥街道 N200301022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范文龙 5 2167.62 27.23 范建明 贺菊珍 闾玉蓉 范嘉诚 范嘉佳

126 枫桥街道 N200301024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沈洪彬 6 1605.32 24.67 张艳茹 沈炳良 吴美娥 沈芸菲 沈安煦

127 枫桥街道 N20030102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徐福男 3 3271.25 23.71 徐娟 高凯祥 高菲凡

128 枫桥街道 N200301028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俞祯 7 2060.00 26.63 刘田田 俞建荣 李云娣 俞火宝 俞晨夕 俞姮月

129 枫桥街道 N20030103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李伟军 6 3885.95 27.66 姚罗英 葛德玉 俞叶惠 俞晟睿 李晟熙

130 枫桥街道 N200301032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高玉珍 3 2006.67 13.11 徐建新 徐嘉鹏

131 枫桥街道 N20030103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周群 4 1780.50 24.67 周文新 石雪妹 府强 府一伊 周一诺

132 枫桥街道 N200301038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沈卫娟 3 2499.00 18.69 张正发 张军 田冰心 张田杰

133 枫桥街道 N200301040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邹建红 6 2997.71 25.43 邹兴泉 阮素英 曹雪英 邹汝峰 宋慧 邹博旭

134 枫桥街道 N20030104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王青 8 2584.61 26.94 王奎生 王巧妹 王国明 沈玉英 董菲 王曦月 王苏炎

135 枫桥街道 N200301043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范琦 4 2876.60 19.50 范永生 朱育英 庄淼 范凌潇

136 枫桥街道 N20030104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王明康 5 1383.33 26.42 张敖先 王金山 李青 王紫晗 王才根

137 枫桥街道 N200301046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陆选康 6 2628.62 23.22 卢雪芳 陆诗伟 徐丽君 徐艺玮 陆宥华

138 枫桥街道 N200301047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顾春华 5 2095.50 20.27 顾永男 杨才珍 杨红 顾月 顾杨义

139 枫桥街道 N200301049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朱泉龙 4 3104.00 18.48 张卫英 朱亚芳 俞思睿 俞小鑫

140 枫桥街道 N20030105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陈雪康 7 1586.08 26.47 陈晓春 王良芬 陈金生 陈文娣 陈玥 元小艳 陈一可

141 枫桥街道 N20030105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钟文良 7 2285.86 26.22 王杏云 钟志春 钟民珍 程效勤 钟语汐 钟宇成

142 枫桥街道 N200301056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徐亚兰 7 2235.29 25.78 杨方强 徐雪良 许惠珍 徐培珺 杨逸隋

143 枫桥街道 N200301057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唐静 6 2360.50 26.08 唐宝良 陆美娟 唐林娣 陆超 陆轶 唐歆

144 枫桥街道 N200301058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汤海娜 4 3270.25 22.00 郇政杰 郇成学 郇可馨

145 枫桥街道 N200301060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许小花 9 2781.31 20.32 许华明 袁菊英 许静兴 许玉英 沈万君 沈欣雅 沈欣悦 许嘉欣

146 枫桥街道 N200301061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张轶 7 3672.96 26.66 张建国 张雪妹 张仁发 张宝妹 钱怡 张昕怡 钱梓悦

147 枫桥街道 N200301062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张水明 7 1734.29 26.27 张莺 徐雪英 邵荣山 张嘉乐 张嘉欣 张男林

148 枫桥街道 N200301063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朱菊祥 6 2679.33 25.75 吴美英 朱牧康 王翠娟 朱雅涵 朱依晨

149 枫桥街道 N200301065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仇康明 5.5 1905.67 21.90 卢明月 仇飞扬 仇诗涵 仇金珍 仇根海

150 枫桥街道 N200301066 货币补贴 谭红兰 6 2233.67 23.01 谭建明 许玲珍 许祝生 谭峻杰 许芯蕾

151 枫桥街道 N200301067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朱非非 4 1675.08 18.19 袁国英 黄娟 朱启睿

152 枫桥街道 N200301068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徐亚琴 5.33 1367.66 19.11 徐民康 许雪金 李梓彤 徐希彤 徐云媛 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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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枫桥街道 N200301069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黎海霞 3 3264.32 11.87 卓高峰 卓欣妍

154 枫桥街道 N200301070 购买完全出售型保障性住房 吴炳林 7 1692.00 21.14 曹炳珍 吴勇 周静 吴书瑶 吴心渝 查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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