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 县区 乡镇 行政村 区片编号

征收农用地
区片综合地
价标准(万元

/公顷)

三门峡市 灵宝市 西阎乡

东吕店村、西吕店村、西古驿村、杨家湾村、东古驿村、祝家营村、谭建庄村、大字营村、呼沱营村、雷

家营村、张家城村、破胡村、肖家湾村、阌东村、西阎村、白家崤村、西丘村、东丘村、水泉城村、大闫

村、西上村、东上村、梨湾村、南滩寨村、范家嘴村、涧南村、水泉头村、下庙底村、小常村、永泉埠村

、西北营村、北贾村、常闫村、干头村、西稠桑村、周家湾村、桃花营村、南营村、迁建村

4112820301 63

三门峡市 灵宝市 函谷关镇 东寨村、西寨村、坡寨村、雷家沟村、白家寨村、马家寨村、梨湾原村、稠桑村 4112820301 63

三门峡市 灵宝市 豫灵镇

庙上村、杜家村、文底村、北寨村、底董村、西坡底村、西杨家村、万回村、东桥村、安头村、堡里村、

吴村、太张村、麻庄村、古东村、董社村、姚子头村、豫灵村、寺庄村、文峪村、上屯村、桥上村、河西

林场

4112820301 63

三门峡市 灵宝市 故县镇

城东村、盘西村、盘东村、高柏村、神底村、张姚村、桃村、芦台村、上磨头村、六岔口村、西庄村、冯

家塬村、孔家营村、帝王村、赵村、故县村、薛家营村、郭村、红花寨村、安家底村、尚家湾村、李家沟

村、张家山村、里村、进家村、河西村、河西林场

4112820301 63

三门峡市 灵宝市 阳平镇

阌乡村、坡底村、张村、咀头村、横涧村、下庄村、九营村、北阳平村、南阳平村、乔营村、下原村、桑

园村、大湖村、水峪村、湖东村、郎寨村、中社村、王埝村、涧沟村、五留村、东坡村、西常村、东常村

、裴张村、娄底村、东营村、大寨村、沟南村、强家村、徐家营村、庙底村、北沟村、上阳村、香什村、

涣池村、肖泉村、姚王村、程村、北社村、苏南村、营田村、南天村、麻沟村、秦南村、灵宝林场、河西

林场

4112820301 63

三门峡市 灵宝市 焦村镇

杨家村、史村、武家山村、纪家庄村、张家山村、东仓村、王家咀村、滑底村、乡观村、水泉原村、西章

村、姚家城村、沟东村、李家坪村、柴家原村、尚庄村、坪村、卯屯村、东册村、西册村、秦村、常卯村

、万渡村、赵家村、塔底村、巴娄村、贝子原村、马村、南上村、乔沟村、罗家村、李家山村

4112820301 63

三门峡市 灵宝市 大王镇

后地村、老城村、西王村、北营村、北村、南营村、梨园村、佛湾村、南阳村、五帝村、焦家岭村、沙坡

村、神窝村、沟北村、北路井村、董家村、贺村、闫家坪村、西路井村、风沟村、韩家村、王和村、吉家

湾村、大王村

4112820302 63

三门峡市 灵宝市 阳店镇

下村、官庄原村、南家洼村、羊角寨村、马新村、马泉寨村、布张村、寨原村、阳店村、南河村、中河村

、下坡头村、上坡头村、观头村、杜家沟村、李曲村、方家河村、崤底村、栾村、下南村、下北村、南宋

村、下庄村、南卿村、胡家原村、朱家窝村、王家崖村、庙头村、胭脂岭村、库泉沟村、观山村、柿子园

村、晓坞底村、纸窝村、阳店镇林场、卢家坟库区、川口林场

4112820302 63

三门峡市 灵宝市 川口乡 东庄里村、洼里村、南朝村、西岭村、池头村、赵家沟村、东尚庄村、棉窝村、碑基村 4112820302 63

三门峡市 灵宝市 朱阳镇 果园村、朱阳村 4112820303 63

三门峡市 灵宝市 川口乡 红土坡村、秦家河村、吴家村、乡林场、川口林场 4112820401 57

三门峡市 灵宝市 五亩乡

项城村、庄里村、南村、白马村、五亩村、东渰村、王家岭村、杜家洼村、乔家塬村、岭坪村、宋曲村、

梁家洼村、孙家岭村、布庄村、马家河村、窑院村、盘龙村、庄里坡村、枣洼村、坡头村、桂花村、走马

岭村、东庙村、台头村、长桥村、西渰村、白羊村、窑坡村、渔村、干解原村、风脉寺村

4112820401 57



三门峡市 灵宝市 苏村乡

原坡村、孙家沟村、苏村、李家洼村、淹里沟村、阳坡渠村、卢家沟村、吕家原村、王家会村、段家洼村

、福地村、西村、高家岭村、周家原村、田川村、梨子沟村、董家沟村、固水村、高梢村、庙沟村、翻里

村、双庄村、胡坡村、卫家磨村、郭岭村、秋家沟村、张家沟村、东里村、宋峪村、水南村、周峪村、下

湾村、川口林场、乡林场、苏村乡实验站

4112820401 57

三门峡市 灵宝市 寺河乡
沟南村、闫村、姚园村、朝阳村、牛心村、窝头村、刘柏村、上埝村、磨湾村、孟家河村、新村、坡根村

、寺河村、米河村、火山关村、南埝村、西岭分场、东村分场、土坡分场、川口林场、松树沟林场
4112820401 57

三门峡市 灵宝市 朱阳镇

吴家垣村、营里村、南庄里村、芦子垣村、匣里村、贾村、后河村、梁家庄村、杨家河村、闫家驮村、周

河村、高会村、周官村、柿树岭村、运头村、董寨村、董家埝村、寺上村、西小河村、老虎沟村、石坡湾

村、芋元村、蒲陈沟村、麻林河村、鱼仙河村、犁牛河村、王家村、两岔河村、干沟村、大村、黑山村、

何家村、秦池村、下河村、透山村、南辛店村、麻家河村、双庙村、美山村

4112820401 57

南阳市 宛城区 东关街道办事处 东关街道办事处的全部集体土地 4113020101 138

南阳市 宛城区 新华街道办事处 新华街道办事处的全部集体土地 4113020101 138

南阳市 宛城区 汉冶街道办事处
钓鱼台社区、袁庄社区、老庄社区、蔡庄社区、北关社区、净土庵社区、汉冶社区、宛城社区、鸭电社区

、蓝天社区、恒安社区、光武社区
4113020101 138

南阳市 宛城区 仲景街道办事处 泥营社区、陈棚社区、牛王庙社区、东关社区 4113020101 138

南阳市 宛城区 五里堡街道办事处 白河村、姚庄村、吕庄村 4113020101 138

南阳市 宛城区 溧河乡 胡寨村、王堂村、郭店村、皇杜庄村 4113020101 138

南阳市 宛城区
（高新区）张衡街道

办事处
茹楼社区 4113020101 138

南阳市 宛城区
（高新区）白河街道

办事处
赵营社区、王庄村 4113020101 138

南阳市 宛城区 （高新区）溧河乡 虎庙村、康庄村 4113020101 138

南阳市 宛城区
（南阳新区）白河街

道办事处
溧河店社区、龙王庙社区、姜营村、李八庙村、盆窑村 4113020101 138

南阳市 宛城区
（南阳新区）枣林街

道办事处
枣林社区、常庄社区、冉营社区 4113020101 138

南阳市 宛城区 红泥湾镇 凉水井村 4113020201 118.5

南阳市 宛城区 黄台岗镇 勾营村、大夫庄村 4113020201 118.5

南阳市 宛城区 溧河乡 十八里屯村、十里铺村、詹庄村、袁老家村、沙岗村、程官营村、邢庄村、竹园庄村 4113020201 118.5

南阳市 宛城区 茶庵乡 郑营村、樊庄村 4113020201 118.5

南阳市 宛城区
（南阳新区）白河街

道办事处
双铺村、引凤庄村、杨官营村、下洼村、魏营村 4113020201 118.5

南阳市 宛城区
（南阳新区）红泥湾

镇
林庄村、崔竹园村（以上两个村现归南阳新区白河街道办事处代管） 4113020201 118.5

南阳市 宛城区 （南阳新区）溧河乡
二十里屯村、樊营村、李营村、钦赐田村、夏营村、玉皇庙街村（以上六个村现归南阳新区枣林街道办事

处代管）
4113020201 118.5

南阳市 宛城区 （南阳新区）茶庵乡 楼子庄村、狮子庄村、二户庄村、刘太营村（以上四个村现归南阳新区白河街道办事处代管） 4113020201 118.5



南阳市 宛城区 （南阳新区）新店乡

菱角池村、雷庄村、草店村、下王庄村、山东营村、陈岗村、惠庄村、英南村、英北村、新店村、大占头

村、周徐营村、竹园寺村、贾庄村、张苏庄村、彭营村、熊营村、夏饷铺村、魏谟庄村、阡陌营村、刘家

荒村、张楼村、罗堂村

4113020201 118.5

南阳市 宛城区 （官庄工区）官庄镇

田李庄社区、牛庄社区、田店村、前营村、小尹庄村、官庄社区、龚营村、岳庄村、小高村、忽桥村、大

尹庄村、宗坡村、何上寨村、李营村、张茨园村、新庄村、廖庙村、韩庄村、大刘村、十里河村、夏铁楼

村、殷庄村、西来村、余店村、龙泉村

4113020301 112.5

南阳市 宛城区 瓦店镇
白营村、瓦北村、瓦南村、刘营村、荀营村、朱张庄村、界中村、大陈村、焦营村、李璜村、邓桥村、尚

庄村、关帝庙村、陈庄村、小李庄村、闫桥村、逵营村、梁庄村、岳庙村、邓官营村、来庄村
4113020401 96

南阳市 宛城区 红泥湾镇

红泥湾村、栗树科村、白营村、刘寺村、彦章村、新泉村、武寨村、东孙庄村、大桥村、大陈坡村、裴庄

村、清河小庄村、戴庄村、潘庄村、东连庄村、明皇村、段营村、三户寨村、庞庄村、小陈庄村、石灰窑

村、胡阡营村、常孟营村、清丰岭村、姚家湾村、四和社区(四合社区)

4113020401 96

南阳市 宛城区 黄台岗镇
张竹园村、刘宋营村、王营村、范蠡村、黄台岗村、罗庄村、包营村、闫寨村、尤桥村、田里村、项寨村

、高堂村、李岗村、唐营村、张典村、禹王村、东下河村、西下河村
4113020401 96

南阳市 宛城区 汉冢乡
陈营村、向庙村、顾新庄村、三八村、袁营村、汉冢村、万庄村、夏庄村、柳树营村、周营村、竹园村、

李王庄村、毛庄村、黄庄村、张庄村、袁庄村
4113020401 96

郑州市 登封市 颍阳镇
安寨、北寨、陈沟、范寨、郭寨、郝寨、蒋庄、李洼、李庄、刘村、刘相、刘寨、庞窑、裴塘、宋爻、王

堂、夏庄、杨岭、于窑、张庄、竹园、庄王
4101850702 61.5

开封市 市区 北郊乡 北关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小李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2010101 157.5

开封市 市区 城西街道 省一毛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东) 4102010101 157.5

开封市 市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宋

城办事处）

南正门村民委员会、西蔡屯村民委员会(护城堤以东)、回龙庙村民委员会(护城堤以东)、黄河新村村民委

员会(护城堤以东）
4102010101 157.5

开封市 市区 东郊乡 文庄社区居民委员会、郭屯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里) 4102010101 157.5

开封市 市区 繁塔街道 繁塔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2010101 157.5

开封市 市区 鼓楼区南苑办事处 蔡屯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2010101 157.5

开封市 市区 苹果园街道 曹门关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2010101 157.5

开封市 市区 五一街道 大王屯东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2010101 157.5

开封市 市区 午朝门街道 午朝门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2010101 157.5

开封市 市区 西郊乡 高屯社区居民委员会(陇海铁路以北) 4102010101 157.5

开封市 市区 北郊乡

孙李唐社区居民委员会、王口舍（王口舌）社区居民委员会、铁牛社区居民委员会、仁和屯社区居民委员

会、兴隆屯社区居民委员会、双屯社区居民委员会、南官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西官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连

霍高速公路以南）、北官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路以南）、东官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

路以南）、巴屯社区居民委员会、私访院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以南)

4102010201 127.5

开封市 市区
柳园口乡（柳园口办

事处）
谢庄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里) 4102010201 127.5

开封市 市区 西郊乡 包括：辛堤头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东) 4102010201 127.5

开封市 市区 北郊乡

大北岗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里)、王坟社区居民委员会、宁陵屯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里)、石砦

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里)、杨树底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里)、辛庄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里)

、开封市林场

4102010201 127.5

开封市 市区 东郊乡 曹门社区居民委员会、鲁屯社区居民委员会、后台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里) 4102010201 127.5



开封市 市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宋

城办事处）
西蔡屯村民委员会(护城堤以西)、回龙庙村民委员会(护城堤以西)、黄河新村村民委员会（护城堤以西） 4102010301 118.5

开封市 市区 水稻乡
落堤村民委员会(连霍高速以南)、于良砦村民委员会(连霍高速以南)、花生庄村民委员会（花西村民委员

会）(连霍高速以南)、陈坟村民委员会(连霍高速以南)
4102010301 118.5

开封市 市区 城西街道 省一毛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西) 4102010301 118.5

开封市 市区 鼓楼区南苑办事处 刘寺社区居民委员会(陇海铁路以北) 4102010301 118.5

开封市 市区 新城办事处 野厂村委会、瞿家寨村委会、斗门村委会、闫砦社区居民委员会、横堤铺社区居民委员会(陇海铁路以北) 4102010301 118.5

开封市 市区 西郊乡
杨岗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以南)、王府寨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以南)、辛堤头社区居民委员会(连

霍高速以南，护城堤以西)
4102010301 118.5

开封市 市区 杏花营农场
班村村委会、汴河堤村委会、史砦村委会、秫米店村委会、西网村委会、辛庄村委会（陇华社区居民委员

会）(陇海铁路以北)
4102010301 118.5

开封市 市区 杏花营镇

邢堂村委会（邢堂社区居委会）(陇海铁路以北)、、杏花营村委会（杏花营社区居委会）(陇海铁路以北)

、王庄村委会（龙翔社区居委会）(陇海铁路以北)、大胖村委会（大胖社区居民委员会）（陇海铁路以

北）

4102010301 118.5

开封市 市区 西郊乡 三间房村委会（三间房社区居民委员会）、高屯村委会（高屯社区居民委员会）(陇海铁路以南) 4102010302 118.5

开封市 市区 鼓楼区南苑办事处
小王屯社区居民委员会、南柴屯社区居民委员会、杨寺庄社区居民委员会、牛墩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

北)、刘寺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北)、丰收岗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北)
4102010302 118.5

开封市 市区 南郊乡

杨正门社区居民委员会、孟坟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北)、左楼社区居民委员会、大李庄社区居民委员

会、豆腐营社区居民委员会、干河沿社区居民委员会、小李庄社区居民委员会、魁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庞

庄社区居民委员会、东柳林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北)、崔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西柳林社区居民委员会

(马家河以北)、芦花岗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北)、杨庄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北)、小苏社区居民

委员会(马家河以北)

4102010302 118.5

开封市 市区 汪屯乡

大苏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北)屠府坟社区居民委员会、高楼社区居民委员会、汪屯社区居民委员会(马

家河以北)、松楼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北)、马头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北)、横船湾社区居民委员

会(护城堤以外，马家河以北)

4102010302 118.5

开封市 市区
东郊乡(汴东产业集

聚区管理委员会)

百塔社区居民委员会、前台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外)、后台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外)、宴台河社

区居民委员会、十里铺社区居民委员会、罗庄社区居民委员会、李苌庄（李长庄）社区居民委员会、郭屯

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外)、吴娘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边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张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大

董庄社区居民委员会、道士房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路以南）、焦街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

路以南）、刘砦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路以南）、吴砦社区居民委员会、马湾社区居民委员会、乡

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2010302 118.5

开封市 市区
土柏岗乡(汴东产业

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大杜寨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路以南）、土柏岗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路以南）、小董庄社

区居民委员会、厂尚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2010302 118.5

开封市 市区 柳园口乡
谢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路以南)、三道堤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路以南)、牛庄社区居民委

员会(连霍高速公路以南)
4102010302 118.5

开封市 市区 北郊乡

大北岗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外)、郭楼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路以南)、宁陵屯社区居民委员会

(护城堤以外)、石砦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外)、辛庄社区居民委员会(护城堤以外)、杨树底社区居民

委员会(护城堤以外)

4102010302 118.5



开封市 市区 柳园口乡

梅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小李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大李庄社区居民委员会、王周庄社区居民委员会、牛庄社

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路以北）、三道堤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路以北）、刘店社区居民委员

会、谢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路以北)、老君堂社区居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里）、和尚庄社区居

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里）、轩楼社区居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里）、张庄社区居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

里）、陶庄社区居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里）、小马圈社区居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里南）、大马圈社区

居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里）、半堤社区居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里）、刘庄社区居民委员会（黄河大堤

以里）

4102010401 103.5

开封市 市区 土柏岗乡

杨寨社区居民委员会、齐寨社区居民委员会、大杜寨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路以北)、北神岗社区居

民委员会、前朱社区居民委员会、高庄社区居民委员会、沙牛岗社区居民委员会、岗西社区居民委员会、

南神岗社区居民委员会、土柏岗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路以北)

4102010401 103.5

开封市 市区 水稻乡

双合铺村民委员会、张湾村民委员会、堤角村民委员会、部队农场、花生庄村委会（花西村民委员会）(连

霍高速以北)、沙门村民委员会、单寨村民委员会、于良砦村民委员会(连霍高速以北)、陈坟村民委员会

(连霍高速以北)落堤村民委员会(连霍高速以北)、回回寨村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南)、马庄村委会（西马

村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南)、杨桥村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南)、小庄村委会（临河村民委员会）(黄河

大堤以南)、南北堤村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南)、马头集村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南)、孙庄村委会（富平村

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南)

4102010401 103.5

开封市 市区 北郊乡

郭楼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以北)、西官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以北)、东官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连

霍高速以北)、私访院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以北)、南官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以北)、私访院社

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以北)、郭楼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以北）、北官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

速以北）

4102010401 103.5

开封市 市区 西郊乡
王府寨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以北)、辛堤头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以北)、杨岗社区居民委员会(连

霍高速以北)
4102010401 103.5

开封市 市区 东郊乡 道士房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路以北)、焦街社区居民委员会(连霍高速公路以北) 4102010401 103.5

平顶山市 郏县 薛店镇

吕沟村、洞子沟村、靳窑村、谢庄村、张武楼村、唐村、使郎庙村、张临渠村、太朴寨村、后冢王东村、

后冢王北村、后冢王西村、后冢王南村、狮子口村、前冢王村、赵寨西村、赵寨南村、赵寨东村、刘七村

、临河村、韩店村、西关庄村、东关庄村、肖庄村

4104250401 55.5

平顶山市 郏县 长桥镇
石羊赵村、确李村、坡马村、李程庄村（李常庄村）、阎楼村（闫楼村）、时庄村、瓦厦吴村、前凌堂村

、大李楼村、郑桥村、坡赵村、坡河村、后洼村
4104250401 55.5

平顶山市 郏县 白庙乡
宁庄村、下叶村、大郭庄村、司楼村、冀麻庄村、邢庄村、老席庄村、吕村、杨村、坡周村、后村、团造

东村、团造西村、胡坡村、黑庙村、谢招村、马湾新村
4104250401 55.5

平顶山市 郏县 渣园乡 寺街村、望月河村、范寨村、林村、黄门村、马圪垱村 4104250401 55.5

平顶山市 郏县 茨芭镇

吴寨东村、吴寨北村、吴寨西村、许洼村、刘洼村、高村、薛村、姑嫂寺村、庞庄村、段磨李村、干河村

、石灰王村、上丁村、大庄村、北姚村、后李村、东庄村、山头赵村、空山洞村、尖山村、北竹园村、山

店村、清泉村、铁炉村、构树张村、天城洼村、竹园沟村、东姚村、齐村、王张村、棋盘村、陈家寨村

4104250401 55.5

平顶山市 郏县 黄道镇
大桥煤矿、景家洼煤矿、老虎洞水库、后谢湾村、前谢湾村、王英沟村、纸坊村、山前李村、门沟村、西

黄道村、石望河村、老庄村、国营郏县林场、国营郏县林场、大桥村、谒主沟村
4104250401 55.5

平顶山市 郏县 堂街镇

小谢庄村、张沟村、上李村、孟庄村、李楼村、王楼村、石洼村、关庄村、士庄西村、士庄中村、士庄东

村、朱洼村、岔河村、寺后村、汪来湾村、圈李村、郭庄村、北张庄村、刘庄村、邵湾村、龙王庙村、唐

庄村、上寨

4104250402 55.5



平顶山市 郏县 长桥镇 西长桥村、兴店村、渔陈东村、渔陈西村、刘楼村、后凌堂、花里赵 4104250402 55.5

平顶山市 郏县 王集乡 孙集村、马头王村、宋庄村、苏庄村、魏庄村、步店村、赵刘庄村、董庄村、竹园寨村、大墙李村 4104250402 55.5

平顶山市 郏县 李口镇
周沟村、周庄村、阎集村、白龙庙村、袁庄村、韦楼村、马庄村、小昝庄村、林庄村、寺杨村、大张庄村

、老昝庄村、王辛庄村、郭楼村、昝家村、凤凰岭村、张店南村、张店东村、张店西村
4104250402 55.5

平顶山市 郏县 姚庄回族乡 小张庄村、礼拜寺村 4104250402 55.5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垭口街道办事处 垭口村、石门郭村 4104810101 91.5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寺坡街道办事处 寺坡村 4104810101 91.5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朱兰街道办事处 朱兰村 4104810101 91.5

平顶山市 舞钢市 院岭街道办事处 胡庄村、院庄村、冯庄村、李辉庄村 4104810101 91.5

平顶山市 舞钢市 矿建街道办事处 张我庄村、张楼村 4104810101 91.5

平顶山市 舞钢市 铁山街道办事处
前张村、乔庄村、小刘庄村、中曹村、上曹村、王大苗村、营街村、傅庄村、冢李村、水坑赵村、找子营

村、阎楼村、薄冲村
4104810101 91.5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武功乡 罗湾村、田岗村、草坡村、嘴头王村、武功村 4104810101 91.5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杨庄乡 柏庄村、吴庄村、建新村 4104810101 91.5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庙街乡 干沟村、胡沟村、党庄村、曹庄村 4104810101 91.5

平顶山市 舞钢市 铁山街道办事处 扁担李村、韩庄村 4104810201 81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庙街乡 郭洼村、庙街村、大韩庄村 4104810201 81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八台镇 后鲁村、下曹村、张宽庄村、石桥杨村、任桥村、八台村、小唐村 4104810201 81

平顶山市 舞钢市 矿建街道办事处 赵案庄村 4104810201 81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武功乡 大程庄村、八家刘村、滚河李村、范庄村、坡魏村 4104810202 81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枣林镇 铁炉王村、枣林村 4104810202 81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尹集镇 朱洼村、张庄村、大刘庄村、李庄村、谢古洞村、尹集村、康庄村 4104810202 81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杨庄乡 水田村、岗李村 4104810202 81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尚店镇 尚西村、尚东村、料庄村、顶门村 4104810203 81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杨庄乡 陡沟村、袁老庄村 4104810203 81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杨庄乡 郜林村 4104810204 81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八台镇 泥沟陈村、曹姚村 4104810301 72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八台镇 彦张村 4104810302 72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尹集镇 梁庄村、军王村、石岗村、清凉寺村 4104810303 72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武功乡 同官李村、岗王村、小柴庄村、后营村、滚河孙村 4104810303 72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枣林镇
店李村、直李村、岗郭村、邵庄村、安寨村、袁庄村、老庄村、生刘村、韦庄村、王楼村、晃张村、喜庄

村、栗林铺村、许庄村、黄庄村、张卜庄村、洪建村、徐庄村、后李村、前李村、辛集村
4104810303 72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八台镇 杨楼村 4104810303 72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尹集镇 姬庄村、埂上村、小王庄村、连庄村 4104810304 72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杨庄乡 毛庄村、操占村、晁庄村 4104810305 72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尚店镇 大王庄村、潘楼村、丁庄村、温楼村、金岗村、平河村、三冢郭村、朱庄村、贾沟村、马庄村 4104810305 72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庙街乡 山和庄村、人头山村（部分）、刘沟村(部分)的集体土地 4104810306 72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杨庄乡 瓦房沟村、雷庄村、五座窑村、龙泉村 4104810401 69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庙街乡 冷岗村、东营村、人头山村（部分）、刘沟村(部分)的集体土地 4104810401 69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八台镇 杨泉村、沟李村、王老虎村、孟庄村、安庄村、马庄村 4104810401 69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尚店镇 王庄村、马岗村 4104810401 69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枣林镇 郭庄村、藕池村 4104810402 69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八台镇 井刘村、时庄村、殷庄村 4104810402 69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枣林镇
罗庄村、马庄村、前邢村、苏庄村、吕店村、赵庄村、张桥村、后邢村、高庄村、张营村、苗洼村、后袁

村
4104810403 69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武功乡 大李庄村、曹庄村、曹集村、刘庄村、王五村、月营村、刁沟村 4104810404 69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枣林镇 古铎李村、李堂村 4104810404 69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尹集镇 鸡山村、蔡庄村 4104810404 69

平顶山市 舞钢市 杨庄乡 长岭头村、叶楼村、臧坪村、袁门村、红石岗村、薛庄村 4104810405 69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尹集镇 楼房湾村、苇子园村 4104810405 69

平顶山市 舞钢市 尚店镇
小黄庄村、红卫村、大黄村、下河村、魏安村、李楼村、后岗村、下安村、韩洼村、王西村、王东村、王

老庄村、杨庄村、尹楼村、李庄村
4104810405 69

安阳市 市区 北关豆腐营办事处 六府园、豆腐营、清流村 4105010101 240

安阳市 市区 北关民航路办事处 郭家湾 4105010101 240

安阳市 市区 北关区彰北办事处 安阳桥 4105010101 240

安阳市 市区 北关区彰东办事处 南漳涧 4105010101 240

安阳市 市区 殷都铁西路办事处 任家庄 4105010101 240

安阳市 市区 文峰区南关街道办 南关村、郭家庄 4105010101 240

安阳市 市区 文峰区光华路街道 聂村、后张村 4105010101 240

安阳市 市区 文峰区紫薇大道街 郭家街、三官庙、石家沟 4105010101 240

安阳市 市区 文峰区东关街道办 王村、东关村 4105010101 240

安阳市 市区 文峰区永明路街道 大营 4105010101 240

安阳市 市区 示范区高庄镇
大官庄高速西北、雷市庄、辛庄高速西、韩河固、胡官屯高速西、杨河固高速西、张河固、文兰市庄、桑

园
4105010201 168

安阳市 市区 文峰区宝莲寺镇 小营高速北 4105010201 168

安阳市 市区 文峰区中华路街道 大市庄、六府市庄、郑家村、晁家村、盖津店、三府村高速西、任家庄高速西 4105010201 168

安阳市 市区 示范区崇义办事处 西瓦亭高速西 4105010201 168

安阳市 市区 文峰区永明路街道 汪家店 4105010201 168

安阳市 市区 北关区彰北办事处
屈王度、韩王度、缑家垒、张贺垒、马家垒、十里铺、宋家庙、冯家庙、西漳涧、东漳涧、周家营、董王

度
4105010201 168

安阳市 市区 北关区彰东办事处
羊毛屯、黄家营、西见山、西于曹高速西、前崇义高速西、中崇义高速西、后崇义高速西、西六村高速西

、小营村、李家庄、杏花村、苏家村高速西
4105010201 168

安阳市 市区 殷都区北蒙办事处 前皇甫、枯河、双塔、郭王度、秋口、小营村、三家庄、西司空、武官、侯庄 4105010201 168

安阳市 市区 殷都区纱厂办事处 大司空 4105010201 168



安阳市 市区 殷都区西郊乡
王邵村、小屯、花园庄、小庄、四盘磨、范家庄、丰安（丰安村南水北调东）、北士旺南水北调东侧、王

裕口、赵常庄南水北调东、东梁村
4105010201 168

焦作市 温县 武德镇

徐堡北街村、大善台村、徐堡东街村、东南徐堡村、亢村、徐堡南街村、南善台村、徐堡西街村、西冷村

、西南徐堡村、徐堡中街村、北保封村、慕庄村、东张相村、广庄村、胡冯蔺村、花园头村、马冯蔺村、

宋冯蔺村、宋庄村、田冯蔺村、吴卜村、武德镇村、西张计村、西张相村、新村

4108250301 60

焦作市 温县 赵堡镇
北孟村、大黄庄村、东新庄村、南保封村、南孟封村、西新庄村、小黄庄村、赵堡村、郑老庄村、北平皋

村、陈沟村、陈新庄村、东马村、刘圪垱村、南平皋村、西马村、西水运村、辛堂村、中马村
4108250301 60

焦作市 温县 招贤乡 安乐寨村、东辛村、东招贤村、古城村、护庄村、上苑村、西辛村、西招贤村、中辛村 4108250301 60

焦作市 温县 祥云镇
大玉兰村、罗坡底村、太康村、王羊店村、夏庄村、大尚村、东南王村、喜合村、祥云镇村、张寺村、作

礼村、留尚村、薛召村、李召村
4108250301 60

焦作市 温县 赵堡镇
北平皋村、陈沟村、陈新庄村、东马村、东平滩村、军地滩村、刘圪垱村、南平皋村、汜水滩村、西马村

、辛堂村、中马村
4108250401 55.5

焦作市 温县 招贤乡
安乐寨村、单庄村、东辛村、东招贤村、古城村、上苑村、西辛村、西招贤村、小营村、郑庄村、中辛村

、太涧村、河西村、龙渠村、仓头村
4108250401 55.5

焦作市 温县 祥云镇
大玉兰村、罗坡底村、太康村、王羊店村、吴丈村、夏庄村、闫庄村、赵马村、苏庄村、北冶村、麻峪村

、裴岭新村、平王村、石渠村、王坟村、西沟村、下石井村、盐东村
4108250401 55.5

焦作市 温县 南张羌镇 徐沟村、冉沟村、杨沟村、卫沟村、段沟村、朱沟村、陆庄村、朱家庄村 4108250401 55.5

焦作市 温县 岳村乡 关白庄一村、方头村、贺村、关白庄二村、边沟村、东坡村、西坡村、杨庄村 4108250401 55.5

焦作市 温县 温泉镇
滩陆庄村、中张王庄村、东张王庄村、西张王庄村、张庄村、滩王庄村、张圪垱村、新莽河以南黄河大堤

以北
4108250401 55.5

焦作市 沁阳市 沁园办事处 西关、崔庄、肖庄、联盟街、南关、南坛、唐庄、北王庄、廖屯村、任庄村、张屯村(张景屯村)、护城村 4108820101 93

焦作市 沁阳市 太行办事处 秦谷沱、罗庄、亢庄、清平、马坡、水南关、朱庄、丁庄的集体土地 4108820101 93

焦作市 沁阳市 覃怀办事处 灯塔街、东关、周庄 4108820101 93

焦作市 沁阳市 怀庆办事处 自治街、合作街 4108820101 93

焦作市 沁阳市 王曲乡 南孔村 4108820101 93

焦作市 沁阳市 怀庆办事处 合作街 4108820201 76.5

焦作市 沁阳市 沁园办事处
联盟街、皮庄村、任庄村、廖屯村、张屯村(张景屯村)、护城村、袁屯村、接马寺村、西荒村、韩村、沙

岗村、东荒村、庙门村、五门村的集体土地
4108820201 76.5

焦作市 沁阳市 太行办事处 白庄村、朱庄、马坡、水南关 4108820201 76.5

焦作市 沁阳市 覃怀办事处 灯塔街、甄庄村、南官庄村、庙后、周庄、寨村、东关、庞门村、小王村、西武庄村、牛庄村、张庄 4108820201 76.5

焦作市 沁阳市 王曲乡
中渠沟村、柿园村、东渠沟村、北孔村、南孔村、范家庄村、古章村、呼庄村、张武作村、蔡湾村、南王

庄村、杨村、北董村、南董村、曹村
4108820201 76.5

焦作市 沁阳市 王召乡 西里村、西祝策村、仲贤村、赵庄村、西申召村、东武庄村 4108820201 76.5



焦作市 沁阳市 柏香镇

包括期城村、小葛村、东乡一街村、葛后村、伏背村、葛前村、东乡二街村、范庄村、西乡村、大潘村、

东乡三街村、西庄村、郑村、镇工业区、东乡四街村、小潘村、北寻村、后城村、上辇村、西彰村、南西

村、彰仪村、高村、新村、南东村、杨林村、南王村、西司马村、东司马村、保方村、东宜作村、广韩村

、李桥村、郜庄村、西宜作村、柏香三街村、西两水村、大留村、东两水村、郜两水村、宋庄村、柏香一

街村、北吕庄村、谢庄村、刘庄村、南朱庄村、秦庄村、西小召村、小董庄村、柏香二街村、史村、和贡

村、东冯桥村、大董庄村、小张庄村、西冯桥村、圪当坡村、大位村、小位村、肖寺村、贺村、西王梁村

、东王梁村

4108820301 63

焦作市 沁阳市 崇义镇

包括新张庄村、二郎庙村、水运村、东兰户村、海村、兰户铺村、西兰户村、闫庄村、后杨香村、宁庄村

、宽平村、前杨香村、张留村、郭庄村、南山村、小金陵村、大金陵村、苗庄村、吕庄村、西苟庄村、小

召村、东各万村、西各万村、中各万村、后韩吴村、金冢村、南里村、后邓村、南各万村、西韩吴村、大

张村、东韩吴村、前邓村、崇义村、连庄村、韩村、南范村村、赵儒村

4108820301 63

焦作市 沁阳市 沁园办事处 皮庄村 4108820301 63

焦作市 沁阳市 覃怀办事处 南官庄村、甄庄村 4108820301 63

焦作市 沁阳市 王曲乡

包括祁庄村、路村、西王曲村、东王曲村、里村、夏庄村、南鲁村、肖作村、东王占村、西王占村、中王

占村、小十八里村、十三里店村、广利作村、大十八里村、西赵庄村、大召村、大王村、西渠沟村、西彰

村、小王村、东彰村、中渠沟村、南彰村、东渠沟村、南董村、柿园村、后赵村、北山村、前赵村

4108820301 63

焦作市 沁阳市 王召乡

包括西王召村、东王召村、东申召村、东祝策村、西祝策村、前庄村、马铺村、段庄村、索庄村、小辛王

村、龙涧村、西里村、东里村、后兴福村、北李庄村、东王庄村、邢庄村、言庄村、卫庄村、大辛王村、

冯翊村、苟庄屯村、北住村、彭城村、土培村、北龙盘村、南住村、东苟庄村、前兴福村、冷庄村、南李

庄村、南龙盘村、言状村、尚香村、西木楼村、东木楼村、西贾村、木楼村、东贾村、张庄村、陈庄村、

南荒村、感化村

4108820301 63

焦作市 沁阳市 柏香镇 伏背村 4108820302 63

焦作市 沁阳市 怀庆办事处 包括双磨村、徐巷村、马巷村、姑姑寺村、王庄村、张十字村、孟庄村、水北关村、北金村 4108820302 63

焦作市 沁阳市 山王庄镇
包括前陈庄村、廉坡村、郭家庄村、张坡村、张家庄村、盆窑村、万北村、赵家庄村、山王庄村、磨王庄

村、万中村、马庄村、新店村、大郎寨村、万南村、杨庄村、闫斜村
4108820302 63

焦作市 沁阳市 太行办事处 包括秘涧村、西义合村、东义合村、北关庄村、毛庄村、西沁阳村、东沁阳村、水南关 4108820302 63

焦作市 沁阳市 西万镇
包括校尉营村、西万村、道口村、和庄村、石庄村、沙滩园村、景明村、留庄村、邗邰村、官庄屯村、李

巷村、七里桥村
4108820302 63

焦作市 沁阳市 西向镇

包括沁北工业区、捏掌村、西向四街村、西向一街村、东向村、南作村、义庄三街、西向二街村、皇府村

、义庄二街村、新庄村、西向五街村、义庄一街村、西向三街村、水黄头村、清河村、常乐村、南向村、

屯头村、卫村、西高村、北鲁村、东高村、龙泉村、解住村以及北部山区以南部分（坡度小于3°）的逍遥

村、行口村、虎村(虎子村)

4108820302 63

焦作市 沁阳市 紫陵镇
包括王庄村、后庄村、王村、坞头村、范村、长沟村、东庄村、庙胡同村、窑头村、以及赵寨村、紫陵村

、宋寨村、西紫陵村北部山区以南部分（坡度小于3°）
4108820302 63

焦作市 沁阳市 常平乡
包括杨庄河村、九渡村、后和湾村、前和湾村、杨河村、老马岭村、窑头村、常平村、山路平村、张老湾

村、煤窑庄村、簸箕掌村
4108820401 57

焦作市 沁阳市 西向镇 位于焦枝铁路以北的北部山区部分（坡度大于3°），行口村、虎村(虎子村)、逍遥村北部 4108820401 57

焦作市 沁阳市 紫陵镇 位于焦枝铁路以北山的北部山区部分（坡度大于3°），赵寨村、西紫陵村、宋寨村、紫陵村 4108820401 57



焦作市 孟州市 会昌办事处

红星（西环路以东）、三道沟（南环路以北）、西街（西环路以东）、廉桥（西环路以东）、西何庄（西

环路以东）、斗鸡台（南环路以北）、南贺庄部分、冯园（南环路以北）、侯庄部分、南关（南环路以

北）、东曹（南环路以北）

4108830101 105

焦作市 孟州市 河雍办事处 关耿、富村部分（北环路以南） 4108830101 105

焦作市 孟州市 河阳办事处 梧桐村 4108830101 105

焦作市 孟州市 大定办事处
韩东部分、韩西部分、段西（东环路以西）、东韩（东环路以西）、马桥部分、柳湾部分、宋村部分、北

开仪部分、东关部分、东街部分、段东部分（东环路以西）
4108830101 105

焦作市 孟州市 会昌办事处

红星（西环路以西）、许村、西何庄（西环路以西）、小坡掌（西环路以西）、西街（西环路以西）、三

道沟（西环路以西）、大宋庄、廉桥（西环路以西）、斗鸡台（南环路以南）、南贺庄部分、侯庄部分、

将台街

4108830201 82.5

焦作市 孟州市 河雍办事处 钱庄、赵唐、钱唐、富村部分（北环路以北）、太子、兰窑、东王庄 4108830201 82.5

焦作市 孟州市 河阳办事处 前龙、上段、中逯、北何庄 4108830201 82.5

南阳市 宛城区 金华乡

枣园村、下楼村、上楼村、毛桥村、下毛营村、邢坡村、大徐营村、杜母桥村、赵堂村、尹洼村、杜坡村

、罗营村、徐堂村、潘营村、张大坑村、曾庄村、郑张营村、杨湾村、来唐营村、邓唐营村、叶营村、东

谢营村、西谢营村、大石桥村

4113020401 96

南阳市 宛城区 茶庵乡
周庙村、袁黄庄村、葛营村、老秦营村、南肖庄村、前陈营村、茶庵村、胡李张村、下曹营村、丁营村、

马庄村、贾洼村、北肖庄村、顾营村、南庄村、杨乾庄村
4113020401 96

南阳市 宛城区 高庙乡

高庙村、孙楼村、下曹村、大刘庄村、上曹村、栗盘村、司庄村、郭厂村、老薛营村、邰庄村、小石碑村

、大石碑村、黄池陂村、西张营村、上官庄村、张堂村、谢营村、南张营村、赵桥村、塔桥村、王良庄村

、典暴村、张本庄村

4113020401 96

南阳市 卧龙区 七一街道办事处 曾楼社区 4113030101 138

南阳市 卧龙区 卧龙岗街道办事处 彭营村社区、王营村社区、潘庄村社区、十二里河村社区 4113030101 138

南阳市 卧龙区 武侯街道办事处 武侯社区、崔庄村社区、南阳师院社区 4113030101 138

南阳市 卧龙区 梅溪街道办事处 文化社区、梅溪社区、西关社区、新西社区、八一社区、幸福社区、建中社区 4113030101 138

南阳市 卧龙区 车站街道办事处 新西南社区、铁西社区、顺达社区、前进社区、新西北社区、车站社区、兴运社区 4113030101 138

南阳市 卧龙区 光武街道办事处
刘庄社区、榆树庄社区、光彩社区、西华社区、小铁路社区、工业路社区、华盛社区、白庄社区、大官庄

社区
4113030101 138

南阳市 卧龙区 靳岗街道办事处 坡桥村、靳岗村 4113030101 138

南阳市 卧龙区
张衡街道办事处（高

新区）
和庄社区、魏营社区、七里园社区 4113030101 138

南阳市 卧龙区
百里奚街道办事处

（高新区）
许庄社区、黄岗社区、天洼社区、岗王社区(岗王庄社区)、百里奚社区 4113030101 138

南阳市 卧龙区 武侯街道办事处 姜沟村、毛庄村 4113030201 126

南阳市 卧龙区 靳岗街道办事处 董岗村社区、邵沟村社区、香铺村、兰营村 4113030201 126

南阳市 卧龙区 七里园乡 白塔村、大屯村、冯楼村、雷庄村、大刘村、达士营村、大寨村、大庄村、边庄村、独山村、赵庄村 4113030202 126

南阳市 卧龙区 靳岗街道办事处 新寺村、崔营村 4113030202 126

南阳市 卧龙区 蒲山镇 张营村、黄山村、火星庙村 4113030202 126

南阳市 卧龙区 蒲山镇 蒲山店村、姚亮村 4113030203 126

南阳市 卧龙区 潦河镇 辛店村、李庄村、丁奉店村、大周庄村 4113030204 126



南阳市 卧龙区 潦河镇 潦东村、潦西村、王营村、崔营村、闫庄村 4113030301 112.5

南阳市 卧龙区 王村乡
王村、柳湾村、王庄村、郑岗村、谢沟村、何营村、鱼池屯村、罗冢村、方营村、大井村、贾营村、董营

村
4113030301 112.5

南阳市 卧龙区 石桥镇 一村、二村、小石桥村 4113030401 96

南阳市 卧龙区 安皋镇 安皋村、徐坪村、牛王庙村、秦岗村、小屯村、杨庄村、姜园村、兰营村、连庄村、和庄村、果园村 4113030401 96

南阳市 卧龙区 蒲山镇

槐树湾村、大庄村、大马营村、李彩庄村、黄渠河村、周湾村、马寨村、宋营村、田营村、汪寨村、刁沟

村、李湾村、帅庄村、小靳岗村、倪家洼村、师杨庄村、赵官庄村、高庄村、清泉村、赵庄村、周后王村

、丁庄村

4113030401 96

南阳市 卧龙区 谢庄乡
谢庄村、孙庄村、刘庄村、毛田村、姚庄村、凉水泉村、匡庄村、田营村、掘地坪村、徐庄村、董营村、

斋公庄村、大庙村、龚河村、叶湾村、前王营村
4113030401 96

南阳市 卧龙区 龙王沟风景区办事处 陈家岗村、陈家庄村、魏家岗村、袁沟村、陡沟村 4113030401 96

南阳市 卧龙区 潦河镇
张茂庄村、胡庄村、姚营村、西袁营村、清凉寺村、王陈庄村、西粱庄村、大陈营村、吴集村、刘谢营村

、中庄村、上范营村、小周庄村、大官庄村、小官庄村、前宋马营村、后宋马营村
4113030402 96

南阳市 卧龙区 陆营镇

陆营村、冢头东村、冢西村、水寨村、华庄村、双庙村、杨庄营村、张李庄村、大西营村、陶王庄村、黄

营村、徐营村、王宅村、桂营村、吕西村、乔营村、党沟村、前田荒村、后田荒村、马营村、平洛村、朱

屯村、下范营村、东岳庙村、小营村

4113030402 96

南阳市 卧龙区 青华镇

青北村、华寨村、赵寨村、养心庄村、三李营村、马集村、岭上村、席庄村、蔡庄村、杨官寺村、牛岗村

、杨李庄村、杜庄村、高老家村、远场村、王珍庄村、青南村、后所村、黑家庄村、任家庄村、前所村、

上徐寨村、民金营村、叶寨村

4113030402 96

南阳市 卧龙区 英庄镇

后英庄村、南屯村、张旗营村、贾营村、河东村、前英庄村、尹营村、王塘庄村、东刘家泉村、上柳家泉

村、大营村、吕盘村、赵庄村、相子树村、堰岔村、高营村、于岗村、孙集村、刘仲村、东坡村、胡营村

、贺庄村、南刘营村、岭岗村、官寺村、西刘营村、李湖村、段寨村、西赵营村

4113030402 96

南阳市 卧龙区 安皋镇 丁沟村、彭庄村、余庄村、太清观村 4113030501 82.5

南阳市 卧龙区 谢庄乡 小王沟村、康营村、水牛冲村 4113030501 82.5

南阳市 卧龙区 潦河坡镇 潦河坡村、闫沟村、李庄村、周沟村、榆树庄村、崔坊村、大沟村、沟口村、杨堂村、杨河村 4113030501 82.5

南阳市 卧龙区 龙王沟风景区办事处 后庄村、吉庄村、岳东沟村、刘老庄村、狼洞岗村 4113030501 82.5

南阳市 卧龙区 石桥镇 贾寨村、龙窝村、蔡官屯村、闻庄村、和寨村、郭庄村、朱村、施庄村 4113030502 82.5

南阳市 卧龙区 石桥镇 夏村 4113030503 82.5

南阳市 南召县 城关镇 民主社区、南外社区、中华社区、东北社区 4113210101 90

南阳市 南召县 城郊乡 前庄村、闫沟村、秦老庄村、宋楼村、庙坡村、东庄村、董店村、竹园沟村 4113210201 73.5

南阳市 南召县 城关镇 西北社区、北外社区、沙坪村 4113210201 73.5

南阳市 南召县 白土岗镇 东沟村 4113210201 73.5

南阳市 南召县 崔庄乡 花坪村、长龙岗村 4113210201 73.5

南阳市 南召县 乔端镇 东乔村 4113210301 69

南阳市 南召县 马市坪乡 马市坪村 4113210302 69

南阳市 南召县 板山坪镇 板山村、松河村 4113210303 69

南阳市 南召县 南河店镇 大范庄村、南河店村 4113210304 69



南阳市 南召县 四棵树乡 四棵树村 4113210305 69

南阳市 南召县 小店乡 小店村 4113210306 69

南阳市 南召县 太山庙乡 太山庙村 4113210307 69

南阳市 南召县 云阳镇
南召店社区、大关社区、西关社区、西坪村、官山村、下扁村、白行庄村、大袁村、山头村、朱坪村、杨

岗村、鹿鸣山村、云钢社区、老城居民委员会、小关居民委员会
4113210308 69

南阳市 南召县 皇后乡 北召店村 4113210308 69

南阳市 南召县 （鸭河工区）石门乡 孟山村、大辛庄村、朱庵村、湖滨村、小张沟村 4113210401 66

南阳市 南召县
（鸭河工区）皇路店

镇

鸭河村、逯家庄村、黄家庄村、张井村、街北村、沽沱村、街南村、核桃园村、槐树底村、尹店村、楼上

村、薛庄村、任营村、杨寨村、杨树岗村、黄寨村、广庄村、王庄村、皇老庄村、褚庄村、岗头村、郑庄

村、余川寺村、高嘴坡村、焦庄村

4113210401 66

南阳市 南召县 白土岗镇

大庄村、黑虎庙村、中王庙村、旬垛村、火神庙村、桃园村、石板河村、青山村、白龙村、柳树沟村、桐

梓村、北马庄村、柿园村、付庄村、南岗村、白西村、白东村、圣井村、阎楼村、姬村、河南村、碾坪村

、杜村、瓦房庄村、养马坪村、寺上村、花子岭村

4113210501 63

南阳市 南召县 板山坪镇
天云村、粉房村、小街村、樊楼村、南河村、沙石村、献房村、漆树沟村、钟店村、莲花村、大青村、瓦

房村、上楼村、松东村、华山村、华阳宫村、小余坪村、余坪村、两河口村、阳湖村、白河村、胡柱村
4113210501 63

南阳市 南召县 城郊乡 大庄村、菜园村、罗坪村、杨树沟村、贾沟村、史庄村、背阴坡村、柴岗村、上店村、北沟村 4113210501 63

南阳市 南召县 崔庄乡

回龙沟村、曹村、前河村、李家庄村、荆子河村、王家庄村、程家庄村、鱼池村、崔庄村、小龙湾村、张

村、枣庄村、马良村、周湾村、草庙村、塔寺村、寨坡村、韩庄村、粮食川村、山坪村、仓房村、东南坪

村、核桃树村

4113210501 63

南阳市 南召县 皇后乡
宏扬居委会、天桥村、郭庄村、苏湾村、辛庄村、王村村、分水岭村、老坟湾村、康庄村、红旗村、凉水

泉村、潘坪村、娘娘庙村、皇后村
4113210501 63

南阳市 南召县 留山镇
大沟村、上官村、玲珑山村、马窝村、下关村、西林庵村、土门村、张庄村、油坊村、好汉村、西街村、

东街村、郭拍店村、潘寨村、石岭湾村、褚湾村、官坡村、黄楝村、贺庄村、杨扒村、建设居民委员会
4113210501 63

开封市 市区 汪屯乡

苍楼社区居民委员会、大李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张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唐村社区居民委员会、伍村社区居

民委员会、大苏村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南)、横船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南)、松楼社区居民委

员会(马家河以南)、汪屯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南)、马头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南)

4102010402 103.5

开封市 市区 鼓楼区南苑办事处
杨砦社区居民委员会、刘寺社区居民委员会(陇海铁路以南，马家河以西)、牛墩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

南)、丰收岗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南)、浅河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2010402 103.5

开封市 市区 南郊乡

芦花岗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南)、孟坟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南)、西柳林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

以南)、东柳林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南)、杨庄社区居民委员会(马家河以南)、小苏社区居民委员会

(马家河以南)；

4102010402 103.5

开封市 市区 杏花营农场 陇华社区居民委员会(陇海铁路以南)、马寨社区居民委员会、赵坟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2010402 103.5

开封市 市区 新城办事处 横堤铺社区居民委员会(陇海铁路以南) 4102010402 103.5



开封市 市区 杏花营镇

大胖社区居民委员会（龙海铁路以南）、安墩寺社区居民委员会、榆园社区居民委员会、贺砦社区居民委

员会、刘满岗社区居民委员会、高砦社区居民委员会、李砦社区居民委员会、百合社区居民委员会、邢堂

社区居民委员会(陇海铁路以南)、王庄村委会（龙翔社区居委会）(陇海铁路以南)、杏花营社区居民委员

会(陇海铁路以南)、枣林社区居民委员会(郑民高速以北)、邢村村委会（新街社区居委会）(郑民高速以

北)

4102010402 103.5

开封市 市区 仙人庄乡
良坟社区居民委员会、何楼社区居民委员会、龙王庙社区居民委员会（郑民高速公路以北）、辛仓社区居

民委员会（郑民高速公路以北）、新城集社区居民委员会（郑民高速公路以北）
4102010402 103.5

开封市 市区 水稻乡

马庄（西马村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北)、南北堤村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北)、杨桥村民委员会(黄河大堤

以北)、孙庄村委会（富平村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北)、马头集村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北)、小庄村（临

河村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北)、回回寨村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北)

4102010501 87

开封市 市区
柳园口乡（柳园口办

事处）

柳园社区居民委员会、大辛庄社区居民委员会、朱场社区居民委员会、孔堂社区居民委员会、轩楼社区居

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北)、和尚庄社区居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北)、老君堂社区居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

北)、张庄社区居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北)、丁庄集社区居民委员会、陶庄社区居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北)

、大马圈社区居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北)、小马圈社区居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北)、半堤社区居民委员会

(黄河大堤以北)、刘庄社区居民委员会(黄河大堤以北)

4102010501 87

开封市 市区 仙人庄乡

新城集社区居民委员会（郑民高速以南）、辛仓社区居民委员会（郑民高速以南）、龙王庙社区居民委员

会（郑民高速以南）、仙人庄社区居民委员会、沙胡刘社区居民委员会、郑寨村、马头刘社区居民委员会

、茶庵社区居民委员会、何楼社区居民委员会（郑民高速以南）

4102010502 87

开封市 市区 杏花营镇 枣林社区居民委员会(郑民高速以南)、邢村（新街社区居民委员会）(郑民高速以南) 4102010502 87

开封市 杞县 城关镇
金城区、东关村（东关社区）、西关村（西关回族社区）、南关村（南关社区）、北关村（北关社区）、

陈庄、西南村（银河社区）
4102210001 97.5

开封市 杞县 城郊乡 杨巴庄村 4102210001 97.5

开封市 杞县 城关镇
彭庄村（金彭社区）、徐楼村（徐楼社区）、腊梅庄村（金星社区）、汪童庄村、边庄村、王堂村（王堂

社区）
4102210201 87

开封市 杞县 城郊乡

梁堂村、七里岗村（产业集聚区七里岗村）、官刘寨村（产业集聚区官刘寨村）、南花园村（产业集聚区

南花园村）、袁洼村（产业集聚区袁洼村）、林庄村（产业集聚区林庄村）、西十里铺村（产业集聚区西

十里铺村）、北花园村、邵洼村（产业集聚区邵洼村）、马头村、坡吴村、赵楼村、汪童庄（汪童社区）

、王堂、边庄（东城社区）和庄村

4102210201 87

开封市 杞县 葛岗镇 十里岗村、和寨村 4102210201 87

开封市 杞县 五里河镇 五里河村、芦庄村、双龙王庙村、八卦亭村、杨庄村、史庄村、马柚村 4102210201 87

开封市 杞县 五里河镇
玉皇庙村、楮皮岗村、七里堂村、何庄村、马庄村、丁楼村、徐楼村、西陶陵岗村、程寨村、东陶村、丁

庄村、土楼村、李见庄村、闫店村、岗顶村、葛老庄村、赵虎岗村
4102210301 75

开封市 杞县 葛岗镇 葛岗村、马窑村、候来矿村、东云所村、张庄村、赵岗村、莲花坡东村、莲花坡西村、李庄村、方庄村 4102210301 75

开封市 杞县 城郊乡 仁里寨村、豆贵寨村、平厂村、中朱寨村、唐寨村、张洼村、东十里铺村 4102210301 75

开封市 杞县 柿园乡
李胡楼村、东王庄村、西程寨村、付李庄村、黄庄村、葛寨村、李庄村、中囤村、魏庄村、东营村、柿园

村
4102210301 75

开封市 杞县 裴村店乡 裴村店村、李岗村、吴起城村、许岗村、翟岗村、曹屯村、小河铺村、张庄户村 4102210301 75

开封市 杞县 付集镇
前老庄村、后老庄村、吕寨村、东马庄村、白庙屯村、周庄村、付集北村、付集西村、付集南村、付集东

村、青陵店村、曹胡同村、枣园村
4102210301 75

开封市 杞县 邢口镇 小河寨村、河沿村、前杨屯村、河寨村、草寺村、邢口北村、邢口南村 4102210301 75



开封市 杞县 苏木乡 邹寨村、滩上村、苏木村、陶屯村 4102210301 75

开封市 杞县 泥沟乡 前泥沟村、中泥沟村、杨庄东村 4102210302 75

开封市 杞县 阳堌镇 阳堌南村、阳堌北村、阳堌东村、阳堌东南村、阳固西村村委会 4102210303 75

开封市 杞县 平城乡 平城东村、平城西村 4102210304 75

开封市 杞县 西寨乡 西寨村 4102210305 75

开封市 杞县 高阳镇 高阳北村、高阳西村、高阳南村、高阳东村 4102210306 75

开封市 杞县 沙沃乡 沙沃南村、沙沃北村 4102210307 75

开封市 杞县 湖岗乡 前街、后街村 4102210308 75

开封市 杞县 圉镇镇 圉镇南、圉镇北、后城村 4102210309 75

开封市 杞县 官庄乡 官庄村 4102210310 75

开封市 杞县 板木乡 板木东村、板木西村、板木南村、板木北村 4102210311 75

开封市 杞县 宗店乡 宗店村 4102210312 75

开封市 杞县 竹林乡 竹林村 4102210313 75

开封市 杞县 城郊乡 老徐庄村委会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五里河镇
张屯村、杨大庄村、贾洼村、前小岗村、曹岗村、坟角村、潘屯村、郝寨村、马千寺村、张阁村、大高寨

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付集镇

陆庄村、庞屯村、谢洼村、杨井村、宋刘庄村、五里井村、军张村、纸房村、赵村、安庄村、宋吉屯村、

和庄村、夏陵村、沟湾李村、司庄村、河坡李村、大郑庄村、申纪村、王庄村、堤刘村、新庄村、西马庄

村、郑庄村、韦庄村、洼张村、李店村、徐庄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圉镇镇

前杨屯、大夫李村、后乔村、田堂村、江庄村、袁庄村、程庄村、新庄村、白木岗村、蔡丘屯村、孟大庄

村、郎智岗村、孙庄村、梁庄村、铁底河村、焦庄村、乔庙村、赵集村、后刘伶岗村、天池洼村、董那村

、荆岗村、前刘伶岗村、舒洼村、庄王村、王里夏村、鲁庄村、常庄村、吴庄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高阳镇

东王堌村、王桥村、金村、扶村、张洼村、水牛里村、曹李王村、于洼村、何庄村、毛寨村、孙寨村、西

黄庄村、牛角岗村、东黄庄村、蔡营村、顿屯村、杨屯村、蔡堌村、常寨村、刘庄村、务岗村、高阳苏所

村、王堌集村、黄岗村、东王楼村、青龙石口村、饮马池村、马寨村、聚宝岗村、团城村、陈庄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葛岗镇

曹寨村、楚寨东村、楚寨中村、楚寨西村、东空桑村、火屯村、晁村东村、晁村西村、张博士寨北村、张

博士寨南村、王庄村、齐寨村、黄庄村、孟寨村、陈寨村、西云所村、郭寨村、熬盐屯村、英庄村、周寨

村、焦寨村、陈敏屯村、西空桑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阳堌镇

杨庄(前)村、杨庄(西)村、杨庄(东)村、白塔村、常寺村、葛寨村、蒲庄村、张寨村、马房西村、东营村

、西营村、崔寨村、王楼村、孟寨村、旧店村、西铁岗村、东铁岗村、小岗村、柳林村、七岗南村、七岗

北村、陆庄村、何寨村、黄二庄村、七岗中村、前了城村、中了城西村、后了城村、中了城东村、马房东

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邢口镇
冷屯村、孙洼村、王寺寨村、谢寨村、夏寨村、朱寨村、王和寺村、杨楼村、马庄村、大魏店村、孟庄村

、袁寨村、肖胡同村、姜楼村、薛楼村、于伯岗村、岳寨村、马庙村
4102210401 67.5

安阳市 市区 殷都区相台办事处 铁佛寺、段邵村、焦邵村 4105010201 168

安阳市 市区 殷都区电厂办事处 柴库村、梁邵村 4105010201 168

安阳市 市区 开发区
前张村、三里屯、小吴村、牛房村、大定龙、许吴村、郭吴村、十里铺、后营村、中所屯、前定龙、杜官

屯、魏家营、小马屯、北小庄、王官屯、小官庄高速北、张七里店、跃进农场
4105010201 168

安阳市 市区 龙安区文明办事处 侯家庄 4105010201 168



安阳市 市区 龙安区文昌办事处 四府坟、于家庄、烧盆窑村 4105010201 168

安阳市 市区 龙安区东风乡 西八里、刘家庄、三家庄、徐家桥、北徐桥、郭家庄、老六庄、东八里、吴家庄 4105010201 168

安阳市 市区 文峰区中华路街道 三府村高速东、任家村高速东（任家庄高速东） 4105010301 132

安阳市 市区 文峰区宝莲寺镇

小营高速南、二十里铺、杨家井、刘王坡、郭村集、马束庄、东风村、西郭村、赵官屯、马官屯、黎元村

、南马庄、崇召村、张薛庄、孙薛庄、袁薛庄、南三十里铺（三十里铺）、刘薛庄、何官屯、梁家庄、黎

官屯、皇甫庄、任庄村、张村

4105010301 132

安阳市 市区 示范区高庄镇 东小庄、大官庄、辛庄高速东、胡官屯高速东、西崇固、高庄、杨河固高速东 4105010301 132

安阳市 市区 示范区崇义办事处 东瓦亭、西瓦亭高速东 4105010301 132

安阳市 市区 北关区彰北办事处 东石桃、西石桃、桃村口、李桃村、田桃村、方北营、程寸营 4105010301 132

安阳市 市区 北关区彰东办事处
西梁贡、养鱼屯、六寺村、唐庄村、西于曹高速东、前崇义高速东、中崇义高速东、后崇义高速东、西六

村高速东、苏家村高速东
4105010301 132

安阳市 市区 殷都区北蒙办事处 西大姓村、东大姓村、杜小屯村、皇甫屯村、后皇甫村、大碾屯村 4105010301 132

安阳市 市区 殷都区西郊乡
西梁村、南流寺、北流寺、郭流寺、史车村、骈家庄、丰安（丰安村南水北调西）、北士旺南水北调西侧

、卢士旺、南士旺、赵常庄南水北调西
4105010301 132

安阳市 市区 开发区 小官庄高速南 4105010301 132

安阳市 市区 龙安区文昌办事处 侯七里、苏七里、李七里、肖七里、宗村 4105010301 132

安阳市 市区 龙安区东风乡

红旗村、活水村、赵张村、黄张村、许张村、红星村、海村、置度村、寺沟村、大坡村、小坡村、徐家口

村、盖村铺村、西盖村、申家岗、三分庄、老庄村、吉党村、郭潘流、王潘流、麻鞋店、郭里东、郭里西

、娘娘庙

4105010301 132

安阳市 市区 龙安区龙泉镇 四门券、李潘流、羊毛屯 4105010301 132

安阳市 市区 龙安区马投涧 下毛仪涧、南张家庄 4105010301 132

安阳市 市区 龙安区彰武办事处 张家庄、中龙山 4105010302 132

安阳市 市区 龙安区龙泉镇 龙泉村、陈家坡村 4105010401 112.5

安阳市 市区 示范区白璧镇

东街村、西街村、前街村、南街村、后白璧村、北白璧村、梁固村、杜固村、中东孟辛店、西王辛店、北

务村、北辛安、南辛安、西辛安、袁小屯、南务、东羊店、西羊店、郭路村、东北务、郭盆村、东邵科、

西邵科、岗上村、四高村、东柴村、西柴村、南羊店、东张家庄、大寒村、东报德、西报德、晋小屯、杨

贾村、常王贾村、邢牛、西裴村

4105010402 112.5

安阳市 市区 示范区高庄镇
汪流屯、汪流、西正寺、后遵贵、东正寺、西小寒、东崇固、开信、朱家营、东小寒、伯台、前遵贵、蒋

台屯、将台村、遵贵屯
4105010402 112.5

安阳市 市区 龙安区龙泉镇

东平村、吴家洞、东方山、九堰村、大涧村、牛家岗村、圪道村、后洞村、孟家庄、平棘村、西洪沟、东

洪沟、周家庄、西上庄、西沟村、东上庄、楼庄村、师潘流、白龙庙村、张家岗、高北河、张北河、张串

村、全林、许串村、于串村、石岩村

4105010501 90

安阳市 市区 龙安区田村办事处 南田村、北田村、杨家庄、郜家庄、丁家庄 4105010501 90

安阳市 市区 龙安区彰武办事处 北方山、东龙山、南彰武、北彰武、西高平 4105010501 90

安阳市 市区 龙安区马投涧

高小屯、坟凹村、南大岷、何大岷、北大岷、郭大岷、杨大岷、牛家窑、大屯村、柏家村、孟家炉、辛庄

村、上毛仪涧、齐村、宋家堂、李家窑、下马泉、马投涧村、杜贺驼、陈马岗、郭贺驼、老河沟、张贺驼

、李葛涧、潘家庵、高白塔、崔杨白塔、刘葛涧、上下洞、元二庄、港里村、王二岗村、南坡村、水涧村

、后河村、西岸村、牛家庄村、盘龙寺、李家庵、张家村、郭家村、冯家桥村

4105010501 90

安阳市 安阳县 水冶镇 阜城西街、小东关、东北街、老城区、阜城南街、南关、东街、茶棚 4105220101 121.5



安阳市 安阳县 水冶镇

阳郡村、北段村、西古庄村、东古庄村、姬家屯、阜城北街、北关、北街、阜城东街、西蒋、向阳、井家

庄、南街、天池村、南段村、西街、果园村（菓园村）、东高平、南固现村、北固现村、下河村、寨子村

、南麻水村、东麻水村、西麻水村、石棺村、许朴村

4105220201 106.5

安阳市 安阳县 蒋村镇
双全村、侯凹村、柿园村、大堰村、西蒋村、西石村、李庄村、东石村、高喻村、张贾店村、李贾店村、

黄贾店村、刘贾店村、灵药村、张屯村、四合村、东蒋村
4105220201 106.5

安阳市 安阳县 善应镇 西龙山、南龙山、冯家洞 4105220201 106.5

安阳市 安阳县 曲沟镇
东彰武村、永定村、秦小屯村、洪岩村、陈家井村、南曲沟村、曲沟村、武旺村、西夏寒村、东夏寒村、

董车村、郭车村、安车村、鄣邓村、西曲沟村、北曲沟村、四盘磨村
4105220201 106.5

安阳市 安阳县 许家沟乡 相村、太平岗村、岗西村、黄口村 4105220201 106.5

安阳市 安阳县 韩陵镇
东梁贡村、西大佛村、东大佛村、逍遥村、东于曹村、后马村、前马村、李家山村、东见山村、獐豹村、

芦湾村
4105220202 106.5

安阳市 安阳县 洪河屯乡
梁布大营村、西北街、亮马岗村、豆公村、南崔庄村、东北街、上柏树村、下柏树村、西南街、东南街、

东彪涧村、连庄村、葛庄村、董庄村、黄庄村
4105220202 106.5

安阳市 安阳县 柏庄镇

廿里铺、陶家营村、韩庄村、柏庄村、卅里铺、北花村、灵芝村（东灵芝村、西灵芝村、前灵芝村）、辛

店东街村、辛店西街村、辛店北街村、辛店南街村、南王庄村、大瓦窑村、后林都村、范庄村、前林都村

、沙高村、招贤村、马庄村、高冢村、西辛庄村、东辛庄村、前万金村、花村店村、青春村、东方红村、

后万金村、齐庄村、东苏度村、郝小庄村、靳小庄村、大花村、西苏度村、张小庄村、长青屯村、路庄村

4105220202 106.5

安阳市 安阳县 安丰乡
邵家屯村、前净渠村、洪河村、西马庄村、固岸村、北李庄村、崔庄村、太平店村、大夫村、郭家屯村、

北张家庄村、后净渠村、吉庄村、北丰村、木厂屯村、南丰村
4105220202 106.5

安阳市 安阳县 铜冶镇
北西炉、南西炉、西积善、东积善、辛庄、化炉、东街、官司、李家岗、下蔡村、上蔡村、湾漳河、富家

沟、石堂、南铜冶
4105220301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都里镇 李珍村 4105220301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伦掌镇 牛家河村、南崖村、伦掌村 4105220302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洪河屯乡
下营村、上营村、上四庄村、槐树屯村、土楼村、大正村、清正村、杨家洞村、申家洞村、张湖顶村、西

五龙沟村、北头村、营房村、东五龙沟村、户家坟村、西彪涧村、崔魏炉村、辛正村
4105220303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安丰乡

赵家窑村、谷家咀村、韦家洞村、付家洞村、蔡村、翟庄村、靳家屯村、刘家屯村、渔洋村、后稻田村、

西高穴村、东高穴村、东稻田村、大刘庄村、前稻田村、英烈村、林县庄村、张家洼村（张家凹村）、上

天助村、下天助村、东天助村、李家坡村、张显屯

4105220303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蒋村镇 石涧村、张庄村、水浴村、小坟村、何坟村、辉泉村、王庄村 4105220303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伦掌镇 李家炉村、焦家坟村、田炉村、李辛庄村、许炉村 4105220303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许家沟乡 许家沟村、东子针村、南子针村、小寨村、西子针村、河西村、后西岗村、前西岗村、下堡村 4105220303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磊口乡 清峪村、北山庄村、南山庄村 4105220303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善应镇 谢家庄村 4105220303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安丰乡 赵村、施家河村 4105220304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韩陵镇 王宁前街村、朝冠村、梨园村、西目村、东目村、目村店、王宁后街村 4105220305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瓦店乡
大寒屯村、大朝村、东流台村、梅福村、西路村、小朝村、小营村、朗固村、后曲店村、小集村、杜庄村

、宋梁桥村、大裴村、西瓦店村、杨奇村、裴家村、师良村、南瓦店村、瓦店集村、单庄村、东路村
4105220305 88.5



焦作市 孟州市 大定办事处
韩东部分、韩西部分、段东部分（东环路以东）、段西（东环路以东）、东韩（东环路以东）、柳湾部分

、宋村部分、东关部分、东街部分、北街
4108830201 82.5

焦作市 孟州市 赵和镇 东小仇、胡村、西水运、车村、仇庄 4108830301 75

焦作市 孟州市 河雍办事处 东田丈、西田丈、陈庄、马窑、小宋庄、王庙 4108830301 75

焦作市 孟州市 西虢镇
义井、戍楼、落驾头、韩庄、路家庄、西虢、西沃、西逯、干沟桥、全义、店上、湾村、莫沟、姚庄、赵

坡、东窑、西窑
4108830301 75

焦作市 孟州市 会昌办事处

张厚、廉桥（南环路以南）、南贺庄部分、小坡掌（南环路以南）、中曹、侯庄部分、东曹（南环路以

南）、斗鸡台（南环路以南）、冯园（南环路以南）、西何庄（南环路以南）、三道沟（南环路以南）、

西街（南环路以南）、堤北头、南关（南环路以南）

4108830301 75

焦作市 孟州市 大定办事处
南街、柳湾部分、马桥部分、北开仪部分、新城、庙底、胡庄、水运、上作、宋村部分、韩西部分、韩东

部分、东关部分
4108830301 75

焦作市 孟州市 化工镇 东孟港部分、西孟港、南刘庄部分、海头部分、高庄部分、段庄部分 4108830301 75

焦作市 孟州市 南庄镇

南庄一、南庄二、南庄三、西谢庄、桑坡、北庄、驸马庄、里村、田寺、南社、南扣、司庄、殷家洼、杜

村、上官、下官、上口、下口一、下口二、沇河、黄庄、张庄、盐西、塔地、王家沟、蒿子沟、小村、青

龙

4108830301 75

焦作市 孟州市 河阳办事处 缑村、函丈、中龙、后龙、梁村、东葛、西葛、北刘庄、四联、大伙、后逯、长店 4108830301 75

焦作市 孟州市 谷旦镇 谷旦、前进、米庄、董村、张刘李、薛村、吴村、堰底、党宋马、卢桑楼 4108830301 75

焦作市 孟州市 城伯镇 西姚 4108830301 75

焦作市 孟州市 赵和镇

西赵和、东赵和、行庄、冯庄、范庄、苏庄、冶墙、还封、白墙、田旺、西冶、坡掌、北冶墙、青龙沟、

南临泉、中临泉、北临泉、西庄、璩沟、大马沟、小马沟、秦沟、柴河、石沟、上坡、下坡、孙村、司家

沟、西小仇、大仇、上寨、雷圪塔、廉庄

4108830401 67.5

焦作市 孟州市 西虢镇 顺涧 4108830401 67.5

焦作市 孟州市 谷旦镇
曲村、洪道、赵改、后进、杨村、古城、赵村、张村、南那、北那、程庄、柿园、新屯、王大义、禹寺、

康大义、西大义、张营、张连
4108830401 67.5

焦作市 孟州市 城伯镇
城伯、张庄、宋庄、西武章、东武章、相逢、西后津、东后津、中村、武桥、子昌、岳师、岑村、赵庄、

南董、北董、罗状、罗状堡、吴寨、前姚、后姚、立义
4108830401 67.5

焦作市 孟州市 槐树乡

汤庙、杨洼、龙台、毛庄、燕沟、西孟庄、东孟庄、张洼、史家沟、涧西、南咀、上汤沟、刘庄、崔沟、

涧东、杨庄、古周城、张咀、石庄、雷山、油坊头、袁圪套、沟北头、关沟、下汤沟、岩山、祝庄、贾庄

、后尖庄、前尖庄、西王庄、源沟、北杨村、焦庄、钱沟、后刘庄、上河、小石庄、寨上庄、耿沟、卫山

、芹菜沟、西坡、马吉岭

4108830401 67.5

焦作市 孟州市 西虢镇 寺上、高崖、梁庄 4108830402 67.5

焦作市 孟州市 会昌办事处 竹园、寺村 4108830402 67.5

焦作市 孟州市 大定办事处 陈湾 4108830402 67.5

焦作市 孟州市 化工镇
南刘庄、中化、谢庄、杜庄、后街、高桥、贺庄、段庄、东光、海头、南开仪、新北、晁庄、横山、云水

、石井、许庄、东孟港部分、南刘庄部分、海头部分、高庄部分、段庄部分
4108830402 67.5

濮阳市 华龙区 中原路街道办事处 南里商（绿城路以南部分）、东白仓 4109020101 132

濮阳市 华龙区 胜利路街道办事处
尧当（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北部分）、马呼屯（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北部分）、戚城屯（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北

部分）
4109020101 132

濮阳市 华龙区 建设路街道办事处 张海、五甲户、戚城（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北部分） 4109020101 132



濮阳市 华龙区 人民路街道办事处 波头集 4109020101 132

濮阳市 华龙区 大庆路街道办事处 赵村 4109020101 132

濮阳市 华龙区 黄河路街道办事处 前合、边拐、谢庄、马拐 4109020101 132

濮阳市 华龙区 孟轲乡
孟轲集（绿城路以南部分）、田拐（绿城路以南部分）、杨干城（106国道以西部分）、胡干城、皮胶拐

（绿城路以南部分）、北王庄（绿城路以南部分）、魏小寨（106国道以西部分、锦胡路以南部分）
4109020101 132

濮阳市 华龙区 濮上街道办事处

胡村集（胡村集、胡村南街）、石家庄（化工一路以东部分，绿城路以南部分）、油辛庄（绿城路以南部

分）、赵娄拐（绿城路以南部分）、四行（绿城路以南部分）、豆村集（绿城路以南部分、化工一路以东

部分）

4109020101 132

濮阳市 华龙区 昆吾街道办事处

安庄（化工一路以东部分、绿城路以南部分）、韩庄（化工一路以东部分）、胜拐（胜拐、九甲户）（化

工一路以东部分）、胡乜（化工一路以东部分）、胡王合（化工一路以东部分、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北部

分）、裴王合（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北部分）、庞王合（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北部分）、绪村、蔡王合（化工

一路以东部分）

4109020101 132

濮阳市 华龙区 开州街道办事处 娄店（绿城路以南部分） 4109020101 132

濮阳市 华龙区 濮东街道办事处
大辛庄（盘锦路以西部分）、李家楼（106国道以西部分、黄河路以北部分）、东干城（106国道以西部

分）、辛田（106国道以西部分）
4109020101 132

濮阳市 华龙区 濮上街道办事处
石家庄（化工一路以西部分）、豆村集（绿城路以南部分、化工一路以西部分）、杜家庄（绿城路以南部

分）、吕家庄（濮水路以东部分）
4109020201 120

濮阳市 华龙区 昆吾街道办事处

安庄（化工一路以西部分）、韩庄（化工一路以西部分）、胜拐（胜拐、九甲户）（化工一路以西部分）

、胡乜（化工一路以西部分）、胡王合（化工一路以西部分、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北部分）、蔡王合（化工

一路以西部分、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北部分）

4109020201 120

濮阳市 华龙区 王助镇 后漳消（濮水路以东部分）、前漳消（濮水路以东部分、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北部分） 4109020201 120

濮阳市 华龙区 胜利路街道办事处
尧当（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南部分）、辛庄、马呼屯（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南部分）、马湖、戚城屯（晋豫鲁

中南铁路以南部分）
4109020301 103.5

濮阳市 华龙区 建设路街道办事处 戚城（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南部分） 4109020301 103.5

濮阳市 华龙区 大庆路街道办事处 申庄、贾庄、辛庙 4109020301 103.5

濮阳市 华龙区 昆吾街道办事处
胡王合（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南部分）、庞王合（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南部分）、蔡王合（晋豫鲁中南铁路以

南部分）、裴王合（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南部分）、安庄（绿城路以北部分）、马庄
4109020301 103.5

濮阳市 华龙区 中原路街道办事处 南里商（绿城路以北部分） 4109020301 103.5

濮阳市 华龙区 岳村镇
韩庄村（规划纬一路以北部分）、南田村（规划经四路以西部分）、翟庄、大猛（规划经四路以西部分）

、东田村（规划经四路以西部分）、西田村
4109020301 103.5

濮阳市 华龙区 孟轲乡

孟轲集（绿城路以北部分）、魏小寨（106国道以东部分、锦胡路以北部分）、惠小寨、北寨（北小寨）、

前铁炉、后铁炉、田拐（绿城路以北部分）、皮胶拐（绿城路以北部分）、李家村、中孟轲、西孟轲、北

王庄（绿城路以北部分）、北里商、杨干城（106国道以东部分）

4109020301 103.5

濮阳市 华龙区 开州街道办事处

大庙（疙瘩庙）、北豆村、班家（大广高速以东部分）、店当（大广高速以东部分）、杨庄（大广高速以

东部分）、孔村（大广高速以东部分）、后范庄、张仪、娄店（绿城路以北部分）、许村、孟村、祁家庄

、貌庄、顺河村

4109020301 103.5

濮阳市 华龙区 濮上街道办事处

石家庄（绿城路以北部分）、豆村集（绿城路以北部分）、杜家庄（绿城路以北部分）、吕家庄（濮水路

以西部分）、谷家庄、前范庄、油辛庄（绿城路以北部分）、赵娄拐（绿城路以北部分）、四行（绿城路

以北部分）

4109020301 103.5



濮阳市 华龙区 皇甫街道办事处
太行村（大广高速以东部分）、前黄甫（前皇甫）（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北部分）、后黄甫（后皇甫）（大

广高速以东部分、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北部分）
4109020301 103.5

濮阳市 华龙区 胡村乡
西王什（范辉高速以南部分）、蒋孔村（范辉高速以南部分）、贾田楼村（贾田娄村）（范辉高速以南部

分）、东王什村（范辉高速以南部分）、辛庄村（大广高速以东部分）、张堆村（范辉高速以南部分）
4109020301 103.5

南阳市 南召县 马市坪乡
三圣庵村、方冲村、高庄村、白河湾村、白果树村、头道河村、西大庄村、黄土岭村、白庄村、竹园庙村

、三官庙村、焦园村、转角石村、杨盘村、南坪村、傲坪村、贯沟村、龙头沟村
4113210501 63

周口 商水县 谭庄镇

武庄村、马营村、肖杨村、三里桥村、三李村、南楼村、夏庄村、曹楼村、碱场村、十字井村、康庄村、

三李店村、张老村、新庄村、堤东村、大曹村、湾子村、曹渠村、焦城村、韩村村、铁炉村、大连湖村、

马村村、候庄村、王寨村、杨楼村、前谭村、肖谭村、卜刘寺村、桥东村、柏树王村、陈庄村

4116230301 61.5

周口 商水县 魏集镇

殷庄村、张庄村、苏寨村、杨洼村、钊常村、洪桥村、前苏村、苏童村、郭屯村、营子村、夏寨村、李庄

村、谢庄村、党桥村、小石村、大石村、赵湾村、莫庄村、高庄村、谷李屯村、胡屯村、汪屯村、新集村

、位屯村、许寨村、陈楼村、邓屯村

4116230301 61.5

周口 商水县 姚集乡

门坡村、段堤村、宋庄村、卢庙村、庞庄村、大李庄村、豆庄村、堤子湾村、务台村、郭楼村、周庄村、

陈冢村（陈塚村）、匡王村、洋沟河村、豆湾村、陈庄村、黑刘村、芳寨村、仝邓楼村、范楼村、马店村

、王庄村、孙庄村、前刘村、邓楼村、赵庄村、白寨村、王场村、李茂桃村、骆庄村

4116230301 61.5

周口 商水县 袁老乡

郑桥村、高楼村、连桥村、南曾庄村、马河村、杨寨村、贾寨村、贾阁村、王庄寨村、刘楼村、罗堂村、

樊庄村（凡庄村）、老虎庄村、腰庄村、张桥村、王屯村、朱屯村、承屯村、刘湾村、马庄村、三仙村、

李庄村、郭庄村、二府村、方庄村

4116230301 61.5

周口 商水县 张明乡
大连村、周济铺村、尚集村、夸陈村、闫庄村、坡杜村、后马村、王庄村、六间楼村、东张明村、屈庄村

、蔡庄村、沱河村、董范村、龙胜村、沟西村、胡庄村、董湾村、王岗村、何渡口村、老门潭村、曹庄村
4116230301 61.5

周口 商水县 张庄乡
葛岗村、马庄村、北王庄村、姜庄村、刘村村、杨湖村、杨庄村、河湾村、王岗村、高庄村、徐庄村、张

坡村、东门外村、訾庄村、南陵村、齐跪台村、城下村、城上村
4116230301 61.5

周口 沈丘县 白集镇 大许庄村、顾营村、小李楼村、鲁寨村、张小庙村 4116240101 81

周口 沈丘县 北城街道办事处
范营村、北马庄村、崔楼村、大吴庄村、大辛营村、高门村、郭庄村、焦柳营村、南王庄村、前寨村、申

庄村、苏楼村、腾营村、王营村、王寨村、西孙楼村、小辛营村、张庄村
4116240101 81

周口 沈丘县 卞路口乡 杜庄村 4116240101 81

周口 沈丘县 东城街道办事处
大于楼村、东孙楼村、解庄村、李安庄村、李营村、阙庄村、新建村、尤庄村、大于庄村、沈丘县国营农

场、沈丘县国营苗圃场
4116240101 81

周口 沈丘县 槐店回族镇
大王楼村、丰产河社区、高营村、海楼村、槐店回族镇镇区、贾寨村、刘楼村、马楼村、小王楼村、左庄

村
4116240101 81

周口 沈丘县 连池镇 大郑营村、耿楼村、文殊庵村、小郑营村 4116240101 81

周口 沈丘县 石槽集乡 陈口村、大王营村、董营村、龚寨村、后张营村、蒋寨村、前张营村、孙营村、毛营西寨村、徐营村 4116240101 81

周口 沈丘县 新安集镇 张楼村 4116240101 81

周口 沈丘县 北杨集乡 林寨村、杨集村 4116240201 72

周口 沈丘县 洪山乡 阁子楼村、洪山村、庙山李村、辛老庄村、辛堂村 4116240202 72

周口 沈丘县 刘湾镇 陈寨村、新徐庄村、徐老庄村 4116240203 72



周口 沈丘县 白集镇

白集村、白庄村、查大庄村、大滩李村、高庄村、耿庄村、河滩村、后三庄村、胡小柚村、胡桥村、李竹

元村、梁庙村、刘楼村、刘院村、鹿楼村、苗营村、田营村、王营子村、兖营村、杨楼村、尹庄村、张奶

奶庙村、中庭湖村

4116240204 72

周口 沈丘县 卞路口乡 卞路口村、董营村、高山店村、铁佛堂村、刘庄村、王庄村、前朱庄村、肖门村、闫楼村 4116240204 72

周口 沈丘县 连池镇（莲池镇）
常吕村（常吕营村）、韩营村、胡楼村、胡庄村、莲二村、莲三村、莲一村、刘八庄村、鲁庄村、牛营村

、田营村、王岭村、魏营村、吴岗村、吴楼村、王庄村
4116240204 72

周口 沈丘县 石槽集乡

艾庄村、北程营村、陈庄村、南程营村、大李营村、大涂营村、毛营东寨村、范庄村、郜庄村、虎头陈寨

村、安楼村、刘腰庄村、邵庄村、石槽集村、涂楼村、王湖村、肖营村、小涂营村、杨营村、于营村、赵

庄村

4116240204 72

周口 沈丘县 新安集镇
半截河村、崔寨村、大李庄村、单庄村、郭寨村、韩楼村、贾楼村、刘庄村、马楼村、乔寨村、三大夫营

村、孙楼村、王堂村、王庄村、魏桥村、武营村、西李庄村、下溜村、新东村、新西村、张桥村
4116240204 72

周口 沈丘县 纸店镇 白果村、胡营村、卢寨村、史庄村、赵腰庄村、纸东村、纸西村、西程营村 4116240204 72

周口 沈丘县 周营乡
大李口村、欧营村、郭寨村、黄孟营村、李楼营村、李徐湾村、刘集村、马营村、孟寨村、老王寨村、西

李口村、西李营村、谢营村、赵寨村、赵庄村、周营村
4116240204 72

周口 沈丘县 付井镇 付井村、九里村、马堂村、王营村、夏庄村、宿营村、赵口村、周寨村 4116240205 72

周口 沈丘县 赵德营镇 梁营村、宋营村、王其庙村、赵德营村 4116240206 72

周口 沈丘县 范营乡 范营村 4116240207 72

周口 沈丘县 老城镇
蒋湾村、南关村、西关村、岳庄村、郑庄村、前谷营村、北韩湾村、北关村、刘坟村、陈庄村、第一居委

会、第二居委会、第三居委会、第四居委会
4116240208 72

周口 沈丘县 刘庄店镇 陈庄村、刘北村、刘东村、刘西村、孙营村 4116240209 72

周口 沈丘县 李老庄乡 李老庄村 4116240210 72

周口 沈丘县 留福集镇 留福村、小陈营村、小岳庄村 4116240211 72

周口 沈丘县 大邢庄乡 邢庄村 4116240212 72

周口 沈丘县 冯营乡 冯营村 4116240213 72

周口 沈丘县 白集镇 常楼村、程营村、大王楼村、老官林村、李宋楼村、王岗村、韦庄村、新村、单庄村、张美庄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北杨集乡
北王庄村、打渔王村、大卞庄村、单尤庄村、谷林庄村、谷孟庄村、韩吴庄村、贾庄村、马李堂村、毛寨

村、梅刘庄村、倪寨村、宋阁村、三姓营村、王郝庄村、于庄村、赵桥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卞路口乡
大郭庄村、郜店村、胡庄村、霍楼村、南郭庄村、前营子村、孙寨村、小郭庄村、戚闫庄村、张保元村、

赵楼村、郑庄村、钟寨村、朱楼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大邢庄乡

八里湾村、陈埠口村、大宋庄村、东程庄村、东赵楼村、申段庄村、后李庄村、后王庄村、李营村、南赵

庄村、普楼村、秦庄砦村、清凉寺村、沙岭村、司庄村、西李庄村、西赵楼村、小李庄村、赵老家村、赵

阎庄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范营乡

八里棚村、陈靳庄村、大刘庄村、代埠口村、单营村、范蔡庄村、范庄村、和尚庄村、胡冢村、纪营村、

金庄村、老李营村、老唐庄村、李集村、李湾村、李新庄村、刘花园村、芦齐庄村、芦洼村、马各村、马

湖村、马营村、苗赵庄村、普花园村、钱寨村、曲集村、阮洼村、东孙楼村、孙庄村、王楼村、王郑营村

、杨湾村、张凯楼村、郑营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冯营乡

大高营村、段庄村、韩庄村、金李庄村、李广楼村、李庙村、李砦村、梁胡同村、刘桥村、刘相庄村、刘

烟炖村、刘尧村、刘庄砦村、柳树庄村、吕集村、双刘庄村、天齐庙村、天桥村、田庄村、王关庙村、王

小庄村、西老家村、西张庄村、小高营村、杨海营村、杨老庄村、张梁村（张梁庄村）、朱庄砦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付井镇

卜楼村、陈观村、陈营村、东李楼村、东王村、岗王村、高湖村、郭岗村、李庄村、梅庙村、杨集村、孙

小楼村、洼李庄村、王楼村、王周庄村、王庄村、吴营村、西李楼村、杨庄村、腰李庄村、玉帝庙村、赵

庙村、周庄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洪山乡
臧庄村、迟庄村、东胡庄村、韩寨村、胡老庄村、姜桥村、马庄村、孟店桥村、宁庄村、申庄村、石关村

、孙小桥村、王腰庄村、王油坊村、魏庄村、袁庄村、翟庄村、周楼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老城镇

北吴营村、程庄村、后东村、后谷营村、后西村、荆条村、李坟村、李楼村、李仙庄村、李庄村、刘埠口

村、刘大庄村、龙王庙村、卢营村、路庄村、南吴营村、前楼村、阮庄村、孙庙村、桃园村、瓦房庄村、

徐营村、许庄村、晏庄村、杨洼村、增福庙村、寨里村、张湾村、土屯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李老庄乡

艾店村、曹洼村、陈老庄村、陈营村、大陈庄村、东吴庄村、付楼村、后湖村、花园村、蒋桥村、蒋庄村

、酒店庄村、梁庄村、刘堂村、刘庄村、雒庄村、木林桥村、木庄村、孙付庄村、田楼村、王白庙村、梧

桐庄村、小陈庄村、严楼村、姚庄村、张老庄村、张楼村、张彭庄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连池镇 管庄村、童庄村、薛岭村、杨庄村、邹辛庄村、邹营村 4116240301 60

开封市 杞县 裴村店乡

小魏店村、刘庄村、商庄村、贺营村、鹿台岗村、囤庄村、宋湾村、肖寨村、祁楼村、李楼村、冉寨村、

吕屯东村、吕屯西村、东伯牛岗村、西伯牛岗村、唐屯村、孟里寨村、司岗村、顾庄村、东官庄村、谢王

庄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宗店乡
麦庄村、刘壮村、常营村、花园村、大院村、宋庄村、井陈村、陈河村、瓦岗村、陈林村、刘寨村、汤庄

村、定张村、大张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板木乡
刘庄屯村、洼刘村、谷熟岗村、马壮村、大李庄村、张仙庄村、陈子岗村、张官村、武旗村、朱庄村、吴

庄村、候常村、前营村、中营村、港刘村、北张庄村、琉璃庙村、汤路口村、马桥村、岑庄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竹林乡
庄林村、张蔡村、许村岗村、肖岭寨村、安桥村、郭屯村、八里庙村、马桥村、梁寨村、姬庄村、宋寨村

、于堂村、西程寨村、罗洼村、郑寨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官庄乡

江陵岗村、吐墨岗村、罗王村、路官庄村、辘轳湾庄村、豆砦村、焦腊村、黄岗村、冢丘岗村、贾庄村、

孙庄村、孟庄村、霍牌井村、后石村、宗砦村、王乐亭村、原庄村、牛寨村、算帐口村、李良贵村、东石

陵岗村、西石陵岗村、李庄村、戴寨村、油坊庄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湖岗乡
顾那村、军张村、五岔口村、孟桩村、后岗村、霍那村、府李庄村、宋院村、前岗村、翟陵村、叶庄村、

云寨村、翟寨村、左洼村、宋寨村、赵槐柏、李巴勺、蔡洼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苏木乡

邓圈村、咸岗村、刘武屯村、白屯村、花胡寨村、齐寨东村、栗岗村、寺头岗村、青定池村、黄桩村、大

朱庄村、毛岗村、张薛庄村、核桃园村、孙路口村、林寨村、四棵柳村、刘桩村、马房村、高庄村、陈寨

村、闫营村、许店村、侯屯村、后楚寨村、齐寨西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沙沃乡

逍遥寨村、黄村、车寨村、张寨村、王大夫庄村、尚庄村、毛朱庄村、李寨村、闫口村、大姬寨村、岳寨

村、马府村、朱寨村、白塔寨村、孟河沿村、高寨村、刘怀庄村、杨寨村、孔寨村、晋寨村、丁寨村、四

郎庙村、雅陵岗村、孔庄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平城乡

前屯村、后屯村、双楼村、新庄村、张营村、谭寨村、单寨西村、单寨东村、黄寨东村、黄寨西村、杏行

村、孙府寨村、高柴村、老官陈村、蒋寨村、刘石寨村、李兴集村、孙寨村、郝砦村、郭君南村、郭君西

村、郭君北村、白坵西村、白坵北村、白坵南村、白坵东村、罗寨村、楚寨村、赵寨村、尹庄村、聂庄村

、老刘庄村、慈母岗村、铁梨寨村、卞庄村、王庄村、于寨村、秦奉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泥沟乡

纪寨村、蔡寨村、王庄村、李寨村、圈章村、吕寨村、后泥沟村、孔庄村、土楼村、代寨村、将军庙村、

清凉寺村、聂府厅村、马大府村、丁寨村、马程南村、马程北村、胡寨村、汪寨村、袁潭村、朱寨村、耿

集村、周寨村、焦喇村、崔寨村、聂寨村、前小寨村、后小寨村、候吉庄村、张大夫寨村、党寨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柿元乡

南陈寨村、董寨村、李坟村、十二里寨村、尹庄村、枣园村、陈寨村、李指挥前屯村、李指挥后屯村、刘

寨村、朱寨村、黑木村、燕寨村、马房村、前化寨村、西王庄村、万寨村、魏堂村、刘黑塔村、后化寨村

、杨庄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西寨乡

大寨村、马寨村、焦田寨村、杨炉寨村、潘庄村、新黄寨村、肖寨村、田程寨村、东程寨村、纸房村、柳

榆村、苏寨村、黄桥村、武庙村、杨庄村、季寨村、潘楼村、小集村、魏南村、魏北村、崔林村、土柏岗

、金盆村、赵寨村、高堂村、大河湾村、黄土岗村、马中桥村、乔集村、老庄村、薛庄村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开封市林场 开封市林场的集体土地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杞县 杞县林场 杞县林场的集体土地 4102210401 67.5

开封市 通许县 城关镇
东水沃村委会(东水沃社区)、二村村委会、金元村委会（金元社区）、刘庄村委会、毛庄村委会、苗岗村

委会（苗岗社区）、五里卜村委会、下洼村委会、邢岗村委会、一村村委会
4102220101 99.9

开封市 通许县 厉庄乡 毛李村委会（毛李社区） 4102220101 99.9

开封市 通许县 冯庄乡
东双沟村委会、段庄村委会、后山龙口村委会、七里湾村委会、前山龙口村委会、西水沃村委会（西水沃

社区）小双沟村委会、杨庄村委会
4102220101 99.9

开封市 通许县 孙营乡 后寨村委会（后城耳岗）、前寨村委会(前城耳岗) 4102220101 99.9

开封市 通许县 长智镇 庞庄村委会（东湖社区）、武寨村委会（武寨社区） 4102220101 99.9

开封市 通许县 朱砂镇 东寨村委会、岗中村委会（岗中社区）、西寨村委会（西寨社区） 4102220101 99.9

开封市 通许县 冯庄乡 陈庄村委会、大双沟村委会、冯庄村委会、马庄村委会、张奇庄村委会、张庄村委会、赵庄村委会 4102220201 84.9

开封市 通许县 孙营乡 芦敖村委会、孟连村委会、朱氏岗村委会 4102220201 84.9

开封市 通许县 朱砂镇 后王寨村委会、李寨村委会、前阁村委会、谢庄村委会、徐屯村委会、朱砂村委会 4102220201 84.9

开封市 通许县 城关镇 代庄村委会、高寨村委会、赵河村委会 4102220202 84.9

开封市 通许县 厉庄乡
安王庄村委会、西付村委会、东付村委会、靳岗村委会、厉庄村委会、双楼村委会、塔湾村委会、万庄村

委会、贠庄村委会、张庙村委会
4102220202 84.9

开封市 通许县 竖岗镇 张瑞宇村委会 4102220202 84.9

开封市 通许县 四所楼镇 三赵村委会 4102220202 84.9

开封市 通许县 厉庄乡
范庄村委会、桂店村委会、后柏岗村委会、犁掩庄村委会、刘庄村委会、马庄村委会、坡于村委会、前柏

岗村委会
4102220301 74.25

开封市 通许县 四所楼镇 大上湾村委会、王庄村委会、韭菜王村委会、四所楼村委会、小上湾村委会 4102220301 74.25

开封市 通许县 长智镇
后六营村委会、胡庄村委会、前六营村委会、三所楼村委会、袁庄村委会、岳寨村委会、枣林村委会、长

智村委会
4102220301 74.25

开封市 通许县 孙营乡 半截楼村委会、北孙营村委会、南孙营村委会、七门村委会、西赵亭村委会 4102220302 74.25

开封市 通许县 竖岗镇 竖岗村委会 4102220303 74.25

开封市 通许县 大岗李乡 北岗村委会、大岗游村委会、南岗村委会 4102220304 74.25

开封市 通许县 邸阁乡 邸阁村委会 4102220305 74.25

开封市 通许县 练城乡 练城村委会、西朱庄村委会、翟岗村委会 4102220306 74.25

开封市 通许县 玉皇庙镇 洼张村委会、玉皇庙村委会 4102220306 74.25



开封市 通许县 大岗李乡

陈村村委会、杜庄村委会、韩庄村委会、户岗村委会、寇村村委会、刘寸岗村委会、蒲口村委会、七宅村

委会、任祥村委会、任张村委会、三王村委会、宋营村委会、苏刘庄村委会、田刘庄村委会、田沈砦村委

会、铁佛寺村委会、王庄村委会、吴召村委会、小岗郭村委会、小岗张村委会、游庄村委会、田王庄村委

会

4102220401 70.8

开封市 通许县 邸阁乡

标台村委会、代庄村委会、东时村委会、冯庄村委会、高庄村委会、各里口村委会、郝庄村委会、贾庄村

委会、李菜园村委会、娄庄村委会、牌路村委会、庞庄村委会、祁湾村委会、烧盆李村委会、孙庄村委会

、谢堂村委会、杨武营村委会、杨庄村委会、张斗庄村委会、张杠庄村委会、仲庄村委会

4102220401 70.8

开封市 通许县 冯庄乡
黎岗村委会、梁墓岗村委会、毛庄村委会、唐岗村委会、西城村委会、西张庄村委会、小城村委会、姚堂

村委会
4102220401 70.8

开封市 通许县 厉庄乡 东巨岗村委会、万寨村委会、西巨岗村委会、于庄村委会 4102220401 70.8

开封市 通许县  练城乡

彪岗村委会、常庄村委会、陈朱村委会、大于庄村委会、东朱庄村委会、拐王村委会、黑王村委会、后阎

台（后闫台）村委会、李观化村委会、李庄村委会、厉大楼村委会、罗洼村委会、欧阳岗村委会、前阎台

（前闫台）村委会、宋庄村委会、小青岗村委会、新庄村委会、杨庄村委会、张百匡村委会、张道营村委

会、赵楼村委会

4102220401 70.8

开封市 通许县 竖岗镇

百里池村委会、北河口村委会、车岗村委会、大连村委会、何家村委会、后付村委会、后刘庄村委会、李

庄1村委会、南河口村委会、聂庄村委会、裴庄村委会、前付村委会、前刘庄村委会、前小渚村委会、孙庄

村委会、洼张村委会、王营村委会、王庄村委会、肖庙村委会、小河口村委会、燕岗村委会、张士横村委

会、张营村委会、中牟王村委会、胡庄村委会

4102220401 70.8

开封市 通许县 四所楼镇

陈庄村委会、陈子候村委会、大青岗村委会、捣罐庄村委会、段马刘村委会、高顶庄村委会、后罗村委会

、岭西村委会、娄拐村委会、毛桃庄村委会、前罗村委会、任寨村委会、沈公村委会、田庄村委会、王景

阳村委会、夏寨村委会、阴岗村委会、章常庄村委会、赵辉村委会、真会村委会、仲舒岗村委会、砖寨村

委会

4102220401 70.8

安阳市 安阳县 吕村镇

前冯宿村、王中尚村、张中尚村、朱村、谢奇村、孙奇村、程中尚村、东常山村、中吕村、牛寨村、王洋

凡、东吕村、晁村、湘河店村、西高奇务村、东高奇务村、崔奇务村、宋奇务村、西常山东街村、新寨村

、李寨村、魏奇务村、东铁炉村、孙洋凡、西常山北街村、西常山西街村、西吕村、耿洋凡、翟奇务村、

洋房村、吕村集村、西韩化村、东韩化村、东陈市村、后冯宿村

4105220305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崔家桥镇

滩里村、郜庄村、北街村、安阳屯村、申庄村、沙岸村、施庄村、苏宋村、后艾亭、程村、五里屯村、西

曹马村、薛庄村、石艾亭村、中艾亭村、王彦村、翟庄村、胡庄村、冀庄村、路宋村、郭宋村、段宋村、

李宋村、韩宋村、路马房村、高村、康宋村、东曹马村、宋村屯村、常庄村、何村、郭家庙村、魏村、南

街村、和邵庄村、杨辛庄村、李辛庄村、牛庄村、东庄村、沙堆村、赵马房村、隆化村、琚庄村、双塔村

4105220305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辛村镇

西黄门村、东黄门村、李伍级村、郝伍级村、西南庄村、南辛村、西和仁村、南和仁村、西士子村、马太

保村、秦太保村、刘太保村、吴太保村、东士子村、程太保村、北贤孝村、蔡太保村、北庄村、东贤孝村

、李太保村、谢伍级村、邓伍级村、华伍级村、袁太保村、辛村集村、张太保村、东和仁村、西贤孝村、

武家门村、南贤孝村

4105220305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永和镇

苏奇村、程奇村、张奇村、赵奇村、沿村台村、庞湾村、刘庄村、东荣村、西荣村、东邢济村、栗村、陶

村、何营村、后荣村、后李村、后刺头村、王家口村、王奇村、史庄村、裴庄村、小寒村、铁炉村、小百

官村、伍庄村、贺庄村、沙里村、关村、杨家堂村、西街村（永和西街村）、陈市村、后油房村、北街村

、郭奇村、冯村、朱小庄村、东街村（永和东街村）、西邢济村、王小庄村、牛房、田营村

4105220305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北郭乡 徐北郭村、杨北郭村、李北郭村、东洋汎前街、东洋汎后街、北郭店村 4105220305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善应镇 西方山村、南善应村、北善应村、东滩村、中城村、天喜镇村 4105220306 88.5

安阳市 安阳县 都里镇 都里村、好井村、古井村 4105220401 68.25

安阳市 安阳县 伦掌镇
小五里涧村、谷驼村、孙家岗村、当中岗村、东石井岗村、众乐村、李家村、康王坟村、南孟村、北孟村

、杜家岗村、东柏涧村、西柏涧村、大五里涧村、西何坟村
4105220402 68.25

安阳市 安阳县 安丰乡 韩家寨村 4105220402 68.25

安阳市 安阳县 善应镇 井玉村、南平村、黑玉村、杨家坪村、白玉村、张二庄村 4105220402 68.25

安阳市 安阳县 铜冶镇 西鲁仙、南鲁仙、南马村、北马村、李村、后街、前街、南街 4105220402 68.25

安阳市 安阳县 磊口乡 中店村、西店村、鹿山村、泉门村、卜居头村、清池村、安河村、上庄村、南磊口村、东店村、北磊口村 4105220402 68.25

安阳市 安阳县 马家乡
科泉村、北齐村、王家岗村、马家村、硇后村、交口村、大桥村、东坡村、池坡村、南堰村、贾家村、新

大堰村、赵家村、丁庄村
4105220402 68.25

安阳市 安阳县 许家沟乡 下庄村、管家庄村、应阳村、王家窑村、李家店村、北庄村、五里庙村、 4105220402 68.25

安阳市 安阳县 北郭乡
狄庄村、王庄村、张王元村、堤圈村、耿铺村、邓庄村、申家庄村（申庄村）、豆庄村、东河干村、豆官

营村、郭孟辛庄村、牛辛庄村、吴辛庄村、宋辛庄村、时辛庄村、武庄村、龙凤村、南郭村
4105220403 68.25

安阳市 安阳县 吕村镇 冯庄村、李河干村、张河干村、姜河干村、任河干村 4105220403 68.25

安阳市 安阳县 辛村镇
南伏恩村、宋高利村、李高利村、西伏恩村、东伏恩村、雷高利村、孙高利村、孟高利村、贾太保村、霍

太保村、崔高利村、党高利村、郝高利村
4105220403 68.25

安阳市 安阳县 瓦店乡 南曲店村、万庄村、北高城、南高城、四伏厂村、大王寨村、西曲店村、东曲店村、王贵庄村 4015220404 68.25

安阳市 安阳县 都里镇
东水村、东交口村（东郊口村）、上寺坪村（上寺平村）、杨家河村、东岭西村、盘金垴村（盘金脑村）

、许家滩村、南阳城村、北马辛庄村、三里湾村、南马辛庄村
4105220501 55.5

安阳市 安阳县 铜冶镇 南庄、角岭、北庄 4105220501 55.5

安阳市 安阳县 磊口乡 目明村、清凉山村 4105220501 55.5

安阳市 安阳县 善应镇 化象村、东山村、西善应村、大平村、珍珠村、三仓村、南郊村 4105220502 55.5

安阳市 安阳县 马家乡 郭家窑村、东硇村、李庄村、岭头村、横岭村、龙尾岗村、赵河村、沙井村 4105220502 55.5

安阳市 汤阴县 城关镇 张庄、西关（西关京广线东）、东关、北关、南关东、南关西、武家庄、南元、石家庄、段庄 4105230101 106.5

安阳市 汤阴县 白营镇 北陈王高速西、南陈王高速西 4105230201 100.5

安阳市 汤阴县 城关镇 李孔村、陈孔村、苏孔村、杨孔村、焦孔村高速西、五里村高速西 4105230201 100.5

安阳市 汤阴县 韩庄镇 小光村铁路东、大光村铁路东 4105230201 100.5

安阳市 汤阴县 白营镇
张官屯高速西、西兰村、东兰村、杨庄、北店高速西、大张盖高速西、杨村高速西、后湾张高速西、小张

盖高速西
4105230301 93

安阳市 汤阴县 韩庄镇 刘黄村、小付庄、工官屯、大黄村、七里铺、西苏庄、曹庄村、羑河村铁路东、庵上村铁路东 4105230301 93

安阳市 汤阴县 宜沟镇
解放街建成区、新华街建成区、芦胜街建成区、翻身街建成区、胡勇街建成区、前进街建成区、江王庄建

成区、胜利街建成区
4105230302 93

安阳市 汤阴县 宜沟镇 解放街、胜利街、新华街、前进街、芦胜街、胡勇街、江王庄、魏城铁路东 4105230401 63

安阳市 汤阴县 白营镇
大张盖高速东、杨村高速东、北陈王高速东、南陈王高速东、仝家庄、闻石得、尧石得、南店、西石得、

白营村、大付庄
4105230501 60

安阳市 汤阴县 城关镇 五里村高速东、焦孔村高速东、西关西（西关京广线西） 4105230501 60

安阳市 汤阴县 伏道镇 伏道一街、伏道二街、伏道三街、伏道四街、小屯、西官庄、后小滩、前小滩、寺台寺、夹河 4105230501 60



安阳市 汤阴县 韩庄镇 大云村铁路东、孙庄村、小光村铁路西、大光村铁路西、董庄、三里屯 4105230501 60

安阳市 汤阴县 宜沟镇
大寺台高速西、刘庄、将城高速西、高耳庄高速西、大青山高速西、前李朱铁路东、后李朱铁路东、小青

山、江王庄、翻身街、黄下扣铁路东、三里屯、向阳庄
4105230501 60

安阳市 汤阴县 古贤镇 古贤、小朱庄 4105230502 60

安阳市 汤阴县 菜园镇 菜园东街、菜园西街、菜园南街、菜园北街、官司村 4105230503 60

安阳市 汤阴县 任固镇 任固一街、任固三街、任固四街、任固五街、任固六街、 4105230504 60

安阳市 汤阴县 瓦岗乡 瓦岗村 4105230505 60

安阳市 汤阴县 五陵镇 五陵一街、五陵二街、五陵三街、五陵四街、东小章、西小章 4105230506 60

安阳市 汤阴县 韩庄镇
王佐村、樊庄、娄湾村、康洼、驸马营、西云村、北张贾、李家湾、韩庄村、庵上村铁路西、部落、中张

贾、南张贾、庞洼村、西冢上、小庄村、东酒寺、武洼村、羑河村铁路西、小河、大云村铁路西
4105230601 37000

安阳市 汤阴县 宜沟镇

吴指挥营、霍家洼、索下扣、王下扣、尚家庵、东蚕姑咀、陈下扣、长沙村、西蚕姑咀、大洼、赵窑、小

洼、西黄鹿厂、东黄鹿厂、石庙、王军庄、琵琶寺、陈庄、棘针庄、香寺、谷垛、张家庄、段庄、王武岗

、王老屯、魏城铁路西、唐王庄、赵河、李河、牛村、冯岗、大盖族、小连庄、后李朱铁路西、前李朱铁

路西、黄下扣铁路西、肖下扣

4105230601 37000

安阳市 汤阴县 白营镇
徐庄、花耳庄、西隆化、小张盖高速东、西木佛、北店高速东、东木佛、戴村、胡营、李营、后湾张高速

东、张官屯高速东
4105230602 37000

安阳市 汤阴县 菜园镇

石辛庄、三八村、东杨庄、中杨庄、西杨庄、葛庄村、北青冢、马营村、杨辛村（杨辛庄）、程岗村、大

坡村、南青冢、同庄村、小坡村、尚金寨、大偏店、东岗头、前高汉、后岗头、西尧会、小偏店、广平厂

、李尧会、东尧会、报马厂、后皇甫、前皇甫、前岗头、后庄村、后高汉、西河村

4105230602 37000

安阳市 汤阴县 伏道镇
西水磨湾、后攸昙、东水磨湾、前攸昙、北里于、小贺屯、东官庄、岗阳南、岗阳北、司马、南阳、东师

庄、辉泉、南申庄、七涧、大性村南街、大性村北街、大性村中街、侯庄
4105230602 37000

安阳市 汤阴县 古贤镇
北韩庄、支村、东冢上、李庄、瓦子岗、西段村、东段村、枣园、北士昌、东隆化、南士昌、士昌屯、北

周流、河岸、南周流、后路村、大朱庄、前路村、南韩庄
4105230602 37000

濮阳市 华龙区 濮东街道办事处

大辛庄（盘锦路以东部分）、李家楼（106国道以东部分、黄河路以南部分）、东干城（106国道以东部

分）、辛田（106国道以东部分）、黄城村、昌湖（宗昌湖、梁昌湖）（规划经一路以西部分、规划纬一路

以北部分）、湖夹寨（规划纬一路以北部分）、枣科（规划经四路以西部分、规划纬一路以北部分）

4109020301 103.5

濮阳市 华龙区 王助镇
后漳消（濮水路以西部分）、康呼（康湖）（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北部分）、前漳消（濮水路以西部分、晋

豫鲁中南铁路以南部分）
4109020301 103.5

濮阳市 华龙区 皇甫街道办事处
前黄甫（前皇甫）（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南部分）、后黄甫（后皇甫）（大广高速以西部分、晋豫鲁中南铁

路以南部分）、张庄、马辛庄、太行村（大广高速以西部分）
4109020401 91.5

濮阳市 华龙区 开州街道办事处
孔村（大广高速以西部分）、班家（大广高速以西部分）、店当（大广高速以西部分）、杨庄（大广高速

以西部分）
4109020401 91.5

濮阳市 华龙区 胡村乡 碱庄村 4109020401 91.5

濮阳市 华龙区 王助镇

花东、花西、靳赵寨、东李庄、王李拐、西李庄、施屯、铁炉、东郭村、西郭村、前南旺、后南旺村委会

、大村、冯寨、王助南、闫堤、王助东、王助西、乜村、崔北旺、前黄滨、前铁邱（前铁丘）、后黄滨、

胡北旺、后铁邱、徐北旺、丁寨、康呼（康湖）（晋豫鲁中南铁路以南部分）、油房、西郭寨、桑辛庄、

赵庄、潘庄、白屯、王固碾(王堌碾)

4109020401 91.5



濮阳市 华龙区 濮东街道办事处

葛寨村、黄昌湖村、东七宝寨村（东七保寨）、西七宝村（西七保村）、柴村、大口寨村、周村、韩昌湖

村、栾昌湖村、许家庄村、马头、临河寨、李信村、湖夹寨（规划纬一路以南部分）、吴拐、西没岸村、

枣科（规划经四路以东部分、规划纬一路以南部分）、大河寨、西河寨、荣村、新成寨村（新城寨）、泘

沱村、吴家、昌湖（宗昌湖、梁昌湖）（规划经一路以东部分、规划纬一路以南部分）

4109020402 91.5

濮阳市 华龙区 岳村镇

韩庄村（规划纬一路以南部分）、南田村（规划经四路以东部分）、东田村（规划经四路以东部分）、东

北庄、瓦岗、邢庄、西岳村、寨里、岳村集、大猛（规划经四路以东部分）、高庄、牛村、石佛店、东寨

、西寨、瓦屋

4109020402 91.5

濮阳市 华龙区 胡村乡

蒋孔村（范辉高速以北部分）、张田楼（张田娄）、贾田楼村（贾田娄村）（范辉高速以北部分）、史豆

固、吴豆固、武家庄村、石家村、大村、北豆固、西王什（范辉高速以北部分）、东王什村（范辉高速以

北部分）、张堆村（范辉高速以北部分）、辛庄村（大广高速以西部分）、柳门村、翟胡村（郭翟胡村）

、天阴村、北胡村、金牛庄（金牛桩）、坟台头村、庄胡村

4109020501 84

濮阳市 华龙区 新习镇

小堤村、东别寨村、后河村、穆庄村、火厢头村、宋堤口村、刘堤口村、徐堤口村、仓上村、小占村、西

别寨村、北新习村、东新习村、寺上村、南新习村、东土林头村、王庄村、苏拐村、西土林头村、夹堤村

、西新习村、张拐村、道口村、马林平村、东六斗村(东鹿斗村)、西六斗村(西鹿斗村)、董林平村、后占

村(后寨村)、吉林平村、东焦二占村(东焦二寨村)、西焦二占村(西焦二寨村)、牛庄村、马寨村、李林平

村、张庄村、南焦二占村(南焦二寨村)、常林平村、杜占村?(杜寨村)、芦占村(芦寨村)、七公占村(七公

寨村)、丁占村(丁寨村)、范占村?(范寨村)、湾子村、姚庄村、大韩村、沙和村、中土林头村

4109020601 81

濮阳市 清丰县 城关镇 北关、西关、东关、西后街(西后街、张仪庄、孙庄、新立街) 4109220101 94.5

濮阳市 清丰县 马庄桥镇 金魏旧寨、马庄桥镇村（马庄村）、宋村、张旧寨、孙旧寨、张村 4109220102 94.5

濮阳市 清丰县 高堡乡 北乜城、王庄、后王家、唐庄、前王家、踩鼓庄（才古庄）、南乜城 4109220201 85.5

濮阳市 清丰县 固城乡 南街、东郭村、曹潘省、朱潘省、张曹、豆庄、旧城、西郭村、和潘省、北街、李郭村 4109220201 85.5

濮阳市 清丰县 韩村乡 西赵楼、吕家楼、孟村、贾孟村、后二庄、师家屯、刘三楼、孙孟村、高三楼 4109220201 85.5

濮阳市 清丰县 大屯乡 高枣格、东赵楼、坡里（波里）、贾枣格、裴营、夏固、黄营 4109220201 85.5

濮阳市 清丰县 古城乡 乔营、唐营、张营 4109220201 85.5

濮阳市 清丰县 纸房乡 五里屯、杨桥、杨拐、田朱楼（田朱娄）、油房、申屯、大屯 4109220201 85.5

濮阳市 清丰县 柳格镇
西赵店、八里店（八里庄）、骆家、五眼井、后士子元、前士子元、牛家（牛杜家）、柳格集、南夏固

（夏固）、寇家、东赵家（赵家）、高赵店、东赵店、前张家、杨菜园、梁庙、马张寨、南袁家（袁家）
4109220201 85.5

濮阳市 清丰县 马庄桥镇 永固集、孟旧寨、史家村、店上、赵家、后游子庄、前游子庄、南永固 4109220201 85.5

濮阳市 清丰县 城关镇
葛营、姚庄、坑李家、程园村、黄骆楼、东街（东街、张庄）、双楼、姜骆楼、候窑、南街、李家庄、八

角寨、闫石庄、高庄、四合楼、南关、黄庄
4109220201 85.5

濮阳市 清丰县 固城乡 张庄里、刘张庄、张庄外、黄焦村、北固城、李焦村、张屯 4109220301 75

濮阳市 清丰县 韩村乡
勾韩村、孙韩家（孙韩村）、刘家、后冯家、任韩村、高家、王韩村、前冯家、马韩村、苏沙窝、李沙窝

、后沙窝、铁炉庄
4109220301 75

濮阳市 清丰县 大屯乡 东纪庄、店上、裴村、大屯、炉里 4109220301 75

濮阳市 清丰县 古城乡 古城集、范村、叶村、刘村、程村、官路边、东佛店、西佛店 4109220301 75

濮阳市 清丰县 大流乡
北李家庄（李家庄）、北岳庄、罗屯、郭村、刘圈、宋村、堤洼、任屯、吴家庄、北牛李（水牛李）、袁

屯、韩桥、邵圈、大岳庄、苗屯、前李家、西孟家（孟家）
4109220301 75



濮阳市 清丰县 高堡乡 彭家、高堡（高堡街）、张拐、鲁家、马厂、小里屯（小李屯）、时家庄、许庄（许家）、陶河、小辛庄 4109220301 75

濮阳市 清丰县 马村乡
尚村、东北街(东街、北街)、西马村、夏村、西街、孟家、白马杨、万村、董家、孟卜村（梦卜村）、南

街
4109220301 75

濮阳市 清丰县 纸房乡

张二庄、孟楼（孟娄）、郝庄、梅庄、纸房村（纸房街）、郑朱楼（郑朱娄）、谢朱楼（谢朱娄）、杨朱

楼（杨朱娄）、吕朱楼（吕朱娄）、留买固、岳庄、后万家、前万家、郭家、骆庄、雨淋头、小什字内

（什字内）、小什字外（什字外）、铁炉庄、乡苗圃、苏店、张村

4109220301 75

濮阳市 清丰县 双庙乡
沙窝（沙河村）、杨兰、南寨、沙格寨、仓上、城南、双庙（双庙村）、庄头、户家、素家（秦家）、段

家（殷家）、杜家、窑当、张何田（张营村）、王家、孙村、马家
4109220301 75

濮阳市 清丰县 柳格镇
南刘庄（刘庄）、十八户、卞家、前荣花（前荣花树）、城北、后荣花（后荣花树）、前苏（前苏村）、

城西、五城、后苏（后苏村）、大寨
4109220301 75

濮阳市 清丰县 瓦屋头镇 双町、里固、多辛庄、卫城、东梁村、佃南、 4109220302 75

濮阳市 清丰县 六塔乡 六塔集、陈村、六塔村 4109220303 75

濮阳市 清丰县 瓦屋头镇 瓦中街、瓦南街、瓦北街 4109220304 75

濮阳市 清丰县 仙庄镇 北街、西街、河町（河町、南街） 4109220305 75

濮阳市 清丰县 巩营乡 巩营后街、巩营东街、巩营西街 4109220306 75

濮阳市 清丰县 阳邵乡 阳邵集 4109220307 75

濮阳市 清丰县 韩村乡
三合村、杨庄窑、大韩村、西刘庄、孟焦夫、苏二庄、库韩村、杨韩村、陈焦夫、李焦夫、关焦夫、染村

、良种厂、五七林厂
4109220401 66

濮阳市 清丰县 固城乡 前马厂、后马厂、杜家洼、王崔村、吕家村、姚屯、 4109220401 66

濮阳市 清丰县 大屯乡 贺庄、西徐家、东徐家、陶庄、刘庄、北召市、南召市、雷家、李纪庄、陈纪庄 4109220401 66

濮阳市 清丰县 古城乡
前囤上、后囤上、董村、西王庄、马庄、后张六、前张六、吴家村、徐家庄、齐家村、临河村、大高村、

梁村、吕家村
4109220401 66

濮阳市 清丰县 阳邵乡

报录、北阳建、曹庄、潮汪、陈庄、翟固一（翟固一、翟固二、翟固三）、东志节、董石村、范石村二村

、范石村一村、后寒泗滨、霍町、南留固二村、南留固三村、南留固一村、南阳建、前寒泗滨、苏堤、滩

上前街（滩上前街、滩上后街）、西阳邵二村、西阳邵三村、西阳邵四村、西阳邵一村、西志节、兴旺庄

、赵庄、乜庄（聂庄）、三合村

4109220401 66

濮阳市 清丰县 大流乡
青石磙、北高村（高村）、秦村店（店上）、刘庄、杨庄、后大流、前大流、夏庄、王里固、陈里固、罗

里固、谢里固、魏庄、东王庄（王庄）
4109220401 66

濮阳市 清丰县 高堡乡
吴家、魏家、孟固后（后孟固）、樊堡、殷庄、英满城、孟固集、吉村东（东吉村）、吉村西（西吉村）

、孟固前（前孟固）、辛集、后范村（范村）、西候（西侯）
4109220401 66

南阳市 南召县 南河店镇

大岗村、漆树园村、延岭沟村、杨湾村、城口湾村、韩店村、许田村、马沟村、渭林河村、桑树坪村、席

老庄村、曾坪村、柏林庵村、郭营村、龙王庙村、胡垛村、老将庄村、龙泉寺村、申沟村、韦湾村、大王

村、姜先沟村、移民新村

4113210501 63

南阳市 南召县 乔端镇
穆老庄村、西庄村、白阴沟村、古土门村、上瓦房庄村、白水河村、扒地村、大竹园村、八里湾村、姬家

庄村、八里坡村、河口村、石鼓村、九崖村、洞街村、玉葬村、马别湾村、水晶河村
4113210501 63

南阳市 南召县 石门乡
竹园村、寺山村、党庄村、大冲村、黑石寨村、程岗村、岳沟村、寨沟村、孙庄村、周庄村、裴庄村、玉

皇阁村、山根村、黑龙村、石门村
4113210501 63



南阳市 南召县 四棵树乡

张才沟村、华庄村、王营村、黄土嘴村、三岔口村、神仙崖村、白草湾村、二郎船村、麦仁店村、青杠扒

村、和平沟村、大柳树村、北大河村、五垛村、大石窑村、炉院村、高峰庵村、磙子坪村、圪塔坡村、瓦

渣岭村、雁门村、龙洞村、白草垛村、盆窑村

4113210501 63

南阳市 南召县 太山庙乡 硃砂村、冯庄村、张沟村、一峰村、鲁新村、刘村、梁沟村、罗汉村、前湾村、下店村、毛庄村 4113210501 63

南阳市 南召县 小店乡

皇城村、杨树坪村、二龙村、马庄村、建坪村、四厂村、空山村、杜庄村、凌小庄村、东坪村、杨庄村、

关庄村、山底村、李村、白鹿村、川店村、七岔村、鹰山村、柏林村、大曹庄村、凌楼村、龙潭村、庙西

村、朱庄村

4113210501 63

南阳市 南召县 云阳镇 西花园村、东花园村、杨西村、李楼村、陈沟村、狮子坟村、老庙村、唐庄村 4113210501 63

南阳市 南召县 太山庙乡 兴隆村、横山村、包坪村、安庄村、九里山村、罗沟村 4113210502 63

南阳市 南召县 云阳镇 铁佛寺村、当中庄村 4113210502 63

南阳市 南召县 太山庙乡 曹店村 4113210503 63

南阳市 方城县 释之街道办事处 北关村、西关村、南关村、顺城关村、新民村、民权街、和平街 4113220101 91.5

南阳市 方城县 凤瑞街道办事处 东关村、新华街、安庄村、三里岔村、新建街、翟庄村、南阁村、交通街 4113220101 91.5

南阳市 方城县 券桥乡 刘庄村、营坊村、程庄村、姬庄村、贾李庄村 4113220101 91.5

南阳市 方城县 杨集乡 官庄村、王庄村、张楼村 4113220101 91.5

南阳市 方城县 释之街道办事处 韦庄村 4113220201 75

南阳市 方城县 券桥乡 八里岔村、张庄村、七里店村、黄庄村、马庄村 4113220201 75

南阳市 方城县 杨集乡 唐楼村、孟庄村、胡岗村、五里庄村、田庄村、尤庄村、西桥村 4113220201 75

南阳市 方城县 二郎庙镇 徐岗村、齐庄村、滹沱村、后林村 4113220201 75

南阳市 方城县 古庄店乡 大杨庄村、马庄新村、李家印村 4113220201 75

南阳市 方城县 独树镇 独东村、独树西村、独树北村 4113220202 75

南阳市 方城县 赵河镇 贺家庄村、东北村、西北村 4113220203 75

南阳市 方城县 拐河乡 东关村 4113220301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拐河乡 养马口村 4113220302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杨集乡 大河口村、尹店村、三道河村、王保河村、大朱庄村、权庄村、杨集村 4113220303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广阳镇 广店村、朱寨村、陈次园村、高沟村、新集村、魏楼村、官坡岭村、横山村、北张庄村 4113220304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博望镇 张洼村、湾街村 4113220305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杨楼镇 牛世隆村 4113220306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杨楼镇 杨楼西村 4113220307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独树镇 周庄村 4113220308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袁店回族乡 汉山村 4113220309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赵河镇
大布王村、梁营村、吴湾村、大史庄村、果园村、元庄村、枣庄村、栗园河村、杜庄村、邢庄村、楼上村

、北陈庄村、任庄村
4113220310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清河乡 双河村、门庄村 4113220311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古庄店乡 古庄店村、草店村、仓里村 4113220312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清河乡 叶冲村 4113220313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清河乡 廓封村 4113220314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二郎庙镇 大郭庄村 4113220315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博望镇 付村、关坡柳村 4113220316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博望镇 董庄村 4113220317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券桥乡 券桥村、袁庄村、河沿村 4113220318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博望镇 沙山村、李良庄村 4113220319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博望镇 博望村、东风村、皮庄村、许庄村、水饭店村 4113220320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二郎庙镇 西吴沟村 4113220321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小史店镇 北园村、河西村 4113220322 70.5

南阳市 方城县 广阳镇（鸭河工区） 闫岗村、谭庄村 4113220401 66

南阳市 方城县 广阳镇 大李庄村、闫平庄村、郭半坡村、唐老庄村 4113220501 63

南阳市 方城县 独树镇

竹园村、平原村、招扶岗东村、招西村、常庄村、康庄村、朱沟村、张寨村、栗园村、姚庄村、扳井村、

吴井村、马庵村、孙洼村、韩庄村、三里堡村、陈庄村、李洼村、张庄村、杏园村、白石咀村、马岗村、

中信庄村、王岗村、代岗村、烟庄村、刘营村、棠树杨村、牛角里村、焦庄村、辛庄村、唐店村、稻谷田

村、小街村、砚山铺村、金银店村、前庄村、马库庄村、石相里村、黄庄村

4113220502 63

南阳市 方城县 博望镇

尚庄村、艾庄村、姜庄村、沈桥村、孟河村、王张桥村、向庄村、小罗庄村、周庄村、朱庄村、郭街村、

毛庄村、郭老庄村、李庄村、灵龟铺村、王庄村、王岗村、栗盘村、杨庄村、王彦庄村、柳树底村、赵林

村、曹河村、杨岗村、枣园村、池庄村、司洼村、朱岗村、秦皇庙村、白河村、包庄村、刘庄村、汪庄村

、白庄村、前荒村、张庄村、梅林村、吴庄村、齐庄村(秦王庙村)

4113220502 63

南阳市 方城县 拐河乡

西关村、权庄村、黄土岗村、杨家庄村、西大麦沟村、姚店村、韩家村、白湾村、王家营村、南王庄村、

温庄村、崔庄村、赵庄村、石门村、胡庄村、徐沟村、曹庄村、二郎庙村、东大麦沟村、荆庄村、辛庄岭

村、郭沟村、杓刘村、白秀沟村、顺店村、各庄村、横山马村、许良庄村、聚合庄村、史家庄村、果木庄

村、桃园村、韩沟村

4113220502 63

南阳市 方城县 小史店镇

彭楼村、良庄村、后魏楼村、林场村、强庄村、申营村、殿楼村、傅老庄村、刁庄村、寺门村、大林头村

、山章村、屈庄村、王楼村、魏庄村、郝庄村、水牛王村、后刘庄村、闫庄村、徐冯庄村、东沟村、大毛

庄村、五星村、娄庄村、小殷庄村、赵郎庄村、大李庄村、陈泘沱村、杨洼村、桂河村、张呼沱村、三叉

口村、联沟村、舒庄村、二郎店村、贾沟村、龙凤岗村、魏岗村、砚台岗村、周庄村

4113220502 63

南阳市 方城县 赵河镇

泥岗村、牛庄村、渔池村、平高台村、大齐庄村、中封村、韩庄村、肖营村、后王庄村、贾楼村、王寨村

、李和庄村、江栋庄村、席庄村、三张村、吴楼村、孙彰村、桃园村、老金庄村、西吴坝村、崔店村、东

吴坝村、河岗村、古营村、宝岗村、前滩村、吴庄村、王岗村、南寨村、北石砦村、柿园村、楼庄村

4113220502 63

南阳市 方城县 广阳镇

刘双桥村、佟庄村、南老庄村、刘坡村、杜庄村、燕庄村、三间房村、蔡岗村、罗庄村、北关庄村、古城

村、瓦屋村、卢台村、后寨村、吕庄村、苇园村、石桥路村、四棵树村、贾庄村、常老庄村、袁庄村、西

张庄村、沙沟寨村、杜岗村、三贤村

4113220502 63

南阳市 方城县 券桥乡

券新村、韩庙村、龙王庙村、龙庄村、好庄村、埠口村、王台村、大营村、小营村、禄庄村(录庄村)、十

二里河村、土山村、党桥村、岳庄村、辛庄村、三间房村、闫岗村、李许庄村、马岗村、闻老庄村、冯洼

村、沈营村、高庄村

4113220502 63

南阳市 方城县 杨集乡
崔洼村、付庄村、刘沟村、小河里村、大何庄村、秦罗庄村、五龙庙村、李楼村、党庄村、河坡村、尹庄

村、董楼村、范营村、花沟村、张庄村、邢庄村、刘庄村、代庄村、郭庄村
4113220502 63



南阳市 方城县 二郎庙镇

马道村、孟洼村、水磨河村、古杨庄村、史庄村、吕河村、田楼村、李岗村、侯庄村、安楼村、夏庄村、

花山留村、五神庙村、陈堰村、官湾村、前陡沟村、后陡沟村、酒店村、利山岗村、李庄村、庄科村、二

郎庙村

4113220502 63

南阳市 方城县 古庄店乡

大马庄村、大库庄村、僧官庄村、賈庄村、韩岗村、郭老庄村、前王庄村、腰庄村、马坪村、山库庄村、

杜冲村、黑河村、老安庄村、董春村、红庙村、苏庄村、刘庄村、双庙村、官庄村、荆庄村、老袁庄村、

西郭庄村、冯庄村、地方庄村、俞林村、陶岗村、高庄村、郭桥村、关洼村、陈洼村、核桃园村、歇马店

村、薛庄村、小郭庄村、古屯村、金汤寨村、金汤南村、史桥村

4113220502 63

开封市 通许县 孙营乡

北李佐村委会、大渚刘村委会、大渚王村委会、东赵亭村委会、东郜庄村委会、共和村委会、郭庄村委会

、和庄村委会、后小渚村委会、候李村委会、姜寨村委会、蒋家村委会、芦家村委会、南李佐村委会、前

刘村委会、清水口村委会、四合村委会、王家村委会、小孟昶村委会、新庄村委会、赵龙门村委会

4102220401 70.8

开封市 通许县 玉皇庙镇

曹李王村委会、茶叶岗村委会、东陈集村委会、阜牛岗村委会、高庄村委会、耿付庄村委会、箍桶刘村委

会、韩朱岗村委会、韩庄村委会、河流村委会、后安岭村委会、后柳行村委会、后万彩岭村委会、胡寨村

委会、稷子岗村委会、娄寨村委会、马头村委会、苗寨村委会、南娄洼村委会、前安岭村委会、前柳行村

委会、前万彩岭村委、申店村委会、洼张村委会、王庄村委会、西陈集村委会、徐庄村委会、羊耳岗村委

会、张百虎村委会、长河洼村委会、冢上村委会、王鲁云村委会

4102220401 70.8

开封市 通许县 长智镇
陈岗村委会、陈小庄村委会、高旺屯村委会、耿小庄村委会、后七步村委会、匡营村委会、老王庄村委会

、前七步村委会、润店村委会、西卢氏村委会、阎庄村委会、东卢氏村委会
4102220401 70.8

开封市 通许县 朱砂镇

拜寨村委会、板张庄村委会、陈寨村委会、东栗岗村委会、斗厢村委会、俄庄村委会、焦堂村委会、李石

仲村委会、李庄村委会、牛角岗村委会、桥头村委会、乔寨村委会、石岗村委会、陶庄村委会、王洼村委

会、王庄村委会、韦寨村委会、西栗岗村委会、西王固村委会、小岗村委会、学寨村委会、演武岗村委会

、羊羔桥村委会、油坊寨村委会、中栗岗村委会、朱村村委会、朱寨村委会

4102220401 70.8

开封市 尉氏县 城关镇
小西门村村委委会、小东门村村委会、南街村村委会、大西门村村委委会、梅庄村村委会、寺前张村村委

会、斗虎营村村委会
4102230101 123

开封市 尉氏县 大桥乡

要庄村委会、南台村委会、马庄村委会、许庄村委会、大桥村委会、寺前刘村委会、老鸦刘村委会、七里

河村委会、席苏村委会、姜庄村委会、河湾腰（河湾要）村委会、周庄村委会、花村铺村委会、麦仁店村

委会、大李庄村委会

4102230101 123

开封市 尉氏县 邢庄乡
北丁庄村村委会、史庄村村委会、邢庄村村委会、鳌头吕村村委会、董庄村村委会、韩庄村村委会、芦木

张村村委会、葛庄村村委会、蜜蜂赵村村委会
4102230101 123

开封市 尉氏县 大桥乡
孔家村村委会、岗东蔡村村委会、崔家村村委会、大路王村村委会、岗刘村村委会、常王村村委会、大槐

树村村委会、要井村村委会、十里铺村村委会
4102230201 97.5

开封市 尉氏县 门楼任乡 寄庄王村村委会、赵家村村委会、陈家村村委会、赵存村村委会、门楼任村村委会 4102230201 97.5

开封市 尉氏县 十八里镇

崔湾村村委会、赵岗村村委会、孟家村村委会、苏堂村村委会、营孜村村委会、后泘沱村村委会、仓王村

村委会、会庄村村委会、牛庄村村委会、申庄村村委会、马家村村委会、前泘沱村村委会、马庙村村委会

、十八里村村委会、二郎庙村村委会、十八里镇良种场

4102230201 97.5

开封市 尉氏县 邢庄乡
三李村村委会、七里头村村委会、尚村村委会、郭新庄村村委会、拐杨村村委会、明家村村委会、王响村

村委会
4102230201 97.5

开封市 尉氏县 张市镇 崔庄村村委会、冯岗村村委会、边岗村村委会、沙门村村委会 4102230201 97.5

开封市 尉氏县 大营镇

尚王村村委会、吕家村村委会、栆朱村村委会、祥符张村村委会、东凡村村委会、陈村村村委会、黑凡村

村委会、岗陆村村委会、椅圈马村村委会、君李村村委会、孙家村村委会、三户赵村村委会、后郑村村委

会、、芦医庙村村委会、大营村村委会、大营乡良种站、县林科所

4102230201 97.5



开封市 尉氏县 庄头乡 庄头村委会 4102230301 84

开封市 尉氏县 水坡镇 东水坡村村委会，西水坡村村委会、南水坡村村委会； 4102230302 84

开封市 尉氏县 大马乡 大马村村委会 4102230303 84

开封市 尉氏县 岗李乡 岗李村村委会 4102230304 84

开封市 尉氏县 洧川镇 北关村村委会、北街村村委会、东街村村委会、南街村村委会、西街村村委会 4102230305 84

开封市 尉氏县 朱曲镇 北街村村委会、东街村村委会、西街村村委会 4102230306 84

开封市 尉氏县 蔡庄镇 北街村村委会、东街村村委会、南街村村委会、西街村村委会 4102230307 84

开封市 尉氏县 南曹乡 北曹村村委会、冯庄村村委会、南曹村村委会、荣村村委会、洼张村村委会 4102230308 84

开封市 尉氏县 小陈乡 小陈村村委会 4102230309 84

开封市 尉氏县 张市镇 老集村村委会、吴岗村村委会、张市村村委会 4102230310 84

开封市 尉氏县 永兴镇 司马村村委会、永兴镇园艺厂、赵楼村村委会 4102230311 84

开封市 尉氏县 蔡庄镇

安头村村委会、北孟村村委会、大新庄村村委会、大张村村委会、大朱村村委会、高庙寨村村委会、高庄

村村委会、郭庄村村委会、后黄村村委会、胡新庄村村委会、刘拐村村委会、刘庄村村委会、鹿村村委会

、罗庄村村委会、吕庄村村委、马湾村村委会、蛮杨村村委会、孟楼村村委会、貊寨村村委会、南孟村村

委会、泥张村村委会、前王村村委会、三楼村村委会、尚庄村村委会、舍茶岗村村委会、时村村委会、水

台村村委会、宋庄村村委会、湾孙村村委会、隗村村委会、西安头村村委会、香王村村委会、小张村村委

会、瑶台村村委会、郑坡村村委会、东菴头村村委会、留石寺村村委会

4102230401 76.5

开封市 尉氏县 张市镇

北谢村村委会、高庄村村委会、榆林郭村村委会、后大庄村村委会、孔庄村村委会、刘庄村村委会、南谢

村村委会、坡庄村村委会、前大庄村村委会、沈家村村委会、王老村村委会、西万村村委会、小寨村村委

会、尹庄村村委会、郑岗村村委会、陆口村村委会、石潭村村委会、东万村村委会

4102230401 76.5

开封市 尉氏县 朱曲镇

蔡李村（菜李村）村委会、菜张村村委会、陈庄村村委会、古庄村村委会、后赵村村委会、胡张村村委会

、花李村委会、黄湖村村委会、黄庄村村委会、火把张村村委会、焦庄村村委会、刘庄村村委会、卢庄村

村委会、毛寨村村委会、米庄村村委会、苗庄村村委会、秦楼村村委会、山字村村委会、山魏村村委会、

石桥村村委会、史井村村委会、双庙吴村村委会、仝庄村村委会、五村村委会、小寨村村委会、许官寺村

村委会、赵刘村村委会、周寨村村委会、朱曲镇良种场、朱曲镇园艺场、卧虎赵村村委会

4102230401 76.5

开封市 尉氏县 大桥乡 大苏村村委会、冯村村村委会、碾陈村村委会、通院村村委会、湾里马村村委会、碾陈村村委会 4102230401 76.5

开封市 尉氏县 岗李乡

柴村村委会、打车周村村委、东戎村村委会、段庄村村委、岗李乡林场、韩佐村村委会、何楼村村委会、

红莲张村村委会、胡家村村委会、花李村村委会、霍庄村村委会、老庄师村村委会、刘合集村村委会、刘

庄村村委会、路化宇村村委会、独楼马村村委会、聂家村村委会、庞庄村村委会、冉村村委会、冉家村村

委会、任庄村村委会、三石村村委会、申刘村村委会、石庄村村委会、水砦村村委会、寺下沈村村委会、

田庄村村委会、王庄村村委会、窝沈村村委会、肖庄村村委会、小石村村委会、榆林赵村村委会、袁楼村

村委会、袁庄村村委会、占庄村村委会、张同府村村委会、张庄村村委会、郑庄村村委会、王魁宇村村委

会

4102230401 76.5

开封市 尉氏县 南曹乡

代庄村村委会、东黄庄村村委会、东郎村村委会、坟台村村委会、何庄村村委会、河沟刘村村委会、后孙

村村委会、后于村村委会、后张铁村村委会、蒋沟村村委会、靳村村村委会、凉马董村村委会、凉马胡村

村委会、凉马李村村委会、马村村村委会、马庄村村委会、貊庄村村委会、南曹乡国有林场、前刘村村委

会、前孙村村委会、前张村村委会、史桥村村委会、位庄村村委会、西黄庄村村委会、西郎村村委会、小

寺村村委会、中山村村委会、周庄村村委会、朱坡村村委会、砖楼村村委会、北曹村村委会、荣村村委会

4102230401 76.5



开封市 尉氏县 邢庄乡

安庄村村委会、簸箕任村村委会、大庙杨村村委会、付李庄村村委会、郭佛村村委会、雷家村村委会、芦

馆村村委会、屈楼村村委会、烧酒胡村村委会、水黄村村委会、邢庄乡窑场、尹庄村村委会、岳家村村委

会、赵庄村村委会、甄家村村委会

4102230401 76.5

开封市 尉氏县 十八里镇

蔡庄村村委会、大王货村村委会、邓家村村委会、丁家村村委会、凡家村村委会、伏尚村村委会、巩家村

村委会、和尚庄农场、江刘庄村村委会、金针村村委会、锦被岗村村委会、黎寺村村委会、刘庄村村委会

、十八里镇窑场、石槽李村村委会、万寺村村委会、王杜庄村村委会、武家村村委会、小王货村村委会、

新代庄村村委会、赵庄村村委会、周庄村村委会

4102230401 76.5

安阳市 汤阴县 任固镇

南庄村、季庄村、北故城、小庄、后故城、蔡故城、杜施济、王辛庄、杜故城、李施济、顾德村、辛留村

、姬施济、前故城、南故城沟北、商城村、王施济、南故城沟南、苏胡村、梁儿寨、岳儿寨北、孟庄村、

赵庄村、岳儿寨南、綦逐村、任固二街、冯家巷、白龙一、白龙二、白龙三

4105230602 37000

安阳市 汤阴县 瓦岗乡
龙虎、大寒泉、南寒泉、南里于、西柳圈、冯村、东柳圈、小元、岳营、郑家屯、马岗、邶城、东江窑、

大江窖、苏庄、辛庄、夏庄、李五屯
4105230602 37000

安阳市 汤阴县 五陵镇

水塔河一街、水塔河二街、水塔河三街、镇抚寨、旱塔河、小葛庄寨、闫庄、屯庄、朱家营、小宋村、麻

廷寨、大宋村、俎佐、翟庄、南小章、农场村、瓦查、北五陵前街、北五陵后街、北五陵南街、北五陵中

街

4105230602 37000

安阳市 汤阴县 宜沟镇 大青山高速东、高耳庄高速东、大寺台高速东、将城高速东、赵屯、马屯、车屯 4105230602 37000

安阳市 内黄县 城关镇 西后街社区 4105270101 82.5

安阳市 内黄县 城关镇
丁庄、段庄、北街、东风、北关、北王庄、西街、支庄、李庄、司杨庄、西长固、南关、南张村、北张村

、胡庄、北杨庄、刘庄、赵庄、宛庄、西关、南庄、关庄、康王村（康庄村）
4105270201 67.5

安阳市 内黄县 张龙乡 大张龙、申张龙、李楼、马野羊、张野羊、吴野羊、翟野羊 4105270201 67.5

安阳市 内黄县 马上乡
东马上、西四牌、善宜店、东四牌、八里庄、七里井、流庄、燕庄、葛庄、东同住一、赵信、西马上、谭

头村、潭善宜、李善宜
4105270201 67.5

安阳市 内黄县 楚旺镇 东街、西街、南街、北街、庆丰庄、小南洞、郭韩村 4105270301 61.5

安阳市 内黄县 东庄镇 东街、西街、南街、北街、黄村、郭村、后村、董村 4105270302 61.5

安阳市 内黄县 井店镇 东街、北街、南街、西梨园、东梨园、理固村 4105270303 61.5

安阳市 内黄县 城关镇

李小汪、司马、张庄、黎庄、杨刘庄、南长固、王思庄、南王庄、东长固、西柴庄、东柴庄、卞庄、后位

庄、前位庄、真武庙、王七庄、五里庄、碾头、小寨、朱小汪、明庄、郭庄、杜庄、西仗保、王小汪、杜

村、高庙、常小汪

4105270401 60

安阳市 内黄县 张龙乡 丁张龙、西张龙、林子村、北流河、中流河、东石盘、杏园、田达 4105270401 60

安阳市 内黄县 马上乡
吉村南街、善宜庄、张固、顾庄、北菜村、南菜村、同住三村、同住四村、大黄滩、吉村东街、吉村西街

、西庄头、董庄、店集、南善村、李石村、小黄滩、善宜阁、五间房、东庄头、东同住二
4105270401 60

安阳市 内黄县 东庄镇
三流河、董庄、王庄、周庄、刘庄、乔庄、韩庄、小屯、南流河、大村、三新张、新张铺、郝村、李庄、

东凡村、西凡村、东台头、东野庄、汉晁、西野庄
4105270401 60

安阳市 内黄县 亳城乡 陈留村、院当村 4105270401 60

安阳市 内黄县 楚旺镇
辛庄、甘庄、南沟村前街、南沟村后街、新沟村、大南洞、后尹王、前尹王、王庄、查庄、金小屯、郭庄

、毛韩村、王韩村、堤上
4105270401 60

安阳市 内黄县 宋村乡 陈庄村 4105270401 60

安阳市 内黄县 田氏镇 孟路村、彭路村 4105270401 60

安阳市 内黄县 后河镇 仗保里、仗保外、堤口 4105270401 60



安阳市 内黄县 宋村乡 西梧桐、安梧桐、周宋村、来宋村、北沟村 4105270402 60

安阳市 内黄县 田氏镇 南街、北街、南田氏、周庄、马庄、龙庄 4105270403 60

安阳市 内黄县 豆公乡 南街、东街、西街、北街 4105270404 60

安阳市 内黄县 石盘屯乡 连庄村、西街村、东街村、南街村 4105270405 60

安阳市 内黄县 高堤乡 寨里、北街、南街 4105270406 60

安阳市 内黄县 亳城乡 西亳城、东亳城、石光村 4105270407 60

安阳市 内黄县 井店镇 庙上、北冯、邵村、元卜、理固、杜河道、李河道 4105270408 60

安阳市 内黄县 二安镇 前安、后安、大槐林、观寨 4105270408 60

安阳市 内黄县 六村乡 穆六村、北六村、破车口、太平、温邢固、马邢固、袁六村、陈六村、焦村、代六村 4105270408 60

安阳市 内黄县 后河镇 后河村、西王院、小徐村、东乜古、西乜古、李庄、安庄 4105270409 60

安阳市 内黄县 梁庄镇 梁庄村、东留固、西留固、马庄、李新寨 4105270410 60

安阳市 内黄县 中召乡 南街村、东街村、西街村、位庄、赵庄、时寨、葛寨、张寨、付庄、陈寨 4105270411 60

安阳市 内黄县 城关镇 陈营、北仗保、马井、东仗保 4105270501 55.5

安阳市 内黄县 张龙乡 范羊、东沈村、西沈村、西石盘、南羊坞、北羊坞 4105270501 55.5

安阳市 内黄县 东庄镇
后寨、西故县、李流村、旧县、大故县、侯流村、马固、小晁、杨流村、吴村、铺上、菅庄、焦庄、张村

、西台头、季村、黄村、后村、董村、郭村
4105270501 55.5

安阳市 内黄县 高堤乡
袁庄、尚小屯、王俄、孙俄、张俄村、西元村、咀头、南寨、杨俄、韩俄、西渡村、王营、小刘、郑庄、

陈村、关村、草坡、南高堤、东元村、祝庄、东渡村、寨外、冉村
4105270501 55.5

安阳市 内黄县 亳城乡
李次范、马次范、王告村、西永建、岸上、南也庄、刘七级、河村、草坡、赵七级、裴村、东永建、刘次

范、裴辛庄、闫高固、马庄、魏庄、李七级、南高固、赵高固、岳次范、物头、杜留村
4105270501 55.5

安阳市 内黄县 井店镇
张王尉、西王尉、张拐、堂上、西江村、程江村、齐村、堤上、绳王尉、韩王尉、小集、高王尉、东江村

、丁江村、后拐村、新庄、王岗、海头村、杨河道、潘井村、苏王尉、大冯村、小冯村
4105270501 55.5

安阳市 内黄县 二安镇
大刘、后王、北徐、晁小寨、刘小寨、孙小寨、后花固、西花固、大寨、沙河庄、西潘井、马头（码头）

、魏湾、刘庄、韩铺、车赵、井村、前花固、白庄、铁炉胡、小槐林、徐庄、胡庄、亓营、李草坡
4105270501 55.5

安阳市 内黄县 六村乡 刘邢固、张桑村、杨桑村、郭桑村、薛村、千口、前化村、中化村、后化村、马集、尚庄、赵庄 4105270501 55.5

安阳市 内黄县 宋村乡
东沟村、西沟村、屯东、屯西、李行、菜园、车固、田宋村、董宋村、王宋村、东屯、代宋村、黄庄村、

兰庄、翟梧桐、小洞、小朋固、解放村、张海、纪庄
4105270501 55.5

安阳市 内黄县 田氏镇

岳庄、西王村、西口上、东口上、汤东、汤西、于小屯、尚海、刘屯、李屯、郑小屯、杨庄、东田氏东村

、东田氏中村、东田氏西村、任庄、左庄、王屯、马高城、陈庄、孟庄、董庄、翟元、滑河屯、东街、太

史村、曹高城、耿高城、刘高城、前石村、石中、石东、石西庄、付路村、彭路村、孟路村

4105270501 55.5

安阳市 内黄县 石盘屯乡

桑庄村、徐庄村、宰庄村、黄庄村、潘营村、马召村、南杨村、赵固村、赵林村、牛林村、大理村、辛集

村、南赵村、康庄村、樊张村（樊庄村）、胡庄村、杨林村、北杨村、石桥村、西坞村、石瓮村、其林村

（麒麟村）

4105270501 55.5

安阳市 内黄县 豆公乡
关大晁、西豆公、晁寺、北荆张、迁民屯、渡村、后神标、仁厚屯、南邢张（南荆张）、元村、东豆公、

孙村、李大晁、崔大晁、前神标、田大晁
4105270501 55.5

安阳市 内黄县 梁庄镇

白庄、苏村、阿虎寨、冯庄、辛集、马沙河、石庄、曹李庄、张辛寨、王拐、段村、南李庄、宋小寨、二

杨庄、靳庄、辛庄、牡丹街、北李庄、齐村、长均寨、小后河、常村、三杨庄、小柴村、东大城、西大城

、后梧桐、前梧桐、乔小吴、张小吴、前咀头、西咀头、东咀头、李官寨、三拐村

4105270501 55.5



安阳市 内黄县 中召乡
南王庄、李庄、小王固、王大吴、刘大吴、碾子头、北大吴、马寨、东曹庄、西曹庄、杨村、王庄、北召

、滹沱、付庄、尚寨、徐寨、双村、闫庄
4105270501 55.5

安阳市 内黄县 后河镇
贾河、丁村、七仗古、土镇、桑村、城布、河道、李后、大柴村、店当、王辛庄、余庄、王张古、崔张古

、马张古、牛张古、东路州（东路洲）、西路州（西路洲）、元方、刘庄、杨固
4105270501 55.5

安阳市 林州市 林州市 四个办事处居委会、水车园、大菜园、北关村、南关村、李庄 4105810101 124.5

安阳市 林州市 桂园办事处 曲山村、小菜园 4105810201 91.5

安阳市 林州市 开元办事处 逆河头、下申街 4105810201 91.5

安阳市 林州市 龙山办事处 西街、其林台 4105810201 91.5

安阳市 林州市 合涧镇 小屯 4105810201 91.5

安阳市 林州市 横水镇 蒋里、石家或 4105810201 91.5

安阳市 林州市 河顺镇 申村、郭家庄 4105810201 91.5

安阳市 林州市 姚村镇
柳滩、申家泊、冯家口、北辛庄、龙泉庄、三孝、东牛良、施家岗、武家泊、河西、柳林、两停岗、杨家

泊、南洼村
4105810201 91.5

安阳市 林州市 陵阳镇
北陵阳、沙蒋、高阜、东朗垒、南郎垒、西郎垒、张官营、南陵阳、水磨山、东贤城、西贤城、南辛庄、

官庄村
4105810201 91.5

濮阳市 清丰县 马村乡

前吴村（吴村）、北张家、齐吕楼、大吕楼、欧家、段庄、高油房（油坊）、大张庄（大张家）、留宁、

高家、贾家、白家寺（白家）、后姚村、岳麦、孙坡里（坡里）、前姚村、刘町、南杨家、后芦家(后卢

家)、芦店、葛家、宅刘外、宅刘内、大岳村、东岳、西岳

4109220401 66

濮阳市 清丰县 仙庄镇

西位家(西魏家)、左家、赵楼张（张家）、周家、河里赵、赵楼高、赵楼齐（齐家）、普马寨、堤上刘、

七保安、天云寺（天寺）、袁家、米家、五牌、司家、宋届（宋庙）、任家、李庄、安堂（安唐）、楚家

、王毛集、西阳町、白家、大吉村（大杏村）、王毛刘、王毛周、王毛孙、土塔、娄集、杨庄、高家、贾

家、刘家、马庄

4109220401 66

濮阳市 清丰县 巩营乡

崔吉村、马吉村、张吉村、刘吉村、李安村、周庄、五里直西街（理直西街）、五里直北街（理直集）、

谢吉村、高庄、刘庄、曹庄、菜园西（才元西）、菜园东（才元东）、兑堂、翟家、丁家、前赵家、韩大

元、马大元、刘大元、理直南街、东理直、姜庄、宋庄、后岳楼、前岳楼、后赵家、县农场、孟家、葛家

4109220401 66

濮阳市 清丰县 瓦屋头镇

山柳寨、李张武、二郎庙、马家、赵家、丁韩家、张林子、大张村、大街、王村、张贾村、孙朱杨、腾村

、汉寨外、汉寨内、西草场、东草场、霍子寨、小集、格针园、段村、闫村、刘林子（刘庄）、朱林子

（东林子）

4109220401 66

濮阳市 清丰县 六塔乡

罗寨、东观寨、西观寨、谢庄、郭小寨、晃小寨(晁小寨)、胡家寨、武艺寨、后当头、邵家、西韩家、大

水坑、韩庄、士什方（土什方）、前当头、牙头、赵楼、后杨楼、柳村、李家坑、蒋村、任村、前杨楼、

主堡寨、东留固、王留固、左留固、吉张吴、刘村、三合村

4109220401 66

濮阳市 清丰县 纸房乡 李家庄、武强镇（伍仙镇）、孙庄、大什字、常庄、陈庄、乜庄 4109220401 66

濮阳市 清丰县 双庙乡 桂寨、单寨、东安上、西安上、盐店、单拐、西南庄、水牛陈、西翟湾、大翟湾、王李庄、西南营 4109220401 66

濮阳市 南乐县 城关镇
东关、东街、北街村、北关、西街（西街关）、南街、南关、北坟村、姚庄村、郭家庄村、岳固村、古计

固村、张璨固、丁璨固、赵璨固、李璨固
4109230101 94.5

濮阳市 南乐县 杨村乡 三里庄、栗庄 4109230101 94.5

濮阳市 南乐县 谷金楼乡 中平邑村、前平邑、李家屯、六屯、崔方山固村、王方山固村 4109230101 94.5

濮阳市 南乐县 寺庄乡 豆村 4109230101 94.5



濮阳市 南乐县 近德固乡 佛善村、李村、彭村、杏元（杏园）、睢庄、王村 4109230101 94.5

濮阳市 南乐县 谷金楼乡 梁方山固村、后陈家村 4109230201 82.5

濮阳市 南乐县 元村镇 蔡庄 4109230202 82.5

濮阳市 南乐县 杨村乡 烟固屯、许庄、程庄、黄庄、前烟里、后烟里、北香七固、南孟庄、胡庄、袁家庄、樊庄、楼营、白拐 4109230202 82.5

濮阳市 南乐县 张果屯镇 唐王庄、朱庄 4109230202 82.5

濮阳市 南乐县 谷金楼乡 前岳连、后平邑、东平邑村、三坡、吴家屯 4109230202 82.5

濮阳市 南乐县 近德固乡 君张庄、李庄、君泽村、常庄村、温吉七、西吉七、跳堂村、善缘疃 4109230202 82.5

濮阳市 南乐县 寺庄乡 李岳村、古念村、赵岳村 4109230203 82.5

濮阳市 南乐县 张果屯镇 南街（张果屯南街）、北街（张果屯北街） 4109230301 76.5

濮阳市 南乐县 千口镇 千口街村（千口） 4109230302 76.5

濮阳市 南乐县 韩张镇 西北街村（韩张西北街）、南街村（韩张南街） 4109230303 76.5

濮阳市 南乐县 元村镇 前什固、后什固、元村 4109230304 76.5

濮阳市 南乐县 福堪镇 赵耿落村、福堪街村（褔堪）、豆拐村、任庄村 4109230305 76.5

濮阳市 南乐县 谷金楼乡 谷金楼集村、宋谷金楼村、闫李谷金楼村、后岳连 4109230306 76.5

濮阳市 南乐县 西邵乡 潘古宁甫村 4109230306 76.5

濮阳市 南乐县 寺庄乡 东寺庄、西寺庄、前郭村、岳村集村、郭徐岳村、苏岳村、利固 4109230306 76.5

濮阳市 南乐县 杨村乡 睢杨村、李杨村、仝史杨村、 4109230307 76.5

濮阳市 南乐县 西邵乡 西邵集、王西邵、李西邵、赵西邵 4109230308 76.5

濮阳市 南乐县 梁村乡 梁村、梁村铺 4109230309 76.5

濮阳市 南乐县 韩张镇

小江、堤口、罗庄、召固、西耿村、侯耿村、贾耿村、赵耿村、大楼、东五楼、后五楼、西五楼、裴屯村

、郭庄、刘庄、付庄、陈庄、夏庄、东韩固疃、西韩固疃、北高庄、南高庄、西吉留疃、东吉留疃、南郭

村、

4109230401 66

濮阳市 南乐县 元村镇
谷村、百尺村、涨汪村、东审什、西审什、留固什、曹庄、王庄、刘家庄、古寺郎、留胄、操守村、韩留

、南张庄、
4109230401 66

濮阳市 南乐县 杨村乡
何庄、吴村集、张胡庄、魏庄、徐庄、烟庄、格大庄、曹八屯、赫庄、南香七固、郭吉道、聂吉道、齐杨

吉道村、后吉楼、前吉楼、南清店、西马庄村、李庄村(李家村)、东侯村
4109230401 66

濮阳市 南乐县 张果屯镇

魏行、冯行、辛行、小屯、西吉干、东吉干、端庄、后孙黑、张行、王刘行、烟之东、申马庄、赵庄、孙

庄、赵胡行、西韩森固、东韩森固、丁庄、东魏庄、苏庄、王落集、后王落、前王落、郭小陈、周小陈、

张小陈、

4109230401 66

濮阳市 南乐县 千口镇

北仇庄、孟庄、北郭村、苗郭村、侯庄村、张庄村、陈村、大刘村、南仇庄、苏海、翟庄、柴庄、子阳、

库庄、东赵庄、樊村、张庄集、东李家（东李村）、闫村（阎村）、杜家村、武家村、焦村、郭村、西节

、枣科村、大清村、良善村、罗町村（罗疃）、前林家村、后林家村、西梁家村、吕村、东梁村、东王村

、西梁村、

4109230401 66

濮阳市 南乐县 福堪镇

马庄村、刘耿落村、宋耿落村、前宋村、崔宋村、康宋村、吴庄村、牛村、张胥平村、东李胥平村、孔庄

村、吕前刘、孟后刘、卞辛庄、才丈、刘吕村、郭吕村、马村、郁家村、寨肖家村、西肖家村、任屯村、

龙卧村、东刘庄村、万兴村、张韩平村、寨韩平村、蔡子金村、张夏子金村、刘寨、罗村、胥房村、袁庄

村（袁耿村）、南汉村、薛集村、宋庄村（东宋庄村）、张庄村（东张庄村）

4109230401 66

濮阳市 南乐县 谷金楼乡 西邵郭、东邵郭、孟郭、官庄、南杨村、西小楼、韩村、十里屯、 4109230401 66



濮阳市 南乐县 西邵乡

付苑村（傅苑）、刘苑村、苏苑村、李苑村、霍苑村、葛苑村、乔崇町村（乔崇疃）、李崇町村（李崇

疃）、王崇町村（王崇疃）、赵任村、刘任村、王东邵、檀东邵、袁东邵、蔡村、寨里、五花营、四坡、

侯古宁甫、运古宁甫村、邢古宁甫、杨古宁甫、

4109230401 66

濮阳市 南乐县 寺庄乡
后郭村、邱辛店村、王洪店、张浮丘村、南渠头庄村、晁村、减场店村、吴家拐村、北渠头庄村、小翟村

、南丈村、大北张村、小北张村、
4109230401 66

濮阳市 南乐县 梁村乡
宋庄、申庄、东郭村、大郭村、张村、王村（西王村）、安庄村、邵庄村、千佛、吴村(史官村)、前翟村

、后翟村、袁庄、孙村、张庄（北张庄）、韩庄、玉皇庙、吴家庄村、西崇町村(西崇疃）、
4109230401 66

濮阳市 南乐县 近德固乡 东吉七、薛庄、赵家庄、齐庄、留固店、佛堂村、 4109230401 66

濮阳市 范县 白衣阁乡 柳行头西街、北辛庄村、柳行头东街、西赵庄村、柳行头北街、东赵庄村、殷庄村 4109260101 76.5

濮阳市 范县 城关镇
东李庄村、赵亭村、付亭村、北杨铺村、西张青营村、义和庄村、李庄村、城关镇、段庙村、仝庄村、金

村、张扶村、朱堌堆
4109260101 76.5

濮阳市 范县 龙王庄镇 王庄、王楼、栖凤楼、杨庄、邢庄、汉张村、南马庄、兴峰寺村、魏胡同 4109260101 76.5

濮阳市 范县 颜村铺乡 范庄、于林头村（榆林头村）、前五常村、高常庄、蒋庄、何庄、后五常村、程店、东张 4109260101 76.5

濮阳市 范县 濮城镇
周庄村、濮城镇（濮城镇、西关）、沟寨村、北关村、南关村、东街村、城角村、董桑庄村、南街村、卢

庄村、玉张西村、东关村、玉张东村、西街村、于楼村、北街村、王刀村
4109260102 76.5

濮阳市 范县 龙王庄镇
房麻口、后刘庄、袁庄、徐楼村、刘楼、孟楼东街、牛楼、闫庄、前刘庄村、北曹楼村、北杨寺村、孟楼

西街、小屯村、苏闫村、高菜园、中屯村、韩麻口、东赵庄、陈麻口、寇庄村、任楼
4109260201 69

濮阳市 范县 白衣阁乡

前朱庄村、临黄集西街（临黄集南街）、白衣北街、白衣东街、东吴庄村、后朱庄村、代庄村、钱樊姜村

、白衣西街、陈楼村、东张庄村、杏子铺北街、明庄村、胡楼村、白衣南街、韩庄村、杏子铺东街、西吴

庄村、焦庄村、杏子铺西街、临黄集北街

4109260201 69

濮阳市 范县 颜村铺乡

李麻口村、前玉皇庙、林堂村、后玉皇庙、西北街村（颜村铺西北街村）、马庄村、姬楼、西于庄、赵楼

村、胡王庄村、刘郎庄、祁麻口村、东北街村（颜村铺东北街村）、钟麻口村、侯庄村、谢庄村、西南街

村（颜村铺西南街村）、东南街村（颜村铺东南街村）、姜麻口村

4109260201 69

南阳市 方城县 杨楼镇

大赵庄村、娄新庄村、黄土洼村、三里河村、曹屯村、刘岗村、杜凤瑞村、在地张村、老杨庄村、杨楼东

村、大宋庄村、付王村、秦岗村、温老庄村、裴河村、徐湾村、屈湾村、吕庄村、各口村、曹沟村、黑龙

潭村、河沟村、二岗沟村、吴沟村、栗子店村、屈沟村、范店村、王岗村、耿庄村、山王村、梁城村、邵

岗村、治平村、大刘村、陈楼村、簿店村、房山村、赵店村

4113220502 63

南阳市 方城县 清河乡

王营村、司龙庄村、高庄村、侯岗村、万岗村、后楼村、王庄村、大贾庄村、丁庄村、赵庄村、和庄村、

文岗村、丰山村、王鸣皋村、赵和庄村、周庄村、草场坡村、幽雅庄村、十里铺村、刘学庄村、大谷庄村

、小谷庄村、河桥村、汉店村、余庄村、泥河村、杨庄村、霍口村、榆林坪村、房庄村、李家岗村、尚营

村

4113220502 63

南阳市 方城县 柳河乡

陶庄村、石门村、西峰村、白果树村、柳河村、文庄村、孟庄村、边庄村、程庄村、小包庄村、金庄村、

袁庄村、段庄村、高庄村、景湾村、徐庄村、宋庄村、东坪村、邢庵村、马沟村、上王庄村、香店村、孙

沟村、田庄村、关沟村

4113220502 63

南阳市 方城县 四里店乡

军章村、卫陀村、桃元沟村、太山庙村、黄土岭村、贾盘村、五间房村、神林村、街村、柳湾村、善庄村

、寺后村、干沟村、王三沟村、老景庄村、小景庄村、达店村、柒树沟村、里张湾村、庹庄村、油房庄村

、小康庄村、四里店村、老模沟村、小店村、大余庄村、三关庙村、碾盘庄村、周庙村、花栗山村、吴庄

村、前坪村、贺庄村、白庙沟村、秦家庄村、郭沟村、青石坡村、维摩寺村

4113220502 63

南阳市 方城县 袁店回族乡 姜庄村、袁店村、四里营村、辛庄村、河湾村、朱元村、沈庄村、尚台村 4113220502 63

南阳市 西峡县 白羽街道办事处 刘巷社区、土门社区、东湖社区、关巷社区 4113230101 79.5



南阳市 西峡县 紫金街道办事处 礼堂社区、小城社区、北大街社区、伏牛路社区 4113230101 79.5

南阳市 西峡县 莲花街道办事处 莲花社区、新兴社区 4113230101 79.5

南阳市 西峡县 回车镇 老庙岗村、红石桥村 4113230101 79.5

南阳市 西峡县 五里桥镇 封湾村、北堂村、五里桥村、葛营村、大桥村 4113230101 79.5

南阳市 西峡县 丹水镇 七峪村、陈沟村、古垛村、六里庙村、廖坟村 4113230201 75

南阳市 西峡县 回车镇
古庄河村、杜店村、花园村、双河村、八龙庙村、回车堂村、大块地村、吴岗村、石梯村、西沟村、八迭

堂村
4113230201 75

南阳市 西峡县 五里桥镇 郝岗村、宋沟村、燕岗村、走马岗村、慈梅寺村、天宝村 4113230201 75

南阳市 西峡县 回车镇 陡沟村、黄湾村、垱子岭村 4113230202 75

南阳市 西峡县 丁河镇 简村、奎文村、丁河村 4113230202 75

南阳市 西峡县 五里桥镇 老君店村、稻田村、吴家沟村、白河村、前营村、孔沟村、杨岗村、封店村 4113230202 75

南阳市 西峡县 丹水镇 丹水社区、南岗村、潭沟村(谭沟村)、青龙庙村、王岗村、三里庙村 4113230203 75

南阳市 西峡县 丹水镇 袁店村、符沟村 4113230204 75

南阳市 西峡县 丹水镇
袁沟村、马边村、南湾村、西湾村、菊花村、英湾村、朝阳村、黄营村、霄关村、卓沟村、袁庄村、屈沟

村、北凹村
4113230301 69

南阳市 西峡县 西坪镇

西坪居民委员会、花园关村、薛家湾村、唐家湾村、峡河村、方家沟村、西岗村、东官庄村、西官庄村、

皇后村、德河村、豫边村、黑漆河村、操场村、圣后湾村、木家垭村、铁桶沟村、瓦房店村、下营村、后

堂沟村

4113230301 69

南阳市 西峡县 双龙镇

小水村、东台子村、寨岗村、莎草沟村、瓦房庄村、山涧沟村、白果树村、汪坟村、伏岭村、化山村、土

桥岗村、小集村、彪池村、拾亩地村、西大沟村、石槽村、杨河村、后湖村、河南村、双龙村、宝玉河村

、灌沟村(罐沟村)

4113230301 69

南阳市 西峡县 回车镇 油坊村、屈原岗村、镇东沟村(东沟村)、黑虎庙村、毛河村 4113230301 69

南阳市 西峡县 丁河镇

茶峪村、上店村、木寨村、大沟村、宣沟村、丰山村(凤山村)、庄口村、北峪村、邪地村、瓦房村、大林

村、蒲塘村、楸树村、蝎子坪村、寺山村、马蹄村、陈阳坪村、秧地村、木瓜沟村、黄草坪村、龙庄村、

虫蚜村、大竹园村

4113230301 69

南阳市 西峡县 桑坪镇
石灰岭村、玉皇岈村、岭岗村、桑坪村、塘岈村、张庄村、仓房村、北湾村、磨沟村、羊奶沟村、三湾村

、黄沙村、朱宝沟村、包沟村、凉水泉村、东万沟村、西万沟村、横岭村
4113230301 69

南阳市 西峡县 米坪镇
行上村、野牛沟村、河西村、米坪村、赶丈沟村(赶仗沟村)、王庄村、康庄村、高庄村、羊沟村、秧田村

、赶脚沟村、子母沟村、大庄村
4113230301 69

南阳市 西峡县 田关乡
五里村、刘岭村、黄岈子村、田关村、曹沟村、曹楼村、大岭村、谢家庄村、杜营村、磨石村、孙沟村、

牛角村、河上村、王营村、靳沟村、小峪村、王坡头村、煨罐村、别沟村
4113230301 69

南阳市 西峡县 阳城镇 阳城村、后营村、高崖村、张堂村、老君村、茧场村 4113230301 69

南阳市 西峡县 五里桥镇 曹岗村、黄狮村、土槽村 4113230301 69

南阳市 西峡县 重阳镇
云台村、水峡河村、香坊村、上街村、下街村、芦沟村、重阳村、白龙村、奎岭村、寺沟村、西营村、杜

家岗村、半川村、鱼池沟村、雪沟村、燕子村、高台村、洪湖村、三坪村、五朵山村
4113230301 69

南阳市 西峡县 寨根乡 桑树村、界牌村、太山庙村、寨根村、方庄村、高峰村、捷道沟村、赛岭村 4113230301 69

南阳市 西峡县 石界河镇 走马坪村、石界河村、冬青树村、小寨村、烟镇村、通渠村、核桃坪村、杨盘村、大坪村 4113230301 69

南阳市 西峡县 军马河镇
孙门村、毛坪村、大河岗村、独阜岭村、军马河村、椴树村、后河村、白果村、西鱼库村、李家庄村、长

探河村
4113230301 69



南阳市 西峡县 二郎坪镇
中坪村、西庄河村、蒿坪村、大庙村、草湖峪村、湾潭村、二朗坪村(二郎坪村)、汉王城村、石庙村、黄

龙庙村、白果坪村、栗坪村
4113230301 69

南阳市 西峡县 太平镇 松树门村、唐寺沟村、太平镇村、下河村、东坪村、鱼库村、银寺沟村 4113230301 69

南阳市 西峡县 太平镇 上口村、回龙寺村、黄石庵村、细辛村 4113230302 69

南阳市 西峡县 丁河镇 东岗村 4113230303 69

南阳市 西峡县 桑坪镇 白土曼村 4113230401 63

南阳市 西峡县 桑坪镇 牛毛坪村 4113230402 63

南阳市 西峡县 米坪镇 杨栗坪村、石门村、堂坪村、关山村 4113230403 63

南阳市 西峡县 军马河镇 酒馆村、台子村 4113230403 63

南阳市 西峡县 丁河镇 古峪村、德胜村 4113230404 63

南阳市 西峡县 丹水镇 河头村、郝沟村、黄坪村 4113230405 63

南阳市 西峡县 阳城镇 竹园村、三岔村、姬庄村、金花村、三关村、牛王村、杜岗村、田营村、任沟村、刘营村、赵营村 4113230405 63

南阳市 镇平县 涅阳街道办事处 东关村、南关村、西关村、北关村、小店村 4113240101 82.5

南阳市 镇平县 雪枫街道办事处
徐桥村、泰山庙村，五里河村、徐岗村、小西营村、榆盘村、南张庄村、牛王庙村、大奋庄村、八里桥

村，八里庙村，七里庄村
4113240101 82.5

南阳市 镇平县 玉都街道办事处 碾坊庄村、尧庄村，五里岗村、大刘营村、李店营村、北张庄村、肖营村，苏寨村、刘洼村 4113240101 82.5

南阳市 镇平县 杨营镇 老王营村、李邦相村、岁坡村、蒋坡村、郑坡村，小岗村、魏营村 4113240101 82.5

南阳市 镇平县 石佛寺镇 石佛寺村、李营村、马洼村、贺庄村、老毕庄村、魏湾村、贺营村、大仵营村、榆树庄村、尚营村 4113240101 82.5

南阳市 镇平县 晁陂镇 罗营村 4113240101 82.5

南阳市 镇平县 柳泉铺镇 大榆树村、大马庄村、范营村、李老庄村 4113240101 82.5

南阳市 镇平县 安子营镇 连庄村、王孟瑞村 4113240201 79.5

南阳市 镇平县 卢医镇 河东村、卢医街村、东风村 4113240301 72

南阳市 镇平县 石佛寺镇 赵湾村、马隐店村 4113240302 72

南阳市 镇平县 石佛寺镇 韩冲村 4113240303 72

南阳市 镇平县 玉都街道办事处 刘家岗村、四里庄村、唐家庄村、白河村、周家村、十里庄村、安国村 4113240304 72

南阳市 镇平县 老庄镇 寺庄居民委员会、蒋庄村、江田村、夏营村、凉水泉村，栗盘村 4113240304 72

南阳市 镇平县 晁陂镇
街北一村、街北二村、官路河村、中户杨村、宅子杨村、裴营村、王楼村、张营村、栾营村、甲林回族村

、梁堂村、吕营村、半坡村、齐营村、郝堂村、刘沟村、余宅村、街南村
4113240305 72

南阳市 镇平县 曲屯镇 曲屯村、柴庄村、兴国寺村 4113240305 72

南阳市 镇平县 杨营镇 杨营村、大贾庄村、白庄村、潘营村、尹营村、郭营村 4113240305 72

南阳市 镇平县 王岗乡 慕营村、靳营村、朱庄村 4113240305 72

开封市 尉氏县 水坡镇

北闹店村村委会、北玮坞村村委会、东夹河村村委会、耿庙村村委会、海清郭村村委会、横堤村村委会、

霍寨村村委会、贾砦村村委会、老李村村委会、李岗村村委会、李牧庄村村委会、李砦村村委会、马庄村

村委会、南闹店村村委会、南玮坞村村委会、牛集村村委会、盆刘村村委会、彭庄村村委会、坡徐村村委

会、齐岗村村委会、冉庄村村委会、双河府村村委会、苏桥村村委会、仝家村村委会、瓦岗村村委会、西

夹河村村委会、西杨村村委会、肖庄村村委会、杨店村村委会、张砦村村委会、朱岗村村委会

4102230401 76.5



开封市 尉氏县 洧川镇

仓李村村委会、仓刘村村委会、陈庄村村委会、中三赵村村委会、丁庄村村委会、东三赵村村委会、董庄

村村委会、关庄村村委会、过庄村村委会、花桥刘村村委会、老庄王村村委会、刘春桃村村委会、鲁湾村

村委会、裴寨村村委会、桑树庙村村委会、沙沃村村委会、四合村村委会、宋庄村村委会、仝庄村村委会

、湾李村村委会、湾里河村村委会、王庄村村委会、西三赵村村委会、县良种场、许寨村村委会、养马寨

村村委会、英内村村委会、英外村村委会、枣陈村村委会、翟胡同村村委会、张庄村村委会、纸坊村村委

会

4102230401 76.5

开封市 尉氏县 小陈乡

陈家村村委会、大齐村村委会、东贾村村委会、后马村村委会、后砦村村委会、江曲村村委会、靳老村村

委会、南袁庄村村委会、前马村村委会、前张村村委会、阮庄村村委会、史庄村村委会、司马村村委会、

睢老庄村村委会、王庄村村委会、西贾村村委会、小齐村村委会、圉村村村委会、中张村村委会

4102230401 76.5

开封市 尉氏县 庄头乡

陈家村村委会、二家张村村委会、高家村村委会、高庙村村委会、高寨村村委会、韩集村村委会、黑高村

村委会、后曹村村委会、鸡王村村委会、老鸦田村村委会、栗林村村委会、刘家村村委会、马家村村委会

、牛家村村委会、庞杨村村委会、裴家村村委会、前曹村村委会、阮家村村委会、三杨村村委会、孙庄村

村委会、田家村村委会、王家村村委会、魏家村村委会、文家村村委会、小范村村委会、小营村村委会、

歇马营村村委会、新庄村村委会、于家村村委会、赵迪村村委会、郑二村村委会、郑一村村委会、朱家村

村委会、庄头乡部队农场、庄头乡良种场、庄头乡林场、邹家村村委会

4102230401 76.5

开封市 尉氏县 大马乡

八里庙村村委会、柏岗寨村村委会、陈石村村委会、殿张村村委会、岗李村村委会、郭家村村委会、后宫

村村委会、胡陈村村委会、井赵村村委会、李冢村（李家村）村委会、鲁家村村庙张村村委会、牛庄村村

委会、前宫村村委会、任泽村村委会、王村（西王村）村委会、周家村村委会、马古岗村村委会、马庄村

村委会、栗门张村村委会、庙陈村村委会、庙张村村委会、石桥马村村委会、双嶺岗村村委会、西王村村

委会、雁黄村村委会、朱庄村村委会

4102230401 76.5

开封市 尉氏县 大营镇

安家村村委会、丁香李村村委会、郝家村村委会、黄集村村委会、芦家村村委会、石槽王村村委会、史家

村村委会、檀头高村村委会、五间房李村村委会、下赵村村委会、许家村村委会、玉陈村村委会、寨黄村

村委会、祝家村村委会、粱家村村委会、黄家村村委会、杨集村村委会、尚家村村委会

4102230401 76.5

开封市 尉氏县 门楼任乡

卜家村村委会、蔡家村村委会、东周杨村村委会、郭潘王村村委会、郝寺村村委会、花张村村委会、李家

村村委会、栗林村（新栗林村）村委会、门楼任乡良种场、齐庄村村委会、钱家村村委会、沙沃村村委会

、双塚村村委会、文家村村委会、西周杨村村委会、栗林村村委会、新庄村村委会、阎后村村委会、阎前

村村委会、要家村村委会、张庄村村委会、郑家村村委会

4102230401 76.5

开封市 祥符区 城关镇
黄龙村民委员会（黄龙社区居民委员会）、范庄村民委员会（范庄社区居民委员会）、独乐岗村民委员会

（独乐岗社区居民委员会）、袁楼村民委员会（袁楼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2240101 103.5

开封市 祥符区 兴隆乡

兴隆村民委员会、李大河村民委员会、魏寨村民委员会、一帖王村民委员会（一帖王社区居民委员会）、

石牛村民委员会、大牛寨村民委员会、邵寨村民委员会、张楼村民委员会、胡岗村民委员会、白石岗村民

委员会、薄店村民委员会、杨寨村民委员会、双庙村民委员会、程寨村委会、太平岗村委会、翟寨村委会

4102240101 103.5

开封市 祥符区 陈留镇 十里铺村民委员会、小营村民委员会、沈楼村民委员会 4102240101 103.5

开封市 祥符区 杜良乡 治台村民委员会、尚寨村民委员会、三郭寨村民委员会、小岗村民委员会、许寨村民委员会 4102240101 103.5

开封市 祥符区 陈留镇 代砦村民委员会、毛儿岗村民委员会 4102240201 93

开封市 祥符区 兴隆乡 蒋洼村民委员会 4102240201 93

开封市 祥符区 杜良乡
杜良村民委员会、小门寨村民委员会、三里砦村民委员会、峦庄村民委员会、鄢陵府村民委员会、米寨村

民委员会、祁寨村民委员会、马尾村民委员会、杨寨村民委员会
4102240201 93

开封市 祥符区 八里湾镇 闫楼村民委员会、陈德楼村民委员会 4102240201 93



开封市 祥符区 仇楼镇
仇楼村民委员会、十里铺村民委员会、刘楼村民委员会、徐庄村民委员会、校尉营村民委员会、孙营村民

委员会、周寨村民委员会、辛庄村民委员会、陆庄村民委员会、高庄村民委员会
4102240301 82.5

开封市 祥符区 陈留镇

三里堡村民委员会、南街村民委员会、七里湾村民委员会、东街村民委员会、闫刘庄村民委员会、王庄村

民委员会、范庄村民委员会、朱庄村民委员会、邵庄村民委员会、刘五楼村民委员会、五里砦村民委员会

、韩洼村民委员会、二里砦村民委员会、八里庙村民委员会、西街村民委员会、大寺村民委员会、仓王村

民委员会、六里村民委员会、马庄村民委员会、朱清寨村委会

4102240301 82.5

开封市 祥符区 八里湾镇

八里湾村民委员会、翟寨村民委员会、贾寨村民委员会、毛寨村民委员会、小河村民委员会、东里村民委

员会、大马营村民委员会、黄姚村民委员会、果园村民委员会、芦村民委员会、锦江村民委员会、刘铁村

民委员会、张马庄村民委员会、闫呈岗村民委员会、玉皇庙村民委员会、大王寨村民委员会、火张村民委

员会

4102240301 82.5

开封市 祥符区 范村乡

范村民委员会、瓦屋里村民委员会、谢湾村民委员会、杨岗村民委员会、张田村民委员会、郭庄村民委员

会、韶封村民委员会、杨楼村民委员会、元府庄村民委员会、百亩岗村民委员会、祥韶村民委员会、许墩

村民委员会

4102240301 82.5

开封市 祥符区  杜良乡
大陈庄村民委员会、崔楼村民委员会、招讨营村民委员会、国都里村民委员会、金寨村民委员会、黄庄村

民委员会
4102240301 82.5

开封市 祥符区 半坡店乡
桃花洞村民委员会、杨庄村民委员会、赵千寨村民委员会、百党店村民委员会、吴楼村民委员会、高庄村

民委员会、石槽村民委员会
4102240301 82.5

开封市 祥符区 罗王乡
罗王村民委员会、邱堤寺村民委员会、张寨村民委员会、土山岗村民委员会、二郎庙村民委员会、黄庄村

民委员会
4102240301 82.5

开封市 祥符区 曲兴镇
曲兴村民委员会、段砦村民委员会、东田村民委员会、子陵岗村民委员会、双楼村民委员会、后湾村民委

员会、五闫庙村民委员会、乔庄村民委员会、顺河村民委员会、小丁村民委员会、苗营村民委员会
4102240301 82.5

开封市 祥符区 袁坊乡

米场村民委员会、府君寺村民委员会、王段庄村民委员会、李祥庄村民委员会、后孙府庄村民委员会、前

孙府庄村民委员会、方庄村民委员会、徐庄村民委员会、军张楼村民委员会、孙岳寨村民委员会、付东村

民委员会、付西村民委员会、南北店村民委员会、魏湾村民委员会、王奄（王庵）村民委员会、张吴砦村

民委员会、周场村民委员会、毛庄村民委员会、袁坊村民委员会

4102240401 75

开封市 祥符区 刘店乡

西祖良（西租良）村民委员会、东祖良（东租良）村民委员会、西郭路村民委员会、天爷庙村民委员会、

王楼村民委员会、郭井（郭景）村民委员会、欧坦村民委员会、郭路村民委员会、张庄村民委员会、粱砦

（梁寨）村民委员会、中高店村民委员会、大高店村民委员会、束庄村民委员会、中王（中王庄）村民委

员会、黄庄村民委员会、杜庄村民委员会、尚店村民委员会、刘店村民委员会、任庄村民委员会、河头村

民委员会、滕庄村委会、王明垒村委会

4102240401 75

开封市 祥符区 曲兴镇 大丁村民委员会、耿楼村民委员会、大蔡砦村民委员会、尚阳村民委员会、门八府村民委员会 4102240401 75

开封市 祥符区 杜良乡
李寨村民委员会、大门寨村民委员会、家庄村民委员会、刘景寨村民委员会、大康寨村民委员会、埽东村

民委员会、小庄村民委员会、陈寨村民委员会、马店村民委员会、埽西村民委员会
4102240401 75

安阳市 林州市 城郊乡
席家洼、付水洼、田西峪、大河头、杨水洼、董家村、胡家庄、土楼、二龙庙、大屯、刘家街、王家池、

槐树池、迭坡、东街、上庄、下庄、西街
4105810201 91.5

安阳市 林州市 姚村镇 姚村、定角、西张、军营、下陶、东张、史家河、申家岗、上陶、焦家屯、赵家河 4105810301 75

安阳市 林州市 合涧镇
三羊、万羊坡、郭家园、合涧村、王家、豆村、东山底、稳政村、大南山、北小庄、大付街、小付街、木

篡、辛安、马军池、南平、路家岭、墁坡
4105810401 70.5

安阳市 林州市 临淇镇
孔峪、胡山坡、小岭、牛庄、临淇村、杨村、陈庄、吕庄、崔庄、北河、南元、前寨、李家寨、荒庄、淇

阳城、刑掌、张家岗
4105810401 70.5

安阳市 林州市 横水镇 焦家湾、马家庄、西赵村、晋家庄、蒋或、南庄 4105810401 70.5



安阳市 林州市 河顺镇 马家山、西曲阳、西庄、城北、杨家营、官庄、石村、东寨 4105810401 70.5

安阳市 林州市 任村镇 井头村 4105810401 70.5

安阳市 林州市 姚村镇
南牛、李家岗、大池、邢家墁、师街、下里街、秦家庄、河街、刘家岗、西牛良、北杨、南杨、付家河、

柴家庙、西牛
4105810401 70.5

安阳市 林州市 原康镇
原康村、大安村、东掌村、东坡村、寨南背村、小池口村、秦家岗、宋村、下园、岸下、大荒、栗园、三

宗庙、曹家沟
4105810401 70.5

安阳市 林州市 五龙镇 罗圈、渔村、岭南、岭后、荷花、合脉掌、南沃、西蒋、陈家岗 4105810401 70.5

安阳市 林州市 采桑镇 河北、舜王峪、沙河、狐王洞、大岭沟 4105810401 70.5

安阳市 林州市 东岗镇 武家水 4105810401 70.5

安阳市 林州市 桂林镇
三井、东油村、西油村、小店、董街、流山沟、翟家沟、止方、大店、南屯、古善、朴池、七泉、平新庄

、元家庄、桂林、张街、王街、南马巷、坟沟
4105810401 70.5

安阳市 林州市 城郊乡
李家墁、北关西、圪道、宋家庄、王家庙、高家庄、常家庄、桑园、白杨洼、崔家庄、青林、南营、深沟

、蒿元
4105810401 70.5

安阳市 林州市 茶店镇
大峪、郝家窑、磊城、辛店、小坡、茶店村、后子岗、翟二井、山拐头、西峪、贝村、北马沟、红星村、

李家湾
4105810401 70.5

安阳市 林州市 河顺镇

河顺村、东里、前庄、可乐山、屯头、东曲阳、南曲阳、庞村、河湾、栗家沟、上坡、柳泉、马家坟、西

里、魏家庄、路家脑、郭庄、申家脑、付家沟、百石湾、王家沟、东马安、北苇底、黄家坡、南苇底、井

上、西皇木、东山、石口、东皇木、段家窑

4105810501 55.5

安阳市 林州市 横水镇

横水村、东横水、晋家坡、乔家屯、铁炉、寒镇、涧西、翟曲、杨家窑、太平庄、窑头、范家庄、桥东、

小庙凹、马店、达连池、郭家窑、东赵、前白、张家井、杨伯山屯、西白、留马、营里、后白、西沟、吴

家井、上台、杨家庄、下台、海洼、南屯、辛庄、西河、东下洹、卸甲平、常路郊、九家庄、西下洹、东

屯、河北、小崔脑

4105810501 55.5

安阳市 林州市 城郊乡 石楼、郭家庄、未家庄、黄华、马地掌、止方、庙荒、桃园、四方脑、郭家园、南关西 4105810501 55.5

安阳市 林州市 合涧镇 河南元、上庄、刘家洼、郭家岗、庙平、小寨、河西、茶饭庄、石板沟、道棚庵、肖街、八达 4105810501 55.5

安阳市 林州市 茶店镇 仙掌、小碾、李家庄、元家口、好地掌、八里沟、庙郊、路家庄、胡家沟、张大郊 4105810501 55.5

安阳市 林州市 桂林镇 北马巷、张家庄、琅沃、南山、鹤山、官街、斗峪沟、千家岗、丰乐店、雷街、河西、桃科、兴泉 4105810501 55.5

安阳市 林州市 东姚镇

东姚村、东沟、南沟、南岗、辛村、马平、东坡、洪河、北坡、马安山、黄虻峪、黄路坡、下郊、陈仓沟

、芬草峪、上庄、伯文、西峪、潭家、北巷口、南窑、安家峪、冯举沟、石大沟、董坝、长沙、玉崇、大

庄、早阳岗、白象井、齐家、李家厂、合顺厂、梨园、西北泉、老里沟、下庄、西良、李家湾

4105810501 55.5

安阳市 林州市 原康镇
李家村、南沟村、南觅村、连家坡村、西华村、南小庄村、牛窖沟村、砚华台、宋村岗、柏尖沟、小场、

椒楝峪、圪垱、番良、申家凹、田家井、红土甲、石家庄、口上村、重兴店、九龙、龙口
4105810501 55.5

安阳市 林州市 临淇镇

联庄、洪泉、党街、石门寺、小庄、郭家屯、蔡家堰、后寨、关也庙、下峪口、石圪当、社书、后坡、河

东、付村、梨林、秦家岗、苇涧、欠十步、黄落池、官岭、草庄、西张、南河、南庄、东张、占元、白泉

、龙泉

4105810501 55.5

安阳市 林州市 五龙镇
丰峪、阳和、栗家凹、上庄、石官、牛家岗、薛家岗、泽下、石阵、文峪、长坡、河头、花地、花营、七

峪、城峪、碾上、马兰、桑峪
4105810501 55.5

安阳市 林州市 东岗镇
砚花水、北丁冶、南丁冶、杨家寨、八角、罗匡、岩峪、大河、东岗村、西岗村、南坡、上寨、下寨、大

井、教场、北木井、南木井、东冶、下砚科、上砚科、西卢寨、中卢寨、东卢寨、后郊
4105810501 55.5



安阳市 林州市 任村镇

清沙、仙岩、赵家墁、桑耳庄、南丰、任村、西坡、石岗、豹台、盘山、前峪、后峪、古城、王目、小王

庄、盘阳、木家庄、芦家拐、牛岭山、赵所、皇后村、阳耳庄、木秋泉、圪针岭、盘龙山、杓铺、石贯、

石界、尖庄、白家庄、马家岩、石柱

4105810501 55.5

安阳市 林州市 姚村镇 西乡坪、白草坡、井湾、西丰、寨底、坟头、水河、趄石板 4105810501 55.5

安阳市 林州市 石板岩镇
高家台、东脑坪、三亩地、贤麻沟、石板岩、东脑、桃花洞、朝阳、上坪、郭家庄、马安脑、西乡坪、漏

子头、车佛沟、大脑、韩家洼、梨元坪
4105810501 55.5

安阳市 林州市 采桑镇
南采桑、南涧东、南景色、六家峪、宋老峪、北景色、北采桑、秦家窑、呼家窑、下川、南峪、棋梧、王

家庄、西岗、柏峪、幸福庄、南岗后、秦家坡、付东沟、天井沟、土门、葛木、洪峪
4105810501 55.5

安阳市 滑县 道口镇 五星村、东关村、顺南村、南街村 4105260101 88.5

安阳市 滑县 城关镇

大西关、小西关、东关、南关、北关、胡庄、孙王庄、大景庄、北孔庄、刘庄、大吕庄、夏庄、耿园、东

小庄、西小庄、薛庄、刘店、北滹沱、康吕庄、赵庄、张庄、北暴庄、一街、二街、三街、四街、五街、

七街、八街、九街

4105260201 64.5

安阳市 滑县 小铺乡 靳庄、大铺、三家村、胡营、双楼、小铺、郭李庄 4105260201 64.5

安阳市 滑县 道口镇 程文庄、白庄村、军庄村、河西村、西街村、顺北村 4105260201 64.5

安阳市 滑县 城关镇

辛屯、前五里屯、中五里屯、后五里屯、寺庄、前景庄、睢庄、韩庄、孔林头、大林头、军旅庄、东唐庄

、西唐庄、张固、珠照、双村营、野店、史固、贾固、卢庄、沙沃、东孔庄、宣武、什牌、三里庄、苏庄

、谢庄、安庄、沙河头、双庙、焦庄、史庄、董西南、董西北、西林头、东林头、北苗固、南苗固、朱堤

、五里铺、北董固、牛庄、寺东、小滹沱、大滹沱、董东

4105260301 57

安阳市 滑县 枣村乡

枣村集、新庄、汤营、任钊屯、东徐营、西徐营、焦村、小营、牛庄、滑古营、张固、黄庄、南留村、什

庄、南屯、靳庄、马庄、温庄、付庄、油坊、大屯、井庄、八里铺、袁营、禹村、后村、西营、冯庄、堤

上村、渔池、胡井庄、宋林

4105260301 57

安阳市 滑县 白道口镇

白道口村、西英公、东英公、周街、前安、后安、韩河京、李河京、王河京、前吾旺、西桃元、东桃元、

黄村、西安村、东安村、崔郭庄、北留村、前留村、郭留村、孟村、西小寨、东小寨、六十婆、石佛、郝

村、刘营、温村

4105260301 57

安阳市 滑县 四间房乡 九间房、李南呼、魏南呼、四间房、曹村、肖村、唐尔庄、大芬、高寨 4105260301 57

安阳市 滑县 留固镇

留固东街、留固西街、倪家村、西琉璃、前庄营、后周、中庄营、东庄营、白马墙、路安、路营、程新庄

、王新庄、尹新庄、岳庄、西冢头、柳沈村、沙窝、沙岗、周庄、前五方、后五方、东盘邱、西盘邱、东

信都、中信都、西信都、小营、武庄、小寨、李周村、马庄、杨庄、康庄、寺后刘、第二寨、前范寨、后

范寨、牛星邱、付集、武星落、李星落、杜星落、陈星落、张庄、横村集、西横村、前横村、西王庄、沿

村、北尖庄、西尖庄、东尖庄、大新庄、大王庄、中周

4105260301 57

安阳市 滑县 赵营乡 赵营村、东新庄 4105260301 57

安阳市 滑县 八里营乡

西万集、铁炉、南史庄、相村、后黄店、东苑村、西苑村、中苑村、姚寨、肖冢上、李冢上、张冢上、孟

冢上、东万集、张路寨、赵苑村、黄琉璃、程丁将、李丁将、樊丁将、杨丁将、南杨柳、周安上、梁安上

、秦庄、方路寨、南琉璃、王苑村、陈苑村、小丁相、西路寨、谢寨、红卫村、卫东村、东风村

4105260301 57

安阳市 滑县 大寨乡 延屯、北延屯、东冯营、联合村、大寨村、朱家、蒲林、小田、前草坡、后草坡、袁寨、岗小田、西刘庄 4105260301 57

濮阳市 范县 王楼镇
申牙头村、金牙头村、路庄村、七李堂村、后曹楼村、王楼村、皇姑庙村、仁堂村、肖牙头村、葛庄村、

赵菜园村、张牙头村、西李庄村、前曹楼村、宋海村、东李庄村、王菜园村
4109260202 69



濮阳市 范县 濮城镇

高寺村、簸箕张庄（前毕庄）、后毕庄村、巩庄村、吴庄村、刘坑村（刘坑西村、刘坑东村、新刘坑村）

、郝庄村、南楼村、徐庄村、五零村、西张庄村、前三里村、罗庄村、双碾村、高庄村、景庄村、罗楼村

、刘早村、潘庄村、陈老庄、文早村、苏庄村、葛楼村、蚕王庙村、五罗徐村、军寨村、后三里村（后三

里店村）、红庙村、王路庄村、马路庄、沈庄村、毛营村

4109260202 69

濮阳市 范县 杨集乡 李辛店村、焦庄村、王辛店村、刘辛店村 4109260202 69

濮阳市 范县 辛庄镇 高芦庄村、姜堤口村、朱李村、西闫楼村、东闫楼村、叶庄村、后胡村、曹楼村 4109260202 69

濮阳市 范县 高码头镇 高码头村、前范庄村、中范庄村、孔河村、王堂村 4109260203 69

濮阳市 范县 白衣阁乡
吴屯村、于楼村、孙楼村、辛庄集村、时永集村、北张庄村、丁庄、郭庄、董楼村、司王庄村、刘屯村、

孙庄、郑王庄、甜水井村、十八里铺、四合村
4109260301 66

濮阳市 范县 高码头镇

范段楼村、大丁庄村、宋名口村、前石楼村、前高湾村、老范庄村、冀庄村、堂村(薛堂村)、高孟庄村、

分化台村、周堂村、寇庄村、袁庄村、后石楼村、后高湾村、陈丁庄村、冯庄、七里河村、牛楼村、江庄

村、北丁庄村、宋楼村、仲庄村、赵楼村、北张庄村、黄范庄村、东孙庄村、范张楼村、杨楼村、候庄村

、葛口村、陈高庄村、大孙楼村、丁大寺村、南张庄村、曹庄村、大王庄村、阳谷段村、范农官村、孙瓦

屋村、张吴庄村、牛口村、乔洼村、丁河涯村、陈堂村、三教堂村

4109260301 66

濮阳市 范县 城关镇 西李庄村 4109260301 66

濮阳市 范县 颜村铺乡
中冯崮村、孙庄村、八里庄村、前冯崮村、后冯崮村、东于庄村、教场村、赵耿王村、杨耿王村、卓楼村

、徐庄村、王麻口村、吕庄村、郭麻口村、葛庄村、胡楼村、卓高王村
4109260301 66

濮阳市 范县 龙王庄镇

李楼、刘桥、前祝庄、侯桥、胡洼村、西于楼、吴桥村、万庄村、徐胡同村、李鲁元村、西赵庄、东于楼

、胡楼、蔡潭村、柏庄、张大庙村、龙王庄、张楼村、付金堤村、邢楼村、西屯村、蔡庄村、田柳寺村、

林庄、梁庄、顾庄、徐庄、高庄、后孙庄、北张庄、朱庄、后祝庄、尚袁庄、东屯村、前孙庄、义和庄村

4109260301 66

濮阳市 范县 陈庄镇

后双庙、前双庙、刘桥村、陆庄村、王张枣坡村、李庄村、刘楼村、朱张东枣坡、胡屯村、程朱庄村、贾

刘石村、刘张枣坡村、后油坊、姚庄、胡家庄、张康楼村、顾庄村、韩徐庄村、西朱庄村、杨楼村、南曹

楼村、郭庄村、东陈庄村、朱张西枣坡、前油坊、崔胡同、大辛村（大小辛村）、胡庄村、群坊村、谢楼

村、郝庄村、潘庄村、亚固堆枣坡村

4109260301 66

濮阳市 范县 王楼镇
叶庄村、东张村、张杨陈村、孙刘黄村、大赵村、建林村、李康店村、耿庄村、永王村、许堂村、卢寨村

、任庄村、赵海村、后楼村、苏庄村、马庄村、马楼村、野陈村、田窑村、鲁庄村、汲庄村
4109260301 66

濮阳市 范县 张庄乡 段楼村、高庄、张弓村、吕楼村 4109260301 66

濮阳市 范县 辛庄镇
杨庄村、葛刘庄村、李桥村、前胡村、高庄村、豆庄村、冯堤口村、韩庄村、董庄村、罗庄村、丹徐庄村

、祁庄村、张桥村、西王庄村
4109260301 66

濮阳市 范县 杨集乡

八里庄村、前小屯村、王马桥村、齐马厂村、温小屯村、宋马厂村、吴马厂村、李马桥村、陈庄村、宋洼

村、马庙村、凌花店村、前马桥村、洪窑村、九里庄村、边郭庄村、姚坊村、中辛店村、曹庄村、灵奶奶

庙村、李叶庄村、付马厂村、葛庄村、东辛店村、民义村

4109260301 66

濮阳市 范县 张庄乡

江庄村、于庄村、杨楼村、李菜园村、东白堂村、蒲笠崮堆村、凤凰岭村、赵庄村、前李楼村、西李庄村

、西白堂村、前张庄村、王德龙村、后李楼村、范祝庄村、杨沙窝村、旧城村、杨堂村、孔庄村、崔楼村

、储洼村、张万村、四合村、后房庄村、黄吕庄村、闵子墓村、杜吕庄村、前房庄村、朵庄村、路庄村、

许楼村、江楼村、葛楼村、夏庄村、后张庄村、冯潭村、范堂村、于集村、范自富村、后刘楼村、罗口村

、东陈楼村、田老庄村、大李庄村、张沙窝村、双庙朱村、蒋庄村、官路村、东辛庄村、王英庄村、王庄

村、南高庄村

4109260401 60

濮阳市 范县 高码头镇 三合村 4109260401 60



濮阳市 范县 龙王庄镇 高集村、侯庄村、祝桥村 4109260401 60

濮阳市 范县 陆集乡

刘绍武村、西吴庄村、西吴老家、胡庄村、七窗户村、白庄村、田崮堆村、丁石王村、刘庄村、石王野村

、坑西许楼村、前军张村、后石村、刘堂村、后王楼村、马路口村、前刘楼村、孙堤口村、祝庄村、后军

张村、张斗还村、中军张村、柯沙窝村、东菜园村、东吴老家、丁沙窝村、孙楼村、吴夏庄村、前王楼村

、李盘石村、南杨庄村、前石胡同村、王子于村、武寺庄村、陆集村、曹庄村、西菜园村、石大庙村、王

耿白村、张河涯村、王奎东村、北杨庄村、前张赵村、濮阳市林场、林楼村、坑东许楼村、东张庄村

4109260401 60

濮阳市 范县 辛庄镇

毛楼村、靳庄村、木庄村、彭楼村、石庄村、马棚村、柳元村、闫庄村、碱高村、武盛庄村、陈庄村、高

辛村、大于庄村、崔付孟村、东绦河村、崔楼村、苏庄村、孟洼村、后辛村、付庄村、刘葛庄村、毛岗村

、十五里村、西辛庄村、南庄村、张庄村、盆尧村、安冯庄村、吴庄村、河湾村、西绦河村、倪庄村、大

王庄村、前辛村、南徐庄村

4109260401 60

濮阳市 范县 杨集乡

芝铁炉村、前街村、任庄村、东桑庄村、西桑庄村、后街村、西牛桥村、前李胡村、位堂村、北李桥村、

东街村、十里庄村、后王庄村、杨庄村、邢庄村、中李桥村、苗王庄村、唐梁庄村、罗楼村、东牛桥村、

前后店村、南李桥村、丁胡庄村、中牛桥村、刘庄村

4109260401 60

濮阳市 范县 陈庄镇

张屯村、安兴寺村、黄营村、高侣庄村、韩庄村、后张庄村、仁和庄、邢庙村、程庄村、廖庄村、赵庄村

、高庄、廖桥村、肖庄村、刘烟墩村、荣庄村、南羊庄、西宋楼村、狄庄村、北羊庄、前张枣坡村、王庄

、东宋楼村、杨庄村（杨吴庄）、罗庄集、后张枣坡村、李烟墩村、顾屯村、西许楼村、史楼

4109260401 60

濮阳市 台前县 城关镇
崔苏、刘庙、姜楼、曹楼、韩庄、杨岗、台前村、李皮匠、于庙、油坊、后三里、长刘、姜岗、赵楼、刘

粗腿、徐岭东、徐岭西、高掌东、高掌西、前三里、尚庄、荆石满、丁李
4109270101 81

濮阳市 台前县 后方乡 后方、耿楼、王楼、北张、后张、前张、北辛庄、殷庄村、前方、张庄、姜庙、玉皇岭 4109270101 81

濮阳市 台前县 孙口镇

孙口村、孙码头、代那里（代庄）、刘桥、桥北张村、古贤桥、东白岭、西白岭、曹家、张塘坊、张固堆

(张堌堆)、前满村、白拉仝（白腊仝）、李明天、西官路、南孟、屈岭、曹岭村、乔坊、东关路、西影唐

前街(前街)、西影唐西街(西街)、影唐后街(后街)、司庄、刘奎斋东(奎斋东村)、奎斋西村、高庄、郭庄

4109270101 81

濮阳市 台前县 打渔陈镇 东仝 4109270101 81

濮阳市 台前县 城关镇 聂庄、高庙东、高庙西、解庄、刘楼（刘家楼）、老庄、前王楼 4109270201 72

濮阳市 台前县 侯庙镇

赵家庄、孟楼、碱场东、碱场西、兰赵、台村、四合村、金庄(北金庄)、邢庄、孙洼、徐岭、二合村、孟

庄、翟庄、国庄、许集、郭芦（郭楼）、苗西一、苗西二、苗口中、苗口东、马口、大李、西孙口（孙

口）、石槽、红庙、宋坑、黄固堆（黄堌堆）、后付楼、刘庄、徐沙沃、薛庄、朱沙沃、大杨、西武楼

（武楼）、高庄、艾楼、董楼南、董楼北、西岳楼（岳楼）、夹河、张楼东、张楼西、侯庙、后李庄（后

李村）、杨口、邱庄

4109270201 72

濮阳市 台前县 后方乡
武口、刘口、刘仁、东孙、中孙、芦里、大寺郭、刘天渠、仁和、纸王村、大王、东王坊、西张庄（西张

村）、东张庄（东张村）、王敖(王熬)、元官集、西王坊、前李、农科所
4109270201 72

濮阳市 台前县 清水河乡 姜庄、孙庄、王英楼 4109270201 72

濮阳市 台前县 马楼镇
马楼、吴楼、大寺张、裴城寺、西尚岭（西尚苓）、前尚岭、苗庄、毛河村、陈楼、东尚岭（东尚苓）、

王庄
4109270201 72

濮阳市 台前县 孙口镇 王黑 4109270201 72



濮阳市 台前县 打渔陈镇

打渔陈、三官庙、玄桥、石门李、李文彩、后柴、滕庄、吕辛庄、艾固堆(艾堌堆)、吕固堆(吕堌堆)、刘

街、孙街、马街、周庄、刘子渔、杨井、岳鲁、北丁庄、田庄、杨胡、中张、田那里、后门赵、党河口、

花庄、汪庄、师庄、何庄、朱那里、梁庙、马铁炉、前田楼、后田楼、枣梨河、尹那里、枣包楼、赵庄、

前柴、沙楼、南丁庄、邢仝、梁集、张庙、东殷庄、殷庙、田固堆(田堌堆)、王堂、接泊浪、南贾村、张

那里（西张）、汪庙

4109270202 72

南阳市 镇平县 遮山镇 罗庄村、马营村、小苏庄村、朱岗村、钟起营村、张湾村、东杨庄村、夏庄村 4113240306 72

南阳市 镇平县 柳泉铺镇 柳泉铺村、田岗回民村 4113240306 72

南阳市 镇平县 贾宋镇 上辛营村 4113240307 72

南阳市 镇平县 贾宋镇 苏曹营村 4113240308 72

南阳市 镇平县 贾宋镇 桥北村、薛关村、桥南村、桥东村、趙營村、小集村、牧庄村，桥西村 4113240309 72

南阳市 镇平县 枣园镇 上岗村 4113240309 72

南阳市 镇平县 张林乡 街西村、闻家营村 4113240310 72

南阳市 镇平县 侯集镇
东门村、西门村、南门村、北门村、狄庄村、高营村、宋小庄村、南洼村、姜营村、永丰庄村、乔旗营村

、谭寨村、大赵营村、常营村、项店村、王官营村、房营村、侯寨村、马圈王村
4113240311 72

南阳市 镇平县 安子营镇 安字营村、凉水井村 4113240312 72

南阳市 镇平县 彭营镇 彭营村 4113240313 72

南阳市 镇平县 石佛寺镇 贾庄居民委员会、仝堂村、黄楝崖村、坡根村、盘坡村、仝家岭村、党庄村、平顶山村、杨沟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晁陂镇 关帝庙村、老张营村、山头营村、大栗树村、草场吴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贾宋镇
苇子坑村、下户杨村、张楼村、师洼村、薛家村、闵河村、黑龙庙村、李民村、育茂张村、大徐营村、李

普吾村、老君庙村、寺后张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侯集镇 姜老庄村、向寨村、辛庄寨村、田寨村、宋庄村、刘营村、袁营村、宋营村、易营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老庄镇
老庄村、时沟村、李沟村、河东村、小西岗村、果营村、曾寨村、任家沟村、余堂村、玉皇庙村、马家场

村、赶仗河村、姜庄村、李家庄村、东湾村、王庄村、秋树湾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卢医镇
白龙庙村、小魏营村、周堂村、张沟村、大魏营村、何营村、金佛寺村、田河村、朱沟村、郝沟村、军刘

沟村、郭岗村、白杨树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遮山镇 铁匠庄村、孔营村、倒座堂村、韩沟村、陈沟村、白沟村、陈善岗村、王沟村、东魏营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高丘镇

靳坡村、韩营村、史岗村、家河村、乔沟村、谷营村、门岗村、陈营村、野鸡脖村、徐营村、凤翅山村、

傅寨村、李沟村、丁张营村、孙湾村、徐沟村、先师庙村、崔岗村、唐沟村，四山村、青山村、响水河村

、上河村、拐沟村、姚片河村、刘坟村、黑虎庙村、菊花场村、周盘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曲屯镇 安洼村、楼子王村、曹营村、刘冲村、马家村、花栗树村、罗洼村、彭岗村、齐岗村、五龙庙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枣园镇
枣园村、沟王村、塔梁村、绿化村、山南村、东黄村、山北村、下户村、老时营村、陈岗村、鱼池马村、

周岗村、城隍庙村、辛营村、烂银张村、大王庙村、蒋刘洼村、杨家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杨营镇 林寨村、李家营村、程庙村、代营村、薛庙村、草房梁村、沙家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柳泉铺镇
王河村、温营村、大庄寺村、新集村、大湖村、西沟村、温岗村、后洼村、付营村、青山村、朝阳村、任

家庄村、黄楝树岗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王岗乡
砚台蒙古族村、马岗村、杜庄村、管家村、前裴营村、鄢沟村、管刘庄村、谷坡村、胡营村、西李庄村，

厚碾盘村、岗西村、东李庄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马庄乡 马庄村、大龙庙村、杨寨村、小碾王村、黄楝扒村、栗扒村、夹河李村、白衣堂村、尤营村、唐营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张林乡

街东村、蒋庄村、李寨村、杨庄村、黑张村、土楼村、东赵营村、白庙村、华沟村、楚营村、不老刘村、

大陈营村、禹王庙村、布德王村、李慎动村、东黑龙庙村、朱张营村、黑龙集村、高庄村、余西村、贾庄

村、玉皇阁村、于河村、余东村、官寺村、太平观村、沙河刘村、公吉王村、方坡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安子营镇
邱庄村、刘张营村、草王庄村、王洼村、白草庄村、刁坡村、闫庄村、廖赵庄村、梨园村、堰岔村、姜庄

村、余寨村、何寨村、孙庄村、元明寺村，遇仙乔村、白坡村、史坡村、耿梁庄村、梁寨村、大王庄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彭营镇
粱洼村、冯营村、太子寺村、西王庄村、李锦庄村、司营村、李庄村、东宋营村、彭庄村、南王庄村、韩

堂村、北王庄村、田岗村、小范庄村、罗李沟村、李和庄村、田营村、柳园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郭庄回族乡 熊庄村、郭庄村、大张庄村、许桥村、白杨葩村、孙楼村、团结西村、团结中村、团结东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镇平县 二龙乡
二龙村、付家庄村、东马沟村、下河村、清凉树村、老坟沟村、黄竹笆寺村、凉水坪村、碾坪村、枣子营

村、四棵树村、石庙村、三谭村、王坪村
4113240401 63

南阳市 内乡县 城关镇 东风村、清真寺村、黉学村、南园村、北园村、书院村 4113250101 79.5

南阳市 内乡县 湍东镇 五里堡村、茶庵村、屈庄村、罗岗村 4113250101 79.5

南阳市 内乡县 城关镇 书院村 4113250102 79.5

南阳市 内乡县 湍东镇 龙园村、张岗村、东王营村 4113250102 79.5

南阳市 内乡县 湍东镇 北符营村、下洼村、庙岗村、周洼村、西王营村、花园村、清凉庙村、老牛铺村、龙头村 4113250201 72

南阳市 内乡县 大桥乡
灵山村、南王营村、郑营村、大周营村、建设村、大桥村、郭河村、杨沟村、磙子岗村、陡沟村、封营村

、谢营村、堰庄村、河南村
4113250201 72

南阳市 内乡县 赵店乡 赵店村、张庄村、郦城村、莲花村 4113250201 72

南阳市 内乡县 湍东镇 东王沟村、谢楼村、红堰河村、庞营村 4113250202 72

南阳市 内乡县 湍东镇 江园村、盆窑村、下河村、东符营村 4113250203 72

南阳市 内乡县 灌涨镇
陈营村、前湾村、杨营村、郭营村、屈营村、胡刘村、李营村、刘营村、魏庄村、灌涨村、街北村、岗头

村、水田村、杨寨村、杨洼村、宋营村、杨岗村
4113250203 72

南阳市 内乡县 大桥乡 程岗村 4113250203 72

南阳市 内乡县 板场乡 板场村 4113250301 69

南阳市 内乡县 夏馆镇 夏馆村 4113250302 69

南阳市 内乡县 七里坪乡 张洼村 4113250303 69

南阳市 内乡县 赤眉镇 黄岗村、赤眉村、马营村、陈湾村 4113250304 69

南阳市 内乡县 余关镇 余关村 4113250305 69

南阳市 内乡县 赵店乡 聂岗村、袁寨村 4113250306 69

南阳市 内乡县 马山口镇 岳岗村、大寨村、庵北村、河西村、郑湾村、樊岗村 4113250307 69

南阳市 内乡县 王店镇
马堂村、王湾村、石桥村、均张村、宋沟村、堰张村、杨湾村、四张村、岗樊村、刘观村、周营村、王店

村
4113250307 69

南阳市 内乡县 灌涨镇 杨集村、前马村、后马村、周岗村 4113250307 69

南阳市 内乡县 桃溪镇 吴沟村、石碑营村、桃溪村、寺河村 4113250308 69

南阳市 内乡县 红庙村、陈家营村(陈营村) 4113250308 69

南阳市 内乡县 师岗镇 十字堰村、郭营村、江营村、师岗村 4113250309 69

南阳市 内乡县 瓦亭镇 杨河村、瓦亭村、魏河村、石营村 4113250310 69



南阳市 内乡县 夏馆镇
师家湾村、吴岗村、栗园村、黄靳村、西河堂村、青杠树村、黄龙村、四台沟村、小栗坪村、大栗坪村、

大庄沟村、小湍河村、芦家坪村、万沟村、葛条爬村、牧珠琉村(牡珠琉村)、大块地村、湍源村
4113250401 63

南阳市 内乡县 马山口镇
寺山庙村、河口村、杜落庄村、石庙村、朱庙村、打磨岗村、白庙村、三岔河村、关帝坪村、花北村、李

井村、王场村、唐河村、马坪村、杏树坪村、老庄村
4113250401 63

南阳市 内乡县 湍东镇 董堂村 4113250401 63

南阳市 内乡县 赤眉镇
庙沟村、韩岗村、四坪村、齐营村、王堂村、庙山村、庙北村、邵家岭村、东北川村、杨店村、鱼贯口村

、夹道村、朱陈村、琴溪村、王庄村、福山村、张堂村
4113250401 63

南阳市 内乡县 王店镇 薛河村、显圣庙村、雷沟村 4113250401 63

南阳市 内乡县 板场乡
双庙村、河口村、让河村、三岔村、龙凤村、符庄村、后湖村、青竹村、玉皇村、冯庄村、长兴村、雁岭

村、符竹园村、文龙村、前庄村
4113250401 63

南阳市 内乡县 赵店乡 范营村、岗堤村、红堰村、花洼村 4113250401 63

南阳市 内乡县 七里坪乡
七潭村、野獐坪村、黄沙村、大龙村、御花园村、三道河村、高黄村、后坪村、马尾村、靳河村、青山村

、后会村、蚌峪村、流峪村、寺坪村
4113250401 63

南阳市 内乡县 余关镇
王沟村、大花岭村、黄楝村、子育村、李沟村、谢寨村、独树村、岳沟村、梁坪村、报事滩村、麦西村、

石庙凹村、麦子山村、东王庄村、東孙沟村、朱沟村、孙沟村
4113250401 63

南阳市 内乡县 马山口镇 闫岗村、茨园村 4113250402 63

南阳市 内乡县 王店镇 薛岗村、马沟村、黄河村、河东村 4113250402 63

开封市 祥符区 范村乡

大关头村民委员会、齐岗村民委员会、传里寨村民委员会、南村村民委员会、赤仓集（赤仓）村民委员会

、米店村民委员会、刘寨村民委员会、香坊村民委员会、边桥村民委员会、闫孟庄村民委员会、周里岗村

民委员会

4102240402 75

开封市 祥符区 陈留镇 宜村庙村民委员会、高庄村村民委员会、赵砦村民委员会 4102240402 75

开封市 祥符区 朱仙镇

河东村民委员会、西大街村民委员会、薛寨村民委员会、老潭寨村民委员会、腰铺村民委员会、韩岗村民

委员会、何寨村民委员会、贾寨村民委员会、小店王村民委员会、估衣街村民委员会、仰韶新村村民委员

会、黄岗村民委员会、木鱼寺村民委员会、北辛庄村民委员会、老饭店村民委员会

4102240402 75

开封市 祥符区 西姜寨乡

白庄村民委员会、后常岗村民委员会、吴寨村民委员会、前常岗村民委员会、扇车李村民委员会、后岗村

民委员会、咀刘村民委员会、水流村民委员会、土刘村民委员会、大孙村民委员会、韩寨村民委员会、油

村民委员会、寨刘村民委员会、仇店村民委员会、大王村民委员会、杨岗村民委员会、段木周村民委员会

、佛堂王村民委员会、贾岗村民委员会、刘俄村民委员会、刘庄村民委员会、郭厂村民委员会、铁刘店村

民委员会、史岗村民委员会、李店村民委员会、西姜寨村民委员会、靳寨村民委员会、小尹口村民委员会

、牛头山村民委员会、赵店村民委员会、大律王村民委员会

4102240402 75

开封市 祥符区 罗王乡

胡砦村民委员会、老九庄村民委员会、孙寨村民委员会、闫楼村民委员会、沟村民委员会、和辛庄村民委

员会、前虫村民委员会、查砦村民委员会郜贵寨村民委员会、李楼村民委员会、月林村民委员会、魏寨村

民委员会、姚庄村民委员会、冯庄村民委员会、施寨村民委员会、翟庄村民委员会、黄岗村民委员会、前

岗村民委员会

4102240402 75

开封市 祥符区 八里湾镇 姬坡村民委员会、内官营村民委员会、俄赵村民委员会、磨角楼村民委员会 4102240402 75

开封市 祥符区 半坡店乡

半坡店村民委员会、黄龙庙村民委员会、八府村民委员会、西常店村民委员会、常庄村民委员会、周庄村

民委员会、老庄村民委员会、叶庄村民委员会、喜村民委员会、程庄村民委员会、孔庄村民委员会、韦政

岗村民委员会、黑王村民委员会、石碑湾村民委员会、徐寨村民委员会、东常店村民委员会、大邢庄村民

委员会

4102240402 75



开封市 祥符区 万隆乡

河水村民委员会、谢庄村民委员会、万隆村民委员会、代庄村民委员会、金箔杨村民委员会、大田庄村民

委员会、华阳（华阳寺）村民委员会、大高庙村民委员会、余元村民委员会、中岗村民委员会、三赵村民

委员会、南杨（相仰）村民委员会、朱砦村民委员会、乔砦村民委员会、大辛庄村民委员会、北刘村民委

员会、大孟昶村民委员会、南刘村民委员会、四合庄村民委员会、大李庄村民委员会、周铺村民委员会、

荆科村民委员会、小高庙村民委员会、南武天村民委员会、苏贾庄村民委员会、南杨楼村民委员会、李连

村民委员会、青岗村民委员会

4102240402 75

开封市 祥符区 仇楼镇

大营村民委员会、沈李楼村民委员会、老牛庄村民委员会、韩三村民委员会、方庄村民委员会、吴楼村民

委员会、府里庄村民委员会、韩二村民委员会、韩一村民委员会、小营村民委员会、闫家屯村民委员会、

白庙村民委员会、万寨村民委员会、桑寨村民委员会、西白丘村民委员会、马庄村民委员会、辛口村民委

员会、毕桥村民委员会、张庄村民委员会、邢庄村民委员会、崔寨村民委员会、朱寨村民委员会

4102240402 75

开封市 兰考县 兰阳街道办事处
城春社区居民委员会、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城西社区居民委员会、城南社区居民委员会（陇海铁路以

北）、城北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2250101 96

开封市 兰考县 惠安街道办事处 田庄社区居民委员会（陇海铁路以北）、韩村社区居民委员会（陇海铁路以北） 4102250101 96

开封市 兰考县 兰阳街道办事处
陈寨社区居民委员会、朱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西岗头村民委员会、牛王庙村民委员会、五爷庙村民委员会

、老韩陵村民委员会全、城南社区居民委员会（陇海铁路以南）、城北社区居民委员会（商丘干渠以北）
4102250201 87

开封市 兰考县 桐乡街道办事处
二坝寨社区居民委员会、胡集社区居民委员会、鲁屯社区居民委员会、市皓社区居民委员会、许贡庄社区

居民委员会、薛楼村村民委员会、姜楼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2250201 87

开封市 兰考县 惠安街道办事处

孙庄村社区居民委员会、惠窑社区居民委员会、狮子固社区居民委员会、余寨社区居民委员会、豆寨社区

居民委员会、金营村民委员会、何寨村民委员会、陈斗寨村民委员会、桂李寨村民委员会、刘林村民委员

会、乔庄村民委员会、司野村民委员会、古寨村民委员会、杨山寨村民委员会、范楼村民委员会、常庄村

民委员会、李寨村民委员会；韩村社区居民委员会、田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2250201 87

开封市 兰考县 三义寨乡 张楼村民委员会、西侯寨村委、康寨村民委员会、西陈寨村民委员会 4102250201 87

开封市 兰考县 仪封乡 东岗头村民委员会（陇海铁路以南）。 4102250201 87

开封市 兰考县 桐乡街道办事处
高场社区居民委员会、韩陵寨村村民委员会、栗场村民委员会、盆窑村民委员会、王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新韩陵村村民委员会
4102250301 76.5

开封市 兰考县 东坝头乡 韩李村民委员会、南北庄村民委员会、双井村民委员会、魏庄村民委员会 4102250301 76.5

开封市 兰考县 红庙镇

北村村民委员会、程庄村民委员会、堤湾东村民委员会、堤西村民委员会、东村村民委员会、东刘陈铺村

民委员会、葛寨村民委员会、关东村民委员会、庙台村民委员会、牌坊村民委员会、双杨树村民委员会、

土岭村民委员会、西村村民委员会、西刘陈铺村民委员会、夏武营村民委员会

4102250301 76.5

开封市 兰考县 三义寨乡

白云山村民委员会、蔡楼村民委员会、曹新庄村民委员会、范台庄村民委员会、付楼村民委员会、管寨村

民委员会、河渠村民委员会、后尖庄村民委员会、后宜王村民委员会、贾堂村民委员会、老茄庄村民委员

会、李沟村民委员会、孟丁寨村民委员会、孟东村民委员会、孟南村民委员会、孟西村民委员会、南马庄

村民委员会、前尖庄村民委员会、前宜王村民委员会、三义寨东村村民委员会、三义寨西村村民委员会、

唐贾寨村民委员会、吴庄村民委员会、徐庄村民委员会、羊皮寨村民委员会、油坊营村民委员会、赵楼村

民委员会、宗寨村民委员会

4102250301 76.5

开封市 兰考县 仪封乡 东岗头村民委员会（陇海铁路以北） 4102250301 76.5

开封市 兰考县 堌阳镇

城内村村民委员会、东二村村民委员会、东关三村村民委员会、东关一村民委员会、西一村村民委员会、

西三村村民委员会、端庄村村民委员会、范寨村民委员会、贺庄村村民委员会、梁寨村村民委员会、南关

村村民委员会、牛营村村民委员会、秦寨村村民委员会、西关村民委员会

4102250302 76.5



开封市 兰考县 南彰镇
郭新斗庄村民委员会、南彰村村民委员会、双楼村民委员会、王庄寨村民委员会、肖庄村民委员会、徐洼

村民委员会、张贯主寨村民委员会
4102250303 76.5

开封市 兰考县 考城镇 大胡庄村民委员会、城北村民委员会、城东村民委员会、城南村民委员会、城西村民委员会 4102250304 76.5

开封市 兰考县 东坝头乡

东坝头村民委员会、高寨村民委员会、黄河道、雷集村民委员会、雷新庄村民委员会、栗场村民委员会、

孟房村民委员会、杨庄村民委员会、张庄村民委员会、长胜村民委员会、朱庵村民委员会、朱庄村民委员

会

4102250401 72

开封市 兰考县 桐乡街道办事处 东北场村民委员会、绳庄村民委员会、赵庄村民委员会 4102250401 72

开封市 兰考县 谷营镇

北高寨村民委员会、北高寨二村村民委员会、蔡集村民委员会、陈庄村民委员会、代寨村民委员会、东张

集村民委员会、凡集村民委员会、谷东村民委员会、谷西村民委员会、黄河道、霍寨村民委员会、碱庄村

民委员会、金庙村民委员会、李门庄村民委员会、马寨村民委员会、四明贰村村民委员会、四明叁村村民

委员会、四明壹村村民委员会、文集村民委员会、西张集村民委员会、新庄村民委员会、姚寨村民委员会

、袁寨村民委员会、岳寨村民委员会、张庄村民委员会、中明东村民委员会、中明西村民委员会

4102250401 72

安阳市 滑县 上官镇

上官村、陶家、丁庄、东山峰、中山峰、前山峰、西山峰、袁庄、胡庄、干柳树后街村、干柳树东街村、

干柳树西街村、干柳树前街村、河道村、东太和村、西太合村、吴村、华家、赵庄、逯堤、永兴营、刘庄

、牛屯、关帝庙、兰一村、兰三村、郭固西街、郭固营、南刘庄、孟庄、谢寨村、民王庄、崔阳城、郭新

庄、郝一村、郝二村、赵关庄、西和村

4105260301 57

安阳市 滑县 老店镇
老店集、西老店、东马庄、第三营、王岳村、东岳村、东悦庄、岳村集、前小庄、后小庄、东杏头、小石

庄、常屯、青口
4105260301 57

安阳市 滑县 慈周寨镇

慈周寨第一、慈周寨第二、慈周寨第三、慈周寨第四、慈周寨第五、后赵、牛吴娘寨、王吴娘寨、郝庄、

西连屯、郭屯、东连屯、尚寨第一村、尚寨第二村、尚寨第三村、枣科、前一村、北李庄、尹庄、后李方

屯

4105260301 57

安阳市 滑县 瓦岗寨乡 马庄、瓦岗寨村、前刘庄 4105260301 57

安阳市 滑县 王庄镇
莫庄、耿庄、窦庄、车店、前王庄、后王庄、鲁庄营、董村、邢行、丁堤口、什集、新集、南村、小屯、

路庄
4105260301 57

安阳市 滑县 小铺乡

常庄、东杨庄、界河路、小武庄、牛庄、中寺、申堤上村、后寨、杨赵庄、申堤下村、大武庄、西程寨、

前杜庄、姜庄、关店、苇园、许庄、前任庄、后任庄、大张庄、陈李庄、后杜庄、前逰舫、八里庄、后逰

舫、薛店、杨公店、李胡寨、郑家庄、董村、申家庄、东程寨一村、东程寨二村、新庄

4105260301 57

安阳市 滑县 半坡店乡
半坡店南街、半坡店北街、刘堤、黄塔、卜屯、马庄、西孟虎寨、东孟虎寨、程庄、陈玉庄、东明店、西

明店、孙庄
4105260302 57

安阳市 滑县 牛屯镇 东街、南街、西街、北街、周王庄、高营、小庄、河东湾、后街、徐庄 4105260303 57

安阳市 滑县 焦虎镇
焦虎集刘街、焦虎集王街、焦虎集焦西、焦虎集焦南、焦虎集北街路西、焦虎集北街路东、暴庄、崔庄、

赵庄、齐营、陈小营、郝庄、陈庄、蒿丘营、樊庄、毛庄
4105260304 57

安阳市 滑县 半坡店乡 西缑庄 4105260304 57

安阳市 滑县 桑村乡
后胡庄、孟庄、魏庄、华庄、陈大召、杨大召、桑村集、南桑村、西桑村、赵庄、杨庄、前胡庄、邵大召

、柳围里、东上村、西上村
4105260305 57

安阳市 滑县 老爷庙乡
南新庄、冢头营、侯小寨、袁小寨、李大厅、玉东、刘户固、孙户固、马户固、王户固、张户固、南户固

、苏小寨、韩小寨、西中冉、西塔邱、南塔邱、赵户固、玉西、中寨、孔村、黄庄、郝寨、陈家营
4105260305 57

安阳市 滑县 万古镇
樵邱、寺台、新庄、胡营、双井、张营、东万古、西万古、马成精、忠厚、范寨、刘营、徐王营、李寨、

张庄、杜庄、凤亭、把里、东妹村
4105260305 57



安阳市 滑县 高平镇

西大庙、蒋堤、苗邱前街、东大庙、牟家、有理、冯谭村、高平集、蒙堤、西高平、三教堂、东起寨、赶

鹅前街、赶鹅后街、刘谭村、苗邱西街、苗邱东街、周谭村、西起寨、宋子厢、肖谭村、冉固、李堤、中

大庙、粱二庄北街、粱二庄西街、粱二庄东街、大子厢前街、大子厢后街

4105260305 57

安阳市 滑县 白道口镇
蔡胡、杨店、北王庄、后赵胡、张林庄、大留营、后吾旺、秦刘拐、民寨、西河京、李村、许村、前赵胡

、冯庄
4105260401 55.5

安阳市 滑县 枣村乡 大罗、闫楼、焦楼、白庄、西姜庄、东姜庄、耿庄、闫庄 4105260401 55.5

安阳市 滑县 四间房乡 大吕庄、北呼、西呼、东呼 4105260401 55.5

安阳市 滑县 白道口镇 冯村、陈营、李营、李虎寺、周村 4105260402 55.5

安阳市 滑县 四间房乡
史寨、花堤口、王道口、南召集、陈庄、王寨、潘寨、朱店、后赵拐、前赵拐、潘张、李寨、马寨、王三

寨
4105260402 55.5

安阳市 滑县 留固镇 温庄、前庄、李庄、耿庄、杨新庄、东冢头 4105260402 55.5

安阳市 滑县 八里营乡
康庄村、北史庄、张庄、关庄、李庄、祝庄、后营、北杨柳、后齐继、西齐继、东草坡、西草坡、火刘庄

、徐庄、东郭庄、西郭庄、伍县村、高墙营、前齐继、前草坡
4105260402 55.5

安阳市 滑县 赵营乡
边营、小韩、玉庄村、蔡营、大王庄、杨庄、西单寨、牛寨、苏寨、魏寨、秦寨、新集、东乱革、后陈家

、朱寨、西南庄、店子、东单寨、田庄、西新庄、中新庄、刘庄、西乱革、付乱革
4105260402 55.5

安阳市 滑县 大寨乡
东刘庄、汴村、郭庄、潘家、董寨、段寨、李前街、李中街、朱草坡、娄草坡、山木村、张寨、王庄、李

后街
4105260402 55.5

安阳市 滑县 上官镇
武安寨、鲁邑寨西街村、鲁邑寨中街村、鲁邑寨东街村、闫柳里、姬柳里、殷柳里、陆合村、李阳城、徐

阳城、郝三村、韩新庄、焦二寨
4105260403 55.5

安阳市 滑县 老店镇

白露、河东、长屯南街、长屯北街、吴河寨、东吕庄、耿范、尧头、马兰、焦庄、曹固、曹固营、任庄、

西马庄、马村、王新庄、火店、安上、小西南、西悦庄、物头集、前物头、齐寨、毕庄、高庄、西吕庄、

卢营寨内、卢营寨外、王会、后物头、青庄、田堤口、前马胡寨、西马胡寨、东马胡寨、张庄、大石庄、

小道口、李井、刘村、泥马庙、谭集、牛新庄、刘碱场、落寨、桑寨、小屯村、西杏头

4105260403 55.5

安阳市 滑县 瓦岗寨乡

东梦庄、西梦庄第一村、西梦庄第二村、西梦庄第三村、西梦庄第四村、冯寨、张虎庄、西屯、东屯、周

道、西大操、东大操、大范庄、魏庄、新乡屯、耿庄、小范庄、赵庄、彭庄、赤水、百尺口后街村、百尺

口前街村、邓庄、伦庄、原西庄、原东庄

4105260403 55.5

安阳市 滑县 牛屯镇

大王村、小王村、王村、双狮、东姜村、马小集、尚刘庄、蔡村、晋营、贺林、丁林、西常、东朱、位园

、尹庄、芦村、前街、聂家寨、小王庄、东杨庄、张营、米庄、后寺、前寺、大王庄、王鸭固、后鸭固、

冯付、寨外、前樊、何庄、大班村、小班村、高班村、杜庄、齐庄、鸭固集、李建村、白马寺、懋德林、

郑庄、西杨庄、黄营、前马、后马、大马、马圪当、西姜村、宋林、申林、辛庄、雪坡寨、马居寨、于村

、沙圪当、暴庄、程坡寨、车夫屯、老湾

4105260403 55.5

安阳市 滑县 焦虎镇

陶寺、刘格垱、韩王庄、田二庄后孔、田二庄西朱、田二庄前王、姚寨、关邓、关刘、前张、桑科营前街

、桑科营后街、邓庄、阴店、屯集、小井、小宿、曹庄、西胡、双沟、何庄、沙河、阳兆、祁屯、晏口、

满村、米口、马村、东胡、张胡、游庄、青庄、缑庄

4105260403 55.5

安阳市 滑县 半坡店乡

罗堂、闫河屯、王林、零河、伍官营、西老河寨、严庄、沙河、后安虎寨、秦屯、石庄、杏头、前安虎寨

、石佛、段屯、李屯、汪庄前街、汪庄后街、蒋庄、东常、魏屯、前邵屯、后邵屯、西常、古柳树、车村

、后营、前营、前周、张庄、柳村、东老河寨、沙滹沱

4105260403 55.5

安阳市 滑县 王庄镇
前邢村、后邢村、高郎柳、郎柳集、柴村、冯庄、堤南、仝庄、大柳树、柳圈、东申寨、西申寨、郭草滩

、刘草滩、沙店南街、沙店北街、沙店东街、西沙店、谢道口、北草滩、古岸、闫村、龙村、汪店
4105260403 55.5

安阳市 滑县 留固镇 第三营、许营、西双营、中双营、东双营、王里村、西付村、中付村、东付村 4105260404 55.5



安阳市 滑县 八里营乡 东宫寨、西宫寨、付屯、前黄店、西黄店、郝苑村、张苑村、刘苑村 4105260404 55.5

安阳市 滑县 大寨乡
崔孤屋、辉庄村、丁家、冯家、张家、卢家、沙窝营、大正村、西冯营、韩亮、李孤屋、孟孤屋、东梁家

、西梁家、肖家、杜家、常营
4105260404 55.5

安阳市 滑县 桑村乡
高齐邱、南齐邱、冯齐邱、北齐邱、肖齐邱、甘露、回木、贯道、贾金德、路金德、李金德、王金德、江

马厂、郭马厂、后王马厂、前王马厂、绳马厂、周马厂
4105260404 55.5

安阳市 滑县 老爷庙乡

平上、刘庄、北塔邱、半坡店、后营、徐固营、左庄、东中冉、王伍寨、大大章、西大章、东大章、前石

光、后石光、聂庄、六合村、三义寨、南屯、朱庄、桂庄、姬屯、第六营、北小寨、曹起营、岳营、郑前

街、郑后街、郑常街、郑张街、西李家、东庄、南庄、南徐、北徐、位庄

4105260404 55.5

安阳市 滑县 万古镇
今古营、棘马林、袁庄、梁村、前营、后营、西乔庄、穆营村、东双庄、西双庄、东九营、西九营、苏庄

、郭庄、武庄、御驾庄、王庄、东乔庄、田庄、史寨、辛寨、
4105260404 55.5

安阳市 滑县 万古镇 中妹村、西妹村 4105260404 55.5

安阳市 滑县 高平镇
赵庄、张堤、石营、前侯、张庄、后侯、张八寨、雷庄、前留香寨、后留香寨、东留香寨、河门头、东吴

、前禹、葛村、同罡、后谢、后胡、崔七寨
4105260404 55.5

安阳市 滑县 上官镇 兰二村、后刘村、车家村、郭固南北街、大槐树、北魏寨、丁寨村 4105260404 55.5

安阳市 滑县 慈周寨镇

小果园、林头第一村、林头第二村、前大寨、中大寨、后柿园、后大寨、方易寨、朱吴娘寨、叶河道、柴

胡寨、李白社、西九女堽、前屯后街、小堽、陈位寨、南李庄、寺头村、孙白社、毛白社、闫庄村、前柿

园、高家庄、东九女堽村

4105260404 55.5

濮阳市 台前县 夹河乡 北宋（北宋楼）、王于、东孙庄村(西黄口)、万桥 4109270202 72

濮阳市 台前县 侯庙镇 满庄、白楼、西刘楼、袁楼、前付楼、王泵 4109270301 66

濮阳市 台前县 清水河乡

东街、南葛、北葛、甘草(甘草堌堆村)、西李、寇庄、卢庄、汪庄、岳楼、潘集、铁庙、王庄、尖固堆(尖

堌堆)、邵集、仝庄、宋庄、张际阳、薛刘、辛庄、柳园、东孟楼、西孟楼、岳庄、黄庄、蒋庄、北街、西

街、闫庙、路庄、丰刘程、前王集、后王集、和平张庄、太平庄、郭庄（西郭庄）、申庄、油房李村、李

庄村（前李庄）、南王庄、油坊赵、丁李（丁李庄）

4109270301 66

濮阳市 台前县 马楼镇

满那里、靛池楼、后杨、前秦、后秦、闫霍、闫庄、孙占、梁路口、王潭（王坦）、河西赵、河西王、刘

心实、前张胡同、后李楼、前李楼、闫五斗、张贯、龙湾、后赵、前赵、胡庄、后张胡同、葛集、三义村

、后韩胡同、前许楼、后许楼、闫那里、李胡、黄那里、张集、李华、武楼、马那里、遵化庄、马庙（南

马庙）、李开甫、棘针园、席胡同、韩庄、辛庄（南辛庄）、刘楼、黄那里与武楼争议地

4109270301 66

濮阳市 台前县 夹河乡

前夹河、南宋、南张庄、西黄口(飞地)、后店子、姚邵、林楼、林坝、贺洼、董桥、东黄口、张广、霍庄

、刘家庄、汤庄、田楼、于楼、东卢庄、大坝、楚庄、西杨、东丁桥、南丁村、西北丁桥、张书安、陆楼

、白铺、南姜庄（南姜）、田湾、沈堤、关庄、顾庄、八里庙、后夹河、沙湾、崔庄村、许庄、代庄（戴

庄）、南张庄村、万桥村(飞地)、北丁桥、金庄、姜庄

4109270302 66

濮阳市 台前县 吴坝镇

晋城、大洪口、北姜庄、石桥、徐固堆(徐堌堆)、北张庄、吴坝、李坝、王坝（王中坝）、东周庄、牛三

里、马三里、王三里、郑三里、西董、侯庄、马庄、志门、前高、后高、沈屯、十里井、西赵桥、东桥、

朱庄、丰庄、西穆、东穆、柿子园、邵庄、前董、杨洪、东张堂（东张村）、西张堂（西张村）、堤头村

、南李坝、东赵村、西赵村、翁庄、马庙

4109270302 66



濮阳市 濮阳县 城关镇

北关村(北关街）、新民街、红星街、和平街、新华街、陈村、红卫村（红卫街）、北街村、、西门里村、

蔡寨村、民主村（民主街村）、城隍庙村、南街村、南关村、西街村（西一街村、西二街村）、荣湾村、

郭寨村、西关村、杜庄村、温庄村、东街村、东关村、杨拐村、黄楼村、吉村、李堤村、张庄村、王村、

西豆堤村（西窦堤村）、东豆堤村(东窦堤村）、龙堤村、魏庄村、赵堤村、宋村、陈拐村、铁炉村、谷家

庄村、邢楼村、裴西屯村、大屯村、后田丈村、贺村、邢庄村、前田丈村、文村、樊村、孙庄村、王庄村

、南堤村

4109280101 92.25

濮阳市 濮阳县 清河头乡

陈庄村（G106国道以西部分）、管五星村（G106国道以西部分）、刘五星村、前刘贯寨村（G106国道以西

部分）、岳堤口村（G106国道以西部分）、刘思公村（G106国道以西部分）、西清河头村（G106国道以西

部分）、鲁五星村

4109280101 92.25

濮阳市 濮阳县 清河头乡

管五星村（G106国道以东部分）、桃园村、吴堤口村、陈庄村（G106国道以东部分）、西清河头村（G106

国道以东部分）、刘思公村（G106国道以东部分）、岳堤口村（G106国道以东部分）、前刘贯寨村（G106

国道以东部分）、中清河头村、东清河头村、西刘贯寨村、东刘贯寨村、沙河寨村、振兴寨村、焦寨村、

西大韩村、东大韩村、杨昌湖村、娄昌湖村

4109280201 90

濮阳市 濮阳县 胡状乡 雷庄村、安村、黄村、西牛庄村、安寨村、中草庙村、东草庙村、炉里村 4109280201 90

濮阳市 濮阳县 五星乡
杜家寨村（杜寨村）、水牛寨村、赵寨村、西八里庄村、东八里庄村、谢店村、王寨村、魏寨村、马寨村

、张家寨村（张寨村）、前吕寨村、后吕寨村、李岸村、西高城村、东高城村、七王庙村
4109280201 90

濮阳市 濮阳县 柳屯镇
赵寨村、刘庄村、焦村、官仁店村、于家村、杨什八郎村、单什八郎村、韩村、高村、陈村、七娘寨村、

柳屯村、刘拐村、张寨村、大没岸村、韩没岸村、杨村
4109280201 90

濮阳市 濮阳县 文留镇

沙滩村、左枣林村、程枣林村、王程庄村、房刘庄村、王明屯村、后邢屯村、西邢屯村、东邢屯村、林庄

村、杨庄村、后草场村、巴庄村、前赵楼村、后赵楼村、虫王庙村、前草场村、后盆城村、前盆城村、董

庄村、枣科村、东张庄村、安庄村、盛庄村、赵庄村、文留村、吉庄村、诗郎寨村（侍郎寨村）、杨肖寨

村、孟英村、李肖寨村、西酸庙村、东酸庙村、西刘肖寨村、东肖寨村、韩李庄村、银岗村、胡家庄村、

高庄村、崔庄村、袁庄村、南园村、任庄村、田庄村、荆台村、刘庄村、东王庄村、新车庄村、安楼村、

冯楼村、马寨村、贯头寨村、尚楼村、齐庄村、中车庄村、寺台村、化庄村、南王庄村、刘楼村、芽豆屯

村、南张庄村、邱庄村

4109280301 87

濮阳市 濮阳县 户部寨镇

宗郭庙村、碱王庄村、张堂村、刘高庄村、江庄村、侯里家村、东道期村、孙庄村、李道期村、郝道期村

、大李庄村、户部寨村、后郭庄村、前郭庄村、大张庄村（大张村）、王张村、董老寨村、王新寨村、大

屯村、双屯村、小濮州村、前郭龙村、黑马庄村、申庄村、后郭龙村（后郭龙村、邵庄村）、肖庄村、大

高庄村、马庄村、沙窝村、黄庄村、许集村、许窑村、左店村、单寨村、田楼村、前李海村、后李海村、

前榆园村、任堤口村、双寨村、杨李店村、后榆园村、戚庄村、许庄村、小寨村、杨楼村

4109280301 87

濮阳市 濮阳县 柳屯镇

兴张村、吉洼村、吉村、榆林头村、吉堂村、黄庙村、曲六店村、虎山寨村、渡母寺村、小寨村（毛小寨

村）、马寨村、北李庄村、这河寨村、枣科村、土岭头村、肖楼村、北赵庄村（赵庄村）、花庄村、小集

村、张庄村、陈窑村、朔村、文王庄村、东陈庄村、西陈庄村

4109280301 87

濮阳市 濮阳县 徐镇镇

徐镇镇村（徐镇村）、王楼村、老街村、聂大寨村、程大寨村、蔡吉村、马吉村、尹大寨村、长亭村（长

乐亭村）、任吉村、刘八劝村、廉八劝村、吉寨村、后大寨村、方八劝村、屠八劝村、刘大寨村、梁大寨

村、王定村、三合村、任楼村、旺寨村、董寨村、晁寨村、刘黄庄村、宋黄庄村、黄家寨村、袁黄庄村、

高黄庄村、后范寨村、前范寨村、前九章村、天保寨村、李忠陵村、武忠陵村、后九章村、杨郭村、程忠

陵村、李九章村、夏郭村、李郭村、翟忠陵村、晁楼村、谢郭村、曹庄村

4109280401 75



濮阳市 濮阳县 八公桥镇

赵马寨村、大山村、主布村、闫寨村、孙寨村、后李村、台上村、燕寨村、蔡油坊村、贾寨村、田油坊村

、刘海村、于家洼村、店当村、东韩信村、南靳寨村、彭寨村、西韩信村、山王寨村、南王庄村、王楼村

、窦寨村、林寨村、盖沙口村、于王庄村、杏园村、石家集村、李村、刘湾村、武家寨村、单楼村、草场

村、葛寨村、刘堌堆村、郝寨村、前高寨村、后高寨村、郭庄村、三合村、倪家寨村、黄寨村(赵黄寨村)

、李家楼村、吕家海村、王花园村、东街村、郭花园村、南街村、程花园村、西街村、中炉里村（芦里

村）、贲寨村、南关村、史家寨村、夏木村、张路口村、小山村、北靳寨村、杨寨村、北赵寨村、寨城村

、庞寨村、杜家楼村、北王庄村、竹邱村

4109280401 75

濮阳市 濮阳县 庆祖镇

庆中村、魏榆林头村、王还城村、罗还城村、新还城村、庆北村、曾小邱村、水屯村、后付将营村、东台

上村、郎家寨村（郎寨村）、前贯道村、西台上村、大桑树村（大桑树南五街、大桑树北二街、大桑树北

六街、大桑树西街、大桑树北三街、大桑树南一街）、太平村、后贯道村、前栾村、后栾村、前杨村、毛

寨村、后杨村、黄邱村（黄邱村、逯寨村、翟砦村）、东李寨村（东李家寨）、西李寨村（西李家寨）、

前孙家村、常寨村、姜庄村、后孙家村、前郑寨村、后郑寨村（后郑砦村）、前武陵村、张贾村、后武陵

村、田贾村、东付将营村、范寨村、前付将营村、潘家寨村（潘家村）、东辛庄村、西辛庄村、刘榆林头

村、黄庄村、刘还城村、庆南村、张榆林头村、孙还城村、朱小邱村

4109280401 75

濮阳市 濮阳县 习城乡 孔店村、杨店村、王店村、董寨村、后三村、马寨村、程寨村、青古庄村 4109280401 75

濮阳市 濮阳县 鲁河镇

西杨什八郎村、中白楼村、新村、龙宿村、寺上村（东寺上村、西寺上村）、顾家庄村、丈古集村、前杜

庄村、后杜庄村、李屯村（李家屯村）、窦楼村、朱家庄村、王龙庄村、前南孟村、刘南孟村、朱南孟村

、张庄村（西张庄村）、梁庄村（东梁庄村）、安什八郎村、王什八郎村（王家什八郎村）、顾头村、前

杜堌村、柘桑村（柘桑树村）、南杨什八郎村、前白楼村、翟庄村、后杜堌村、田庄村、季什八郎村、西

白楼村、东白楼村、高庙村、铁刘庄村、鲁河村、刘坊村、水杨家村、许屯村、李家庄村、高庄村、贾庄

村（东贾庄村）、寨上村、邢庄村、前巴河村、东巴河村、中巴河村、西巴河村

4109280401 75

南阳市 内乡县 灌涨镇 前楼村、寺洼村、刘岗村、山底村 4113250403 63

南阳市 内乡县 师岗镇

吕家沟村、付湾村、山峰村、张集村、王岗村、永青村、付王苗村、西坡村、唐营村、青薇村、吕营村、

水牛沟村、八里岗村、时店村、垮子营村、鄂沟村、江家村、东坪村、曹营村、李沟村、张沟村、王营村

、苗庄村

4113250404 63

南阳市 内乡县 湍东镇 赵沟村 4113250404 63

南阳市 内乡县 瓦亭镇
周家村、闫湾村、杨沟村、罗沟村、温岗村、薛岗村、庞集村、药山村、春景村、袁沟村、山南村、袁营

村
4113250404 63

南阳市 内乡县 赵店乡 杜沟村、大峪村、黄营村、长岭村、张楼房村 4113250404 63

南阳市 内乡县
村、水沟村、吴家庄村

4113250404 63

南阳市 内乡县 桃溪镇 桃庄河村、黑山村、东川村、大路村、彭沟村 4113250404 63

南阳市 淅川县 商圣街道办事处 冬青社区、狮子路社区、幸福社区、顺风社区、 4113260101 78

南阳市 淅川县 龙城街道办事处 郑湾社区、西湾社区、上集社区、春风社区、红旗社区 4113260101 78

南阳市 淅川县 金河镇 金河社区、金汇社区、金源社区 4113260101 78

南阳市 淅川县 上集镇 程营社区、朝阳社区、谢岭社区 4113260101 78

南阳市 淅川县 上集镇 铁庙村、石咀村 4113260201 75

南阳市 淅川县 上集镇 丹阳社区、东方社区、罗池贯社区、商圣社区、钟观社区、刘营社区、梁洼村 4113260202 75



南阳市 淅川县 荆紫关镇
中街村、南街村、北街村、汉王坪村、药王庙村、新石门村、穆营村、码头村、魏村、店子村、史家村、

张村、西头村
4113260301 69

南阳市 淅川县 西簧乡 河北营村、关帝庙村、大石河村、谢湾村、李湾村 4113260302 69

南阳市 淅川县 毛堂乡 毛堂村、老田村 4113260303 69

南阳市 淅川县 荆紫关镇 山根村、程家凹村 4113260304 69

南阳市 淅川县 寺湾镇 西营村、下街村、夏湾村、前营村、火星庙（大坪）村、高湾村、上街村 4113260305 69

南阳市 淅川县 滔河乡 姬家堰村、清泉村、严湾村、万家岭村、贺家坡村、石庙湾村、东沟村、白亭村 4113260305 69

南阳市 淅川县 金河镇 江沟村、火煤村 4113260306 69

南阳市 淅川县 毛堂乡 窑沟村、白树村 4113260306 69

南阳市 淅川县 上集镇 老坟沟村 4113260307 69

南阳市 淅川县 上集镇 娃鱼河村 4113260308 69

南阳市 淅川县 金河镇 蒿坪村 4113260309 69

南阳市 淅川县 金河镇 中吴店村、下吴店村 4113260310 69

南阳市 淅川县 上集镇
东川村、陈家庄村、下集村、刘庄村、下张沟村、杨营村、青龙村、梁家山根村、水田村、大坪村、塘坊

村
4113260310 69

南阳市 淅川县 大石桥乡 姚家湾村、大石桥村、贾洼村、清风岭村、东湾村 4113260311 69

南阳市 淅川县 滔河乡 黄桥村、文家坑村、朱山村、罗山村、喻家沟村 4113260312 69

南阳市 淅川县 老城镇 秧田村、陈岭村、黑龙泉村、穆山村 4113260313 69

南阳市 淅川县 盛湾镇 盛湾村、柴店村、马家沟村、马湾村、河扒村、姚营村、陈岗村、宋湾村 4113260314 69

南阳市 淅川县 马蹬镇 崔湾村、高庄村 4113260315 69

南阳市 淅川县 马蹬镇 张岭村、黄庄村、孙庄村、东兴社区、马蹬社区、马家村、财神庙村 4113260316 69

南阳市 淅川县 盛湾镇 瓦房村 4113260317 69

南阳市 淅川县 厚坡镇 刘营村、韦集村 4113260318 69

南阳市 淅川县 厚坡镇 王寨村 4113260319 69

南阳市 淅川县 仓房镇 仓房村、磨沟村、侯家坡村、刘裴村 4113260320 69

南阳市 淅川县 香花镇 赵庄村、黄庄村、吴田村、香南村、香北村 4113260321 69

南阳市 淅川县 厚坡镇 大寨村、后街村、前街村、前河村、唐湾村、饶西村、马王港村、裴岗村、柴沟村、陈庄村 4113260321 69

南阳市 淅川县 九重镇
九重村、王家村、薛岗村、王楼村、程营村、丹阳村、张家村、孙营村、高家村、张楼村、水寨村、张河

村、唐王桥村、更生村
4113260321 69

南阳市 淅川县 大石桥乡

温家营村、磨峪湾村、柳家泉村、西岭村、东岳庙村、郭家渠村、毕家台村、段台村、荆扒岭村、陡岭村

、孙台村、官田村、茅坪村、袁岭村、纸坊沟村、刘家沟村、刘家坪村、池塘垭村、泉水沟村、横沟村、

上横沟村、石燕河村、石燕岭村、郑家岭村

4113260401 63

南阳市 淅川县 厚坡镇

李寨村、李华庄村、卢咀村、磙子沟村、闫寨村、张楼村、杨安村、杨窝村、蒋营村、后寨村、马庄村、

王营村、路岗村、胡湾村、严营村、张寨村、王岗村、陈营村、齐湾村、岗西村、小王营村、柏扒村、孙

寨村、胡家坡村、饶营村、付营村、赵寨村、唐庄村、七里村、张庄村

4113260401 63

南阳市 淅川县 金河镇

杨家村、石井村、北沟村、袁家村、姚湾村、王万岭村、茶亭村、观沟村、魏岗村、后湾村、后洼村、后

河村、龚井村、魏庄村、徐岭村、莲花村、东升村、丰华村、元山村、涧沟村、黑水庵村、李家湾村、玉

皇村、彪池村、杜湾村

4113260401 63



南阳市 淅川县 荆紫关镇

狮子沟村、上庄村、三岔村、上梅池村、小陡嶺村、菩薩堂村、大扒村、双河村、李营村、娘娘庙村、小

寺沟村、龙泉观村、孙家湾村、金家沟村、全庄村、麻墈村、冯营村、张巷村、庙嶺村、沙渠河村、吴家

沟村、小石槽沟村

4113260401 63

南阳市 淅川县 九重镇 刘沟村 4113260401 63

南阳市 淅川县 老城镇
王沟村、泉沟村、马沟村、冢子坪村、官福山村、石门村、秧地沟村、七里村、险峰村、杨家山村、下湾

村、王家岭村、石家沟村、武贾洲村、小街村、裴岭村、叶沟村
4113260401 63

南阳市 淅川县 马蹬镇

杜岗村、苏庄村、石桥村、小草峪村、青龙村、葛家沟村、黑龙村、关防滩村、余沟村、云岭村、白渡村

、吴营村、邢沟村、北山村、张竹园村、杨营村、陈店村、周营村、早行村、任沟村、桐柏庙村、寇楼村

、熊家岗村、金竹河村、双泉观村、云余移民新村、朱营村

4113260401 63

南阳市 淅川县 毛堂乡

老坟岗村、安沟村、洞河村、白水河村、高沟村、南泥湖村、毛湾村、大泉沟村、小泉沟村、曹庄村、贾

营村、银杏村、龙泉村、石槽沟村、纸坊沟村、闫家沟村、老沟村、下沟村、板山沟村、桥沟村、党院村

、铁僵沟村、朱家营村、马沟村、石门观村、庙沟村、裰落墓村、店子村

4113260401 63

南阳市 淅川县 上集镇
李家营村、张营村、周岭村、蛮子营村、简营村、李山村、新李营村、贾沟村、竹园村、韦岭村、白石崖

村、北岗村、缸窑村、三关岈村、
4113260401 63

南阳市 淅川县 寺湾镇

秦家沟村、园岭槐村、大华山村、杜家窑村、老庄村、杨凹村、孙家台村、上贾沟村、党岗村、清凉寺村

、水田峪村、陈家山村、罗岗村、老庙村、杜家河村、赵河村、三泉沟村、大峪沟村、柳林沟村、黄楝树

岭村

4113260401 63

南阳市 淅川县 西簧乡
卧龙岗村、柳树村、落阳村、桃花村、柳林村、白庄村、崖屋村、新建沟村、穆家沟村、带河村、张南沟

村、前湾村、代兴沟村、流西河村、七棵树村、黑马庄村、樟花沟村、解元沟村、毛庄村、梅池村
4113260401 63

南阳市 淅川县 香花镇
阮营村、土门村、北王营村、西岗村、蒿溪村、黑鱼沟村、三碑岗村、何家沟村、贾沟村、宋沟村、周沟

村、胡岗村
4113260401 63

南阳市 淅川县 上集镇 东沟村、关帝村、草庙沟村、槐树洼村、肖山村、大龙庙村、石板河村 4113260401 63

南阳市 淅川县 寺湾镇 孙家铺村、勃鸽峪村 4113260401 63

南阳市 淅川县 滔河乡 周营村、姬家山村、陈家洼村、蔡家村 4113260401 63

南阳市 淅川县 滔河乡 门伙村、盆窑村、余营村、陈家湾村、梁庄村 4113260405 63

南阳市 淅川县 仓房镇 周庄村、清泉村、马沟村 4113260406 63

南阳市 淅川县 盛湾镇

黄龙泉村、瓦屋场村、土地岭村、单岗村、周湾村、衡营村、花棚村、秀子沟村、阴坡村、白亮坪村、瓦

庙村、黄庵村、天池村、岔河村、养河村、大干街村、小干街村、小坑村、旗杆岭村、上王沟村、杨岗村

、兴化寺村蚂蚁沟村、胡营村、金池村、田川村、裴营村、横山凹村、卢庄村、陈庄村、袁坪村、分水岭

村、水泉村、井沟村、陈家沟村、剑沟村、泰山庙村、上王楼村

4113260406 63

南阳市 淅川县 滔河乡
龙潭沟村、白沙岗村、东闹峪村、横岭河村、刘伙村、孔家峪村、黄楝树村、尚岗村、岳洼村、阮伙村、

杨伙村、朱家沟村、大山村、白杨坪村、寺沟村、闫楼村、周家沟村、申明铺村
4113260406 63

南阳市 淅川县 仓房镇 党子口村、磊山村、王井村 4113260407 63

南阳市 淅川县 仓房镇 杨湾村 4113260408 63

南阳市 淅川县 仓房镇 胡坡村 4113260409 63

南阳市 淅川县 香花镇 张寨村、陈岗村、杨河村、槐道沟村、东岗村、杜寨村、乔庄村、雷庄村、白龙沟村、柴沟村 4113260410 63



开封市 兰考县 堌阳镇

曹寨村村民委员会、崔寺村村民委员会、刁楼村村民委员会、范场村村民委员会、郝场村民委员会、后孔

场村民委员会、后李场村村民委员会、后双井村村民委员会、黄口村村民委员会、雷一村村民委员会、雷

寨贰村村民委员会、雷寨三村村民委员会、梁场村村民委员会、周场村村民委员会、柳园村村民委员会、

吕堂村村民委员会、马目村村民委员会、牛场村村民委员会、孔场村民委员会、前李场村民委员会、前双

井村村民委员会、任庄村村民委员会、水驿村村民委员会、宋营村村民委员会、宋营一村村民委员会、宋

营三村村民委员会、汪营村村民委员会、王场村村民委员会、王庄村村民委员会、岳寨村村民委员会、张

庄村村民委员会、东朱庄村村民委员会、左寨村村民委员会、孟寨村村民委员会

4102250401 72

开封市 兰考县 红庙镇

白楼村民委员会、北代庄村民委员会、樊庄村民委员会、管场村民委员会、郭庄寨村民委员会、孔庄村民

委员会、李庄村民委员会、毛草庄村民委员会、普营村民委员会、亓庄村民委员会、青龙岗村民委员会、

西王庄村民委员会

4102250401 72

开封市 兰考县 孟寨乡

坝城寺村民委员会、东曹庄村民委员会、大力集村民委员会、刁庄村民委员会、憨庙村民委员会、憨寺村

民委员会、韩西寨村民委员会、韩营村民委员会、何二庄村民委员会、虎羊寨村民委员会、马林寨村民委

员会、孟寨村民委员会、北宋庄村村民委员会、孙营东村民委员会、孙营西村民委员会、谭庄村民委员会

、王楼村民委员会、肖蔡庄村民委员会、小付堂村民委员会

4102250401 72

开封市 兰考县 南彰镇

代李陈村民委员会、杜楼东村民委员会、杜楼西村民委员会、后城子村民委员会、候寨村民委员会、胡里

村民委员会、蒋庄村民委员会、李堡村民委员会、李家滩村民委员会、刘堡村民委员会、刘寨村民委员会

、吕庄村民委员会、南郭庄村民委员会、南庄村民委员会、裴寨村民委员会、前城子村民委员会、圈里村

民委员会、史庄村民委员会、司寨村民委员会、宋庄村民委员会、苏庄村民委员会、孙桥村民委员会、王

茂店村民委员会、五里河村民委员会、东翟庄村民委员会、周庄村民委员会

4102250401 72

开封市 兰考县 葡萄架乡

陈步口村民委员会、董庄村民委员会、杜寨村民委员会、韩湘坡村民委员会、何庄村民委员会、贺村村民

委员会、后杨庄村民委员会、黄寨村民委员会、回回营村民委员会、李寨村民委员会、马店村民委员会、

平房村民委员会、葡萄架村民委员会、土山寨村民委员会、王大瓢村民委员会、王庄村民委员会、南加坡

村民委员会、翟庄村民委员会、赵垛楼村民委员会、转香庙村民委员会

4102250401 72

开封市 兰考县 三义寨乡
丁圪垱村民委员会、黄河道、夹河滩村民委员会、老文中村民委员会、老文东村民委员会、西老文村民委

员会、西马庄村民委员会、杨圪档村民委员会
4102250401 72

开封市 兰考县 小宋乡

程寨村村民委员会、东邵岗二村村民委员会、东邵凸三村村民委员会、东邵岗一村村民委员会、方店村村

民委员会、郭店村村民委员会、贾寨村村民委员会、孔庄村村民委员会、孔庄寨村村民委员会、梨园村村

民委员会、梨园西村村民委员会、刘金堂村村民委员会、龙庄村村民委员会、罗寨村村民委员会、南元村

村民委员会、曲楼村村民委员会、三合义东村村民委员会、三合义西村村民委员会、唐寨村村民委员会、

田寨林场、王府桥村村民委员会、王岗村村民委员会、王胡村村民委员会、王园子村村民委员会、西邵岗

村村民委员会、小宋北村村民委员会、小宋村村民委员会、小宋东村村民委员会、小宋西村村民委员会、

西南村村民委员会、新庄村民委员会、徐堂村民委员会、袁砦村村民委员会、袁庄村村民委员会、翟庄村

村民委员会、张笔彩东村村民委员会、张笔彩西村村民委员会、张庄村村民委员会、张庄寨村民委员会、

袁砦西村村民委员会

4102250401 72

开封市 兰考县 许河乡

蔡姜楼村民委员会、崔园子村民委员会、东扫怀村民委员会、董东村民委员会、董堂南村民委员会、董堂

西村民委员会、董园村民委员会、董中村民委员会、韩庄村民委员会、黄集村民委员会、黄庄村民委员会

、靳庄村民委员会、老寨东村民委员会、老寨西村民委员会、吴河村民委员会、西扫怀村民委员会、新庄

村民委员会、许河村民委员会、杨桥村民委员会、杨堂村民委员会、张保府村民委员会、张油坊村民委员

会、赵楼村民委员会、周庄寨村民委员会

4102250401 72



开封市 兰考县 闫楼乡

汴寨村民委员会、陈集村民委员会、大付堂东村民委员会、大付堂西村民委员会、大李庄东村民委员会、

茨蓬东村民委员会、高寺村民委员会、郭庄东村民委员会、郭庄西村民委员会、郭庄中村民委员会、大李

庄西村民委员会、柳园村民委员会、北马庄村民委员会、宋庄村民委员会、田庄村民委员会、王玉堂村民

委员会、东王庄村民委员会、茨蓬西村民委员会、肖庄村民委员会、小李庄村民委员会、薛店村民委员会

、闫楼北村民委员会、闫楼村民委员会、新园子村民委员会

4102250401 72

开封市 兰考县 仪封乡

坝头村民委员会、白口村村民委员会、菜园村村民委员会、蔡岗村村民委员会、陈楼村村民委员会、代砦

村民委员会、代庄村民委员会、东二里寨村村民委员会、东老君营村村民委员会、董庄村村民委员会、耿

庄村民委员会、郝寨村村民委员会、胡寨村民委员会、金庄村村民委员会、李寨村民委员会、刘岗村民委

员会、吕拐村民委员会、毛古村民委员会、孟寨村村民委员会、秦寨村村民委员会、圈头村民委员会、三

合庄村村民委员会、什伍村民委员会、台棚村民委员会、土山村民委员会、魏寨村村民委员会、西二里寨

村村民委员会、西老君营村村民委员会、谢庄村村民委员会、野庄村民委员会、仪封村村民委员会、于家

园村民委员会、张寨村民委员会

4102250401 72

开封市 兰考县 仪封园艺场 园艺场 4102250401 72

开封市 兰考县 造纸林场 林场 4102250401 72

开封市 兰考县 考城镇

半截楼村民委员会、北孙庄村民委员会、曹李村民委员会、大李庄村民委员会、大王庄村民委员会、东关

路村民委员会、南李庄村民委员会、东马庄村民委员会、杜庄村民委员会、冯庄村民委员会、后杨庄村民

委员会、候集村民委员会、胡园子村民委员会、贾马口村民委员会、焦里河村民委员会、孔庄村民委员会

、李教官村民委员会、李三阳村民委员会、林河寨村民委员会、刘埠口村民委员会、刘士山村民委员会、

龙王庙村民委员会、马集村民委员会、马庄村民委员会、孟楼村民委员会、南王庄村民委员会、翟庄村民

委员会、宁庄村民委员会、阮寨村民委员会、三营村民委员会、沈宋集村民委员会、石楼村民委员会、石

寨村民委员会、南孙庄村民委员会、万土山村民委员会、王士山村民委员会、魏花园村民委员会、小胡庄

村民委员会、吕庄村民委员会、徐寨村民委员会、袁庄村民委员会、张新村民委员会、赵寨村民委员会、

郑庄村民委员会、中刘寨村民委员会

4102250401 72

开封市 兰考县 谷营镇

卜场村民委员会、曹庄村民委员会、程场村民委员会、东程庄村民委员会、二村村民委员会、樊寨村民委

员会、黄窑村民委员会、贾寨村民委员会、栗东村民委员会、栗西村民委员会、齐场村民委员会、三村村

民委员会、四村村民委员会、一村村民委员会、朱场村民委员会

4102250401 72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古城街道办事

处
范滩、锉李、东杨屯、陈李寨、位屯西、位屯东、小寨、焦屯、老贯庄、马圪垱、西杨屯、八里凹 4103000101 247.5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科技园街道办

事处
刑屯、庞屯、青杨屯（青阳屯） 4103000101 247.5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开元路街道办

事处
杨庄、古城 4103000101 247.5

洛阳市 洛阳市 老城区洛浦办事处 新生村 4103000101 247.5

洛阳市 洛阳市
涧西区周山路街道办

事处
浅井头社区 4103000101 247.5

洛阳市 洛阳市
涧西区长春路街道办

事处
七里河社区 4103000101 247.5

洛阳市 洛阳市
涧西区珠江路街道办

事处
兴隆寨社区 4103000101 247.5

洛阳市 洛阳市 其他 建成区内其他 4103000101 247.5



洛阳市 洛阳市 瀍河区瀍河乡 旭升社区 4103000102 247.5

洛阳市 洛阳市 老城区洛浦办事处 工农村 4103000102 247.5

洛阳市 洛阳市 高新区孙旗屯乡 三山社区、滹沱社区、张庄社区、苗湾社区、土桥沟社区、孙旗屯社区 4103000103 247.5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关林街道办事

处
练庄、辛庄、皂角树 4103000104 247.5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太康东路街道

办事处
二郎庙 4103000104 247.5

洛阳市 洛阳市 瀍河区瀍河乡 塔西社区、塔东社区、史家湾社区 4103000105 234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关林街道办事

处
关林、南王、刘富、车圪垱 4103000201 195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太康东路街道

办事处
大东、大西、潘村、铁匠、豆腐店 4103000201 195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李楼镇 城角 4103000201 195

洛阳市 洛阳市
涧西区郑州路街道办

事处
南村社区 4103000202 186

洛阳市 洛阳市
涧西区重庆路办街道

事处
谷东社区 4103000202 186

新乡市 红旗渠 红旗区建城区
红旗区建城区（段村、留庄营村、张庄村、骆驼湾村、孟营第一村、孟营第二村、孟营第三村、城关村、

马小营村、东关村）
4107020101 217.5

新乡市 红旗渠 新乡高新区关堤乡 西杨村（部分）集体土地 4107020201 168

新乡市 红旗渠 红旗区洪门镇 保安堤村（部分）、公村、关堤村（部分）、洪门村、乔谢村（部分）、原堤村（部分）、马村（部分） 4107020202 168

新乡市 红旗渠 红旗区洪门镇 保安堤村（部分）、关堤村（部分）、乔谢村（部分）、原堤村（部分）、张堤村（部分） 4107020401 136.5

新乡市 红旗渠 红旗区小店镇
堤湾村（部分）、关屯村（部分）、后马屯村（部分）、马村（部分）、前马屯村（部分）、王连屯村

（部分）、袁周村（部分）
4107020401 136.5

新乡市 红旗渠 新乡高新区关堤乡
东台头村、东杨村、刘堤村、马堤村、塔小庄村、油坊堤村、白马村（部分）、郭小庄村（部分）、刘庄

村（部分）、柿园村（部分）、司马村（部分）、张八寨村（部分）、庄岩村（部分）、西杨村（部分）
4107020501 123

新乡市 红旗渠 红旗区小店镇

北街村、常村、堤湾村（部分）、丁庄村、东街村、东阎屯村、汾台村、关屯村（部分）、郭庄村、后马

屯村（部分）、晋村、刘景屯村、马村（部分）、南街村、前马屯村（部分）、宋屯村、王堤村、王连屯

村（部分）、吴庄村、西街村、西阎屯村、殷庄村、袁周村（部分）、小店镇建制镇

4107020601 97.5

新乡市 红旗渠 红旗区洪门镇 保安堤村（部分）、陈庄村、关堤村（部分）、申店村、原堤村（部分）、张堤村（部分）、赵楼村 4107020601 97.5

新乡市 红旗渠 新乡高新区关堤乡
白马村（部分）、大介山村、郭小庄村（部分）、刘庄村（部分）、任庄村、柿园村（部分）、司马村

（部分）、小介山村、张八寨村（部分）、庄岩村（部分）
4107020602 97.5

新乡市 卫滨区 卫滨区建城区 卫滨区建城区（部分）的集体土地 4107030101 217.5

新乡市 卫滨区 卫滨区平原乡
八里营村（部分）、东水东（部分）、南高村、沈小营村（部分）、十里铺（部分）、西高村、西水东村

（部分）
4107030201 168

新乡市 卫滨区 卫滨区平原乡

李村、王湾村、八里铺村、八里营村（部分）、金家营村、沈小营村（部分）、十里铺（部分）、贾屯村

、梁任旺村（部分）、赵村、唐庄村（部分）、王固城村（部分）、朱召村（部分）、十五里堡村（部

分）、卫滨区建城区（部分）

4107030202 168



新乡市 卫滨区 卫滨区平原乡

八里营村（部分）、丁固城村、东水东（部分）、路庄村、洛丝潭村、沈小营村（部分）、十里铺（部

分）、十五里堡村（部分）、水南村、水南营村、唐庄村（部分）、王固城村（部分）、西水东村（部

分）、元庄村、张固城村、中召村、朱召村（部分）、梁任旺村（部分）

4107030301 150

新乡市 牧野区 牧野区牧野镇 茹岗、新牧村、尚庄、西牧村、丰乐里村、十里铺村 4107110101 217.5

新乡市 牧野区 牧野区建城区 牧野区建成区（部分） 4107110101 217.5

新乡市 牧野区 牧野区王村镇
高湾村（部分）、李庄村（部分）、栗屯村（部分）、西王村（部分）、小里村（部分）、西冀场村、东

冀场村、牛村（部分）、马庄村、东王村
4107110201 168

新乡市 牧野区 牧野区建城区 牧野区建城区（部分） 4107110201 168

新乡市 牧野区 牧野区王村镇 大里村（部分）、尚湾村、窑场村 4107110301 150

新乡市 牧野区 牧野区牧野镇 尚村 4107110302 150

新乡市 牧野区 和平路办事处 堡上村、定国村、吕村 4107110302 150

新乡市 牧野区 牧野区牧野镇
白小屯村（部分）、大朱庄村（部分）、东黑堆村、后辛庄村（部分）、前辛庄村、坛后村、西黑堆村

（部分）、玉河村、张辛庄村（部分）、朱庄屯村、西曲里村（部分）
4107110401 136.5

新乡市 牧野区 和平路办事处
曲里村、临清店村、前河头村、后河头村、下焦庄村、白露村、卜奇屯村、韩光屯村、新乡市化学与物理

电源产业园区
4107110401 136.5

新乡市 牧野区 和平路办事处 聂庄村、秦庄村、上焦庄村、万庄村、张村、孙庄村 4107110401 136.5

新乡市 牧野区 牧野区牧野镇
白小屯村（部分）、大朱庄村（部分）、后辛庄村（部分）、西黑堆村（部分）、西曲里村（部分）、小

杨庄村、小朱庄村、张辛庄村（部分）
4107110601 97.5

新乡市 牧野区 牧野区王村镇
大里村（部分）、东马坊村、高湾村（部分）、李庄村（部分）、栗屯村（部分）、善河村、寺庄顶村、

西马坊村、西王村（部分）、小里村（部分）、中马坊村、周村、牛村（部分）、东王村
4107110601 97.5

新乡市
经济技术

开发区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五疃村、樊庄村、冯堤村、贾李庄村、李胡寨村、位堤村、夏庄村、邢庄村 4107120603 75

新乡市 凤泉区 耿黄乡 大黄屯村、耿庄村、何屯村、尚介村、小黄屯村、杨九屯村 4107040101 97.5

新乡市 凤泉区 潞王坟乡 李士屯村、五陵村 4107040101 97.5

新乡市 凤泉区 耿黄乡 东鲁堡村、东张门村、南鲁堡村、南张门村、西鲁堡村、西张门村 4107040102 90

新乡市 凤泉区 大块镇
大块镇建制镇、北庄村、陈堡村、大块村、东郭村、东庄村（东招民村）、块村营村、孟庄村、石庄村、

王小屯村、西庄村（西招民村）、小块村、秀才庄村、闫庄村、原庄村（北原庄村）
4107040102 90

新乡市 凤泉区 潞王坟乡 堡上村、分将池村、坟上村、后郭柳村、金灯寺村、前郭柳村、东同古村、老道井村、王门村、西同古村 4107040102 90

新乡市 新乡县 朗公庙镇 朗南街村、朗中街村、朗北街村、贺堤村、土门村、杨街村、曲水村、大泉村、张湾村、朱堤村 4107210101 93

新乡市 新乡县 小冀镇 郝村、聂庄村、中街村、京华社区 4107210201 88.5

新乡市 新乡县 七里营镇 东王庄村、李台村、龙泉村 4107210201 88.5

新乡市 新乡县 新乡经济开发区 王屯村、张青村、魏庄村、娄村、闫庄村、李庄村、许庄村、苗庄村、大兴村、杨屯村 4107210201 88.5

新乡市 新乡县  翟坡镇
南西村、高任旺村、李任旺村、杨任旺村、任小营村、南东村、牛任旺村、红林村、兴宁村、焦田庄村、

寺王村、常兴铺村
4107210201 88.5

新乡市 新乡县 大召营镇 大召营村、刘大召村、李大召村 4107210201 88.5

新乡市 新乡县 朗公庙镇 小河村、赵堤村、西荆楼村、原庄村、南固军村、北固军村 4107210201 88.5

新乡市 新乡县 古固寨镇 古固寨北街村、古固寨南街村、古固寨中街村、小古固寨村、史屯村 4107210301 84



新乡市 新乡县 翟坡镇
北翟坡村、岗头村、东营村、西营村、周王庄村、大宋佛村、小宋佛村、西大阳堤村、中大阳堤村、东大

阳堤村
4107210401 78

新乡市 新乡县 小冀镇
西寺村、秦村营村、都富村、西崔庄村、冀庄村、梁村、杏庄村、西石碑村、东石碑村、侯庄村、高村、

西贾城村、东贾城村、西街村
4107210401 78

新乡市 新乡县 七里营镇

七里营村第一村、七里营二村、七里营六村、七里营四村、七三村、七五村、戚庄村、余庄村、东曹村、

中曹村、西曹村、敦留店村、杨堤村、罗滩村、杨庄村、春庄村、刘八庄村、丁庄村、康庄村、大赵庄村

、府庄村、马庄村、大张庄村、新庄村、曹庄村、夏庄村、南位庄村、小张庄村、苗庄村、刘店村、南王

庄村、刘庄村、陈庄村、沟王村、八柳树村、西阳兴村、东阳兴村、宋庄村、毛滩村、任庄村、东李寨村

、西李寨村、曹杨庄村、刘纪岗庄村、老杨庄村、东高庄村、西高庄村、北周庄村

4107210401 78

新乡市 新乡县 朗公庙镇
南于店村、北于店村、王府庄村、永安村、东荆楼村、前庄村、后庄村、毛庄村、东马头王村、西马头王

村、小马头王村、崔庄村、张庄村
4107210401 78

新乡市 新乡县 大召营镇 陈庄村、店后营村、代店村、前高庄村、后高庄村、杨庄村、李唐马村、张唐马村、马唐马村、文营村 4107210401 78

新乡市 新乡县 古固寨镇 南张庄村、冷庄村、南辛庄村 4107210401 78

新乡市 新乡县 合河乡
合河村、朱小郭村、田小郭村、郭小郭村、崔小郭村、都小郭村、陈庄村、范岭村、西河村、东元封村、

西元封村、南永康村、西永康村、西北永康村、东北永康村、石村、前村、后村、潘屯村、贾桥村
4107210401 78

新乡市 新乡县 古固寨镇 于庄村、小屯村、三王庄村、王连屯村、崔井村、后辛庄村、前辛庄村 4107210401 78

新乡市 获嘉县 城关镇
城关四街（四街）、大洛纣、大西关、东城后、东关、城关二街（二街）、宋庄、西城后、小洛纣、小西

关、南关、前小屯、后小屯、岳庄、朱庄村、北贺庄（贺庄）、马庄、原种厂
4107240101 79.5

新乡市 获嘉县 史庄镇 十里铺村、史庄、闫庄、西永安、东永安 4107240101 79.5

新乡市 获嘉县 位庄乡 陈位庄、南阳屯（南屯）、新村（辛村）、徐庄、桑葛庄（葛庄）、苏章营（含王田村） 4107240101 79.5

新乡市 获嘉县 照镜镇 巨柏村、沈庄 4107240101 79.5

濮阳市 濮阳县 梁庄乡

后楼村、王郭村、北陈寨村、葛寨村、史楼村、马郭村（马郭村村）、袁楼村、吴枣林村、尹郭村（尹郭

村村）、前张温村、辛寨村、牛庄村、梁庄村、孙张温村、西刘寨村、肖堌堆村、荒庄村、贾张温村、前

楼村、金刚集村、康屯村、马坊村、王枣林村、东段寨村、西坡村、杨堌堆村、郭庄村、霸王集村、西段

寨村、保安村、东穆楼村、周庙村、谷楼村、关帝庙村、曹枣林村、西穆楼村、苗屯村、柳河寨村、马楼

村、熬盐庄村、伊窑村（尹窑村）、兰庄村、咸城村、杨柳庙村、红屯村、西于屯村、赵庄村、何寨村、

中于屯村、于寨村、陈于周屯村(陈于屯村)、靳庄村、黄苏庄村

4109280401 75

濮阳市 濮阳县 王称堌乡

半坡店村、北李庄村、卜庄村、曹堂村、常庄村、陈刘庄村、陈楼村、东北庄村、东李庄村、东刘庄村、

河湾村、后陈村、后许棚村、贾文村、姜庄村、金庄村、李拐村、刘集村、栾庄村、漫渡村、南刘庄村、

牛梁李村、前许棚村、石墓头村、孙庄村、桃园村、王楼村、王庄村、吴庄村、西刘庄村、小屯村、辛庄

村、新楼村（辛楼村）、杨楼村、姚庄村、于庄村、张赵楼村

4109280401 75

濮阳市 濮阳县 白堽乡

白堽村、曹楼村、陈苗庄村、董林寨村、葛寨村、关庄村、管庄村、后夹堽村（后夹罡村）、姜马李村、

刘黄庄村、刘林寨村、刘庄村、马林寨村、毛庄村、庞楼村、庞寨村、七来庄村（戚来庄村）、前夹堽村

、石楼村、时楼村、寺上村、西常寨村、西街村、小寨村、徐楼村、闫林寨村、杨楼村（南杨楼村）、杨

庄村、枣科村、朱庄村

4109280401 75

濮阳市 濮阳县 海通乡

白拐村、曹家村、陈吕邱村、董庄村、甘称湾村、甘吕邱村、高家村、耿吕邱村、海通村、韩家村（韩家

村、榆林村）、何锁城村、河湾村、后康庄村、后刘家村、后双庙村、两门村、林寨村委（林寨村）、刘

吕邱村、刘新庄村、柳汉村、马月城村、木梳营村、宁家村、前康庄村、前双庙村、桑园村、沙堌堆村、

沙窝村、商锁城村、史家村、宋锁城村、太安集村、铁炉村、团堽村、王称湾村、王月城村、伍营村、武

庙村、肖家村、小海通村、许棚村、许锁城村、姚家村、张称湾村、张吕邱村、朱月城村

4109280401 75



濮阳市 濮阳县 胡状乡

插花庙村、晁岗村、程庄村、东大张村、东牛庄村、董楼村、冯寨村、宫寨村、谷马羡村、贯寨村、郭楼

村、后柏桃村、后岗上村、后胡状村、后柳寨村、胡马羡村、贾庄村、老王庄村、李家海村、李家寨村、

刘岗上村、留城村、柳寨村、孟庄村、牛大张村、盆刘村、前柏桃村、前胡状村、尚砦村（尚寨村）、石

槽村、史马羡村、宋寨村、汤庄村、王岗上村、五河村、新白仓村、薛店村、杨大张村、杨岗上村、杨胡

状村、姚庄村、张大张村、张马羡村、张寨村、赵楼村、中国集村、中胡状村、

4109280401 75

濮阳市 濮阳县 郎中乡

曹辛庄村、晁屯村、陈寨村、大郎中村、大庙张寨村、大碾村、大赵寨村、道仙村、东白邱村、东丁寨村

、东减杜村、东王海村、高寨村、管白邱村、后汪寨村（后旺寨）、后赵屯村、霍营村、贾白邱村、金辛

庄村、郎寨村、郎中集村、李白邱村、李大郭村、李庄村、梁大郭村、芦里村、鲁白邱村、骆营村、马白

邱村、马海村、尚家占村、宋寨村、位辛庄村、西白邱村、西丁寨村、西减杜村、西王海村、徐寨村、阎

寨村、于寨村、翟寨村、展邱村、张屯村、张寨集村、赵堂村、中减杜村、祝大郭村、紫弟张寨村

4109280401 75

濮阳市 濮阳县 梨园乡
东阎村、东朱寨村、后彭贯寨村、后朱寨村、前彭贯寨村、前朱寨村、西兰溪村、大兰溪村、西阎村、东

辛庄村、西辛庄村
4109280401 75

濮阳市 濮阳县 渠村乡
安邱村、巴寨村、草坡村、关寨村、韩村、刘寨村、南湖村、田庄村、武寨村、南李庄村、张寨村、张李

屯村、朱楼村、孟居村
4109280401 75

濮阳市 濮阳县 五星乡

安寨村、大井村、东义井村、葛邱村、后固堆村(后堌堆村)、后坡村、教堂村、李楼村、孟寨村、前固堆

村(前堌堆村)、前五星村、桑元村、石佛营村、史军村、苏楼村、五星集村、西义井村、闫岗村、油房村

、于屯村、张楼村、张湾村、中坡村

4109280401 75

濮阳市 濮阳县 子岸乡

陈丁村、崔梁庄村、大陈村、大王掘地村、东店当村、东柳村、段河沟村、冯丁村、高家寨村（高寨村）

、高铺村、高庄村、故县村、化寨村、季家寨村、李河沟村、李子园村(梨子园村)、刘梁庄村、刘寨村、

鹿城村、马寨村（中马寨村）、齐劝村、三里店村、沙窝村、史掘地村、孙河沟村、汪寨村、王丁村、王

梁村（王梁庄村）、文寨村、西店当村、西掘地村、西柳村、西子岸村、杨寨村、岳新庄村(岳辛庄村)、

张河沟村、赵掘地村、中子岸村、卓贾村、子岸集村、邹铺村

4109280401 75

濮阳市 濮阳县 渠村乡

刘闵城村、曹闵城村、大闵城村、公西村、公西集村、王窑村、三合村、王辛庄村、大芟河村、王芟河村

、前园村、青庄村、后园村、渠村、陈寨村、叶庄村、马庄村、刘家海村（刘海村）、牛寨村、翟家庄村

（翟庄村）

4109280501 67.5

濮阳市 濮阳县 郎中乡
司马集村、晁安头村、刘庄村、甘安头村、前汪寨村（前旺寨村）、黄寨村、前赵屯村、马屯村、坝头村

、南赵寨村、陈屯村、东司马村、西司马村、中司马村、支寨村
4109280501 67.5

濮阳市 濮阳县 徐镇镇 后阎寨村、前阎寨村、六市村、杜寨村、东习城寨村、北习城寨村、南习城寨村、晁庄村 4109280501 67.5

濮阳市 濮阳县 梨园乡

潘寨村、董家楼村、龙常治村、樊常治村、房常治村、后梨园村、前梨园村、西孙集村、后时寨村、中时

占村、殷庄村、后任占村（后任寨）、前时寨村、梁寨村、申庄村、东孙集村、西韩寨村、前任寨村、东

韩寨村（東韩寨）、张水坑村、梅寨村、苏庄村、刘砦村、党堂村、聂堌堆村、封寨村、南辛庄村、屯庄

村、王刀庄村、北马李村、西马李村、后寨村、南王庄村、南张庄村、东马李村、连山寺村、火神庙村、

焦集村、马海村、段寨村

4109280501 67.5

濮阳市 濮阳县 白堽乡

王柳村、东柳村、东常寨村、仝庄村、西柳村、辛占村、鲁寨村、前辛庄村、宗潘寨村（宗寨村、潘寨

村）、石寨村、后辛庄村、王河渠村、常河渠村、宋河渠村、李密城村、胡密城村、王密城村、孙庄村、

张密城村、耿密城村（耿密城村、东孙密城村）、后密城村、前孙密城

4109280501 67.5

濮阳市 濮阳县 王称堌乡

武祥屯村、赵庄村、苏梁庄村（苏良庄村、苏庄村）、后项城村、周楼村、前项城村、赵庙村、马口村、

常楼村、胡楼村、高庄村、管庄村、鱼骨村、马张庄村、三合村、温庄村、范屯村、孟楼村、宋集村、马

刘庄村、付庄村、韦庙村、新王称堌村、王称堌村、张庄村、后拐村

4109280501 67.5



濮阳市 濮阳县 习城乡

陈曹楼村、西街村、东街村、刘寨村、穆楼村、南游村、桑寨村、韩岗村、徐寨村、于林村、李拐村、陈

寨村、万寨村、北王寨村、郭寨村、李寨村、刘拐村、丁寨村、张相楼村、张寨村、庄户村、封寨村、西

北庄村、郝相楼村、胡寨村、连集村、侯寨村、南五庄村、甘露集村、连庄村、东王寨村（王寨村）、兰

寨村、魏寨村、小甘露村、张楼村、潘寨村、雷楼村

4109280501 67.5

许昌市 魏都区 建成区

建成区所有土地,包括西大街道办事处、东大街道办事处、西关街道办事处、南关街道办事处、北大街道办

事处、五一路街道办事处、文峰街道办事处、新兴街道办事处、半截河街道办事处九个街道办事处辖区的

所有社区

4110020101 148.05

许昌市 魏都区 丁庄街道办事处 丁庄社区、后刘社区、洪山庙社区、洞上社区、北关社区、袁庄社区 4110020101 148.05

许昌市 魏都区 高桥营街道办事处 高桥营社区、大罗庄社区、刘铁庄社区、东李庄社区、老吴营社区、板桥社区 4110020101 148.05

许昌市 魏都区 七里店街道办事处 七里店社区、付夏齐社区、崔代张社区、庞庄社区、宋庄社区、孙庙社区 4110020101 148.05

许昌市 魏都区 魏北街道办事处 俎庄社区、辛张社区、金湾社区、郭楼社区、王庄社区 4110020101 148.05

许昌市 魏都区 灞陵街道办事处 延中社区、孙庄社区、吴庄社区、周庄社区、董庄社区、五郎庙社区 4110020101 148.05

许昌市 许昌县 长村张乡
白庄村、长村张社区、郭桥村、花园社区、老寇庄村、拳张村、三桥社区、塘坊李社区、屯北社区、屯南

社区、黄庄社区、老户陈社区、徐庄社区、罗庄社区、营孙村、于楼村、郑庄村
4110230101 115.95

许昌市 许昌县 邓庄乡
八里营、长村村、大罗庄、大张、邓庄、岗王、蒋西、马庄、许村、十里庙、田庄、烟墩郭、于庄、张湾

、何门、蒋东、刘门、徐门
4110230101 115.95

许昌市 许昌县 河街乡
半坡铺村、北岸村、大任庄村、河湾村、贺庄村、南岸村、祁庄村、双龙村、王岗村、夏庄村、付庄村、

沟王寨村、陈胡村、小寨村、叶庄村
4110230101 115.95

许昌市 许昌县 将官池镇 董庄村、高楼陈村、将官池村、孙刘赵村、新韩村、朱寺村、祖师村 4110230101 115.95

许昌市 许昌县 蒋李集镇 寇庄村、刘王庄、桃园武村、赵河村 4110230101 115.95

南阳市 淅川县 厚坡镇 王河村 4113260410 63

南阳市 淅川县 九重镇
太平村、刘家营村、周岗村、武店村、张冲村、桦栎扒村、曾岗村、范岗村、邹楼村、王岗村、东王岗村

、临江村、小张冲村
4113260410 63

南阳市 淅川县 九重镇 夏庄村、下孔村、孔北村、邹庄村 4113260411 63

南阳市 社旗县 赊店镇
兴隆社区、尚营社区、泰山路社区、周庄、彰新寨、东裕社区、福寿社区、牌坊社区、永安社区、老街社

区
4113270101 75

南阳市 社旗县 唐庄乡 漫流寨 4113270101 75

南阳市 社旗县 郝寨镇 十里井、年庄、丹阳 4113270101 75

南阳市 社旗县 城郊乡 河南街、孔庄、代营、双庄、贾楼、柳营、谭营、望东庄 4113270101 75

南阳市 社旗县 桥头镇 吴氏营 4113270201 69

南阳市 社旗县 唐庄乡 唐庄、冀岗、马庄 4113270201 69

南阳市 社旗县 城郊乡 刘庄、何庙、官寺、埠口、贺新庄、高庄 4113270202 69

南阳市 社旗县 唐庄乡 岗里、官营村 4113270301 66

南阳市 社旗县 桥头镇 何营、姚营、泥河、老庄村、石桥村 4113270302 66

南阳市 社旗县 大冯营乡 梁杜庄、丁庄、杨庄、花石桥、向阳村 4113270302 66

南阳市 社旗县 城郊乡 彭岗 4113270303 66

南阳市 社旗县 唐庄乡 辛庄、前庄 4113270303 66



南阳市 社旗县 桥头镇
新街、王坊村、王蛮、明章、相庄、范朱刘村、王陶庄(陶庄村)、史庄、小河流、和庄(许庄村)、桥头、

马蹬村
4113270401 63

南阳市 社旗县 饶良镇
刘岗、孟庄、窦庄、樊营、安庄、程洼、曹庄、黄桥、陈庄、黑刘庄、核桃树、谭北、岽子营、二户岗、

张庄村、饶良、吴营
4113270401 63

南阳市 社旗县 兴隆镇 新袁庄、袁庄、赵庄、赵岗、腰庄、温桥、珪璋、后门李、张岗、罗庄、吕楼 4113270401 63

南阳市 社旗县 晋庄镇
桃园、刘老家、小河陈、大王庄、万营、刘官庄、崔官庄、花马营、陈建龙、林庄、后曹、前曹村、何营

、晋庄、曹湾、关青
4113270401 63

南阳市 社旗县 李店镇
梁岗、贺岗、常庄、栗盘(李盘村)、狮子庄、李营、下郭、冢坡、朱庄、南元庄、青台、贾桥、北杨庄、

王庄、西杨庄、薛庄、半坡、古渡孙、王场、李店、超志王、寇楼新村(寇楼村)
4113270401 63

南阳市 社旗县 苗店镇
万田岗、长岗镇、杨岗村、老魏庄、夏庄、曹岗、八里庙、曹堂、老沟刘村、赵岗、邱庄、司庄、新张营

(张营村)、老贺庄、石塔寺、苗店、浙丹
4113270401 63

南阳市 社旗县 郝寨镇
康庄村、石桥、郝庄、王营、郝寨、李楼、李洼、郑庄、徐庄、阎台(闫河村)、王世礼、张桥、邢庄、胡

庄(胡里村)、韩庄、揣洼、马家、红袖村、尤庄村、贾庄村、和庄村
4113270401 63

南阳市 社旗县 城郊乡 李林庄 4113270401 63

南阳市 社旗县 大冯营乡 大冯营、韩营、焦庄、张夭庄、党庄、李庄、草湖、张营、姚庄、吕营、下徐 4113270401 63

南阳市 社旗县 太和镇 刘集、范楼、马埂、闫店岗、宋庄、后赵、云岭村、余沟村 4113270401 63

南阳市 社旗县 朱集乡
邓岗、牛庄、殷河、李安、耿庄、段洼、杨庄、泥河赵、后李、葛庄、梁庄、田庄、许庄、刘坟堂、雷庄

、茨园、薛岗、端公、李黄、前张、苟庄、袁老庄、王老庄、古城、齐庄、王卯、朱集
4113270401 63

南阳市 社旗县 下洼镇
杜庄、范庄、井楼、酒店、马蹄、兰庄、赵庄、桃园、邱庄、高庄、余庄、井湾、吴庄、下洼、山口、坑

黄、闫庄、周庄、姜王庄
4113270401 63

南阳市 社旗县 陌陂乡
张庄村、完粮徐村、黑土流村、良王庄村、贾寨村、前宁洼村、左林村、大鲁庄村、张楼村、张其浩、辛

庄村、谢庄村、良桥村、朱庄、后洼村、关庄村、赵油楼村、街北村、街南村
4113270401 63

南阳市 社旗县 唐庄乡 尚庄村、郭楼村、東田村、李洼(李湾)、沙河、岗里庄、苗庄、圈里村、肖庄、小王庄 41132704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官庄工区）张店镇 宋庄村、李宅村、孙庄村、傅岗村(付岗村)、曾庄村、牛五门村、牛三门村、南马庄村 4113280101 112.5

南阳市 唐河县 滨河街道办事处 谢庄社区、新华社区、常花园社区、冯岗社区、吕湾社区、新民社区、新安社区 4113280201 75

南阳市 唐河县 文峰街道办事处 四里桥社区、焦庄社区、徐庄社区、郭庄社区、新春社区 4113280201 75

南阳市 唐河县 兴唐街道办事处
东大张庄社区、南张湾社区、小常庄社区、段湾社区、邢庄社区、景庄社区、谢岗社区、南张湾村、段湾

村、小常庄村
4113280201 75

南阳市 唐河县 城郊乡 朱庄村、秦冲村、权庄村、刘庄村、常岗头村 4113280301 69

南阳市 唐河县 昝岗乡 大方庄村、朱店村、付洼村 4113280301 69

南阳市 唐河县 城郊乡 七里沟村、八里岗村、刘马洼村、七里井村、牛庄村、方庄村 4113280302 69

南阳市 唐河县 城郊乡 后洼村、陈庄村、大井村、水田营村 4113280401 66

南阳市 唐河县 古城乡 阚庄村、夭庄村、前王岗、黄宅村、井楼村、长桥村、文抗村 4113280402 66

南阳市 唐河县 昝岗乡 枣林屯村、昝岗村、岗柳村、双庙村、李家村 4113280403 66

南阳市 唐河县 上屯镇 甘河湾村、丁岗村 4113280404 66

南阳市 唐河县 湖阳镇 北街居委会、南街居委会、东街居委会、陈营村 4113280405 66

南阳市 唐河县 桐寨铺镇 栗园村、李营寨村、桐寨铺村、梁庄东村、梁庄新村 4113280406 66

南阳市 唐河县 源潭镇 刘岗村 4113280407 66



南阳市 唐河县 古城乡 古城村 4113280408 66

南阳市 唐河县 大河屯镇 大河屯村、黄楝树村 4113280409 66

南阳市 唐河县 毕店镇 毕店村、凌岗村 4113280410 66

南阳市 唐河县 马振抚乡 双河村 4113280411 66

南阳市 唐河县 张店镇 张店村、老人仓村 4113280412 66

南阳市 唐河县 郭滩镇 郭滩村 4113280413 66

南阳市 唐河县 上屯镇 上屯村 4113280414 66

南阳市 唐河县 黑龙镇 黑龙镇村、石灰窑村、贾湾村、袁坪村 4113280415 66

南阳市 唐河县 马振抚乡 马振抚村 4113280416 66

南阳市 唐河县 东王集乡 东王集村、鱼关新村 4113280417 66

南阳市 唐河县 少拜寺镇 涧岭店村 4113280418 66

南阳市 唐河县 少拜寺镇 少拜寺村 4113280419 66

南阳市 唐河县 源潭镇 源潭镇居委会、仓库街、崔湾村、桐柏村 4113280420 66

南阳市 唐河县 桐河乡 桐一村、桐二村、桐三村、桐四村、刘伙村 4113280421 66

南阳市 唐河县 苍台镇 苍台村 4113280422 66

南阳市 唐河县 祁仪乡 祁仪 4113280423 66

南阳市 唐河县 源潭镇

党庄村、良于庄村、崔庄村、白庙冯村、姬庄村、党老庄村、袁楼村、椿树李村、崔小刘庄村、三王庄村

、小李店村、党夭庄村、闫庄村、贾营村、李湾村、张楼村、焦岗村、曹岗、仝庄村、张监庄村、齐庄村

、张岗村、马湾村、竹园村、小春坡村、袁庄村、党坡村、代店村、马埂村、东徐岗村、田庄村、王湾村

、齐湖村、龚岗村、宋沟村、何庄村、蔡庄村、源中街、北门街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张店镇
杨营村、白秋、乔岗、王营、陈岗村、韩赵洼、大王岗村(王岗村)、同乐、仝堂村、北马庄村、牛庄、乔

庄、牛园、桃园寨村、后岗村、吴宅、黑龙庙村、马店村、牛二门村委、胡集村、马坡村、秦刘庄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郭滩镇

老岗村、后岗村、马庄村、吴庄村、清河镇村、刘庄村、乔岗村、马岗村、张官营村、穆庄村、板桥王村

、董营村、遂王村、荆北李村、罗滩村、大树赵村、后湾村、李庄村、前湾村、杨店村、谢庄村、李楼村

、孟庄村、柴湾村、乔湾村、王张营村、杨桥村、许岗村、蒿庄村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湖阳镇
枼山(叶山村)、马洼、周安、荆爬沟、张湾、仝湾、马湾、郭庄、前胡村、武岗、大王庄、陈树元、活水

杨村、大桥符、杨寨、常庄、亢寨、侯大庙、新店、邢庄、曲沟、陈楼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黑龙镇
谢庄村、湖西村、栗树程村、湖东村、水泉村、郑营村、西张庄村、大朱庄村、王楼村、三官庙村、杨庄

村、郝庄村、李店村、赵庄村、尚庄村、尹田村、赵郎庄村、小李营村、广佛寺村、许庄村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大河屯镇

申冲村、法云寺村、夏岗村、赵寨、付庄村(傅庄村)、后张湾、陈庄村、肖庄村、前张湾村、车厢店村、

乔庄、五里埠村、王老庄、邢李庄、郝楼村、牛庄村、李湾村、秦岗村、褚庄村、刘楼、郝马庄、马庄寨

村、粪堆王、北李庄村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龙潭镇

王谢庄村、高营村、严营村、找子庄村、小河陈村、白庄村、中徐村、王庄村、小张庄村、小井杨村、岗

陈村、龙潭村、王太山村、史桥村、杨庙村、段庄村、大何庄、赵河村、李油坊村、龚庄村、吊桥村、钟

庄村、瓦房村

4113280501 63

洛阳市 洛阳市
涧西区湖北路街道办

事处
唐村社区 4103000202 186

洛阳市 洛阳市
涧西区南昌路街道办

事处
王府庄社区 4103000202 186



洛阳市 洛阳市
涧西区长安路街道办

事处
同乐寨社区 4103000202 186

洛阳市 洛阳市
涧西区天津路街道办

事处
符家屯社区 4103000202 186

洛阳市 洛阳市
涧西区武汉路街道办

事处
谷西社区 4103000202 186

洛阳市 洛阳市 西工区洛北乡 五女冢 4103000202 186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安乐镇 安乐、赵村、东岗、中岗、西岗、王庄、水磨、新村、董庄、聂湾 4103000203 174

洛阳市 洛阳市
涧西区工农街道办事

处
尤东社区、遇驾沟社区、小所社区 4103000301 157.5

洛阳市 洛阳市 高新区孙旗屯乡 东马沟社区、后五龙沟 4103000301 157.5

洛阳市 洛阳市 瀍河区瀍河乡 下窑社区、小李社区、马坡社区、盘龙冢社区、上窑社区、中窑社区、城北社区 4103000302 148.5

洛阳市 洛阳市
瀍河区杨文街道办事

处
吕庙社区、马沟社区、栏沟社区、十里铺社区 4103000302 148.5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白马寺镇 帽郭、董村 4103000302 148.5

洛阳市 洛阳市 老城区邙山镇 丽景社区、丽都社区、翠云社区、葛家岭社区、中沟社区 4103000302 148.5

洛阳市 洛阳市 西工区洛北乡 大路口、史家屯村 4103000302 148.5

洛阳市 洛阳市 老城区洛浦办事处 烧沟、岳村 4103000302 148.5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关林街道办事

处
槐树湾、八里堂 4103000303 148.5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龙门镇 花园、杜村、南刘、商屯、徐屯、李屯 4103000303 148.5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安乐镇 曙光、狮子桥、郑村、栖霞宫、茹凹、军屯 4103000304 148.5

洛阳市 洛阳市 高新区辛店镇 辛店社区、于家营、后营社区、白营社区、三元社区、徐家营社区、吕沟社区 4103000305 148.5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科技园街道办

事处
后河、白村、黄屯、油房头、候城 4103000306 148.5

洛阳市 洛阳市 老城区邙山镇 望朝岭、营庄、李家凹、冢头、土桥、后洞 4103000401 126

洛阳市 洛阳市 高新区辛店镇 张沟、老井、姚沟、莲池沟、史家沟 4103000402 126

洛阳市 洛阳市 高新区孙旗屯乡 前五龙沟 4103000402 126

洛阳市 洛阳市
涧西区工农街道办事

处
西马沟社区、尤西社区、王湾社区 4103000402 126

洛阳市 洛阳市 西工区红山乡 唐屯、党湾、白湾、杨冢、寨坪、枣园、柿园、下沟、上寨、后李、蒋沟、张岭 4103000403 117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科技园街道办

事处
东霍屯、西霍屯、梁屯、王屯、小李屯、小营 4103000404 117

洛阳市 洛阳市
龙门园区龙门石窟街

道办事处
龙门社区、寺沟社区 4103000405 117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白马寺镇 枣园、白马寺、分金沟、白王、黑王、孙村、孔寨、周村、下黄、大里王、半个店、杨湾村 4103000501 108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李楼镇
李楼、潘寨、太平、三官庙、向阳、桃园、万年青、白碛、北王、楼村、杨村、董村、西高、东高、太辉

、二南、二北、石人、齐村、五郎庙、焦寨、夏庄、穆庄、火龙庙、石罢（西石罢）
4103000502 108



洛阳市 洛阳市
涧西区工农街道办事

处
大所社区、三岔口社区 4103000503 108

洛阳市 洛阳市 高新区孙旗屯乡 燕家沟、马营、引驾沟、东沙坡 4103000103 247.5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丰李镇 薛营村、牛庄村、圪垱村、李王屯村、尹屯村、小作村、牛屯村、员庄村、丰李村、河口 4103000504 108

洛阳市 洛阳市 老城区邙山镇 井沟、徐村、前李、苏滹沱、水口、沟上 4103000505 108

洛阳市 洛阳市 伊滨区李村镇

李东社区、李西社区、李南社区、李北社区、南寨社区、武屯社区、西李社区、提庄社区、上庄社区、下

庄社区、东柿园社区、西柿园社区、石罢社区、袁付社区、新民村、杨湾村、东白塔社区、申明社区、油

赵社区、偏桥社区

4103000601 97.5

洛阳市 洛阳市 伊滨区诸葛镇
诸葛社区、谭翟社区、王府社区、方楼社区、东棘针社区、西棘针社区、司马社区、西马社区、梁村社区

、道湛社区、康庄社区、杨堂村、刘井社区、西韩社区、西白塔社区
4103000601 97.5

洛阳市 洛阳市 高新区辛店镇 龙池沟、延秋、马赵营、大营、太后庄、寺沟、董窑、柳行、昌沟、西沙坡 4103000602 90

洛阳市 洛阳市 西工区红山乡 徐坑、王村沟、纸坊、圪垱头、史家湾、樱桃沟 4103000603 90

洛阳市 洛阳市
龙门园区龙门石窟街

道办事处
郜庄社区、魏湾社区、张沟社区、郭寨社区、东草店社区、西草店社区 4103000604 90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科技园街道办

事处
溢坡、毕沟 4103000604 90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丰李镇 东军屯村、前窑村、西鸣鹤村、东坡村、东鸣鹤村、西军屯村 4103000604 90

洛阳市 洛阳市 洛龙区龙门镇 田山、王山、裴村 4103000604 90

洛阳市 洛阳市 伊滨区佃庄镇
黄庄村、王圪垱村、相公庄村、西马庄村、东马庄村、后石罢村、大郎庙村、酒务村、西石桥村、东石桥

村、牛王庙村、河头村、佃庄村、碑楼村、倪庄村、东大郊村、西大郊村、朱圪垱村、关庄村
4103000701 82.5

洛阳市 洛阳市 伊滨区寇店镇
寇店村、干村、李家村、沙沟村、常村、杜寨村、大王村、二教塔村、刘李村、水泉村、五龙村、朱窑村

、马寨村、孙窑村、韩寨村、杨裴屯村、封沟村、李家寨村、东朱村、西朱村、舜帝庙村
4103000702 82.5

洛阳市 洛阳市 伊滨区庞村镇
掘山村、东庞村、西庞村、窑沟村、门庄村、辛庄村、九贤村、军屯村、白草坡村、赵屯村、草店村、大

庄村、彭店村、彭店寨村
4103000702 82.5

洛阳市 洛阳市 伊滨区李村镇 袁沟村、魏村、陈沟村、雷村、老井村、耿沟村、南宋沟村、东宋沟村、苇园村 4103000702 82.5

洛阳市 洛阳市 伊滨区诸葛镇 杨沟村、西山张村、潘沟村、上徐马村、下徐马村、苏沟村、刘沟村、刘窑村 4103000702 82.5

洛阳市 吉利区 吉利乡
冶戌村、吉利村、白坡村、康窑村、里村、涧西村、坡底村、清庄村、北陈村、小川村、横涧村、西杨村

、东杨村、权庄村、下柳村（下柳沟村）、送庄村、南陈村、西庄村、东寨村
4103060101 105

洛阳市 吉利区 建成区 建成区 4103060101 105

洛阳市 吉利区 吉利乡
郭庄村、济涧村、马洞村、马庄村、上柳村（上柳沟村）、六门村、柴河村、郑庄村、韩庄村、金鹅村、

小浪底西霞院库区
4103060201 90

洛阳市 孟津县 城关镇 长华社区、孟庄社区、上店社区 4103220101 75

洛阳市 孟津县 城关镇 寨沟村、保障村、瀍阳村、李家窑村、九泉村、寺河南村、牛步河社区、马步社区、城东社区 4103220201 60

洛阳市 孟津县 朝阳镇 游王村、姚凹社区、瀍沟村、伯乐村、师庄社区 4103220201 60

洛阳市 孟津县 城关镇
王庄村、狮子院村、杨庄村、贾滹沱村、孙家沟村、朱家庄村、丁庄村、庆山村、雷庄村、徐岭村、水泉

村、桐树凹村
4103220301 55.5

洛阳市 孟津县 会盟镇
陆村社区、扣马村、扣西村、小寨村、东良村、新花园村（花园村）、台荫村、小集村、铁炉村、吕家村

、双槐村、李庄村、下古村、老城村、雷河村、油坊村、孟河村、马庄村、屋鸾村、上河村
4103220301 55.5



洛阳市 孟津县 平乐镇
象庄村、平乐社区、东赵村、尤村、翟泉村、金村、上屯村、天皇村、朱仓村、张凹村、丁沟村、上古村

、张盘村、新庄村、后营村、太仓村、马村、刘坡村、吕庙村、妯娌村
4103220301 55.5

洛阳市 孟津县 送庄镇
送庄社区、护庄村、三十里铺村、裴坡村、西山头村、后沟村、营庄村、莫沟村、凤凰台村、东山头村、

白鹿庄村（白鹿村）、负图村、权家岭村（权岭村）、朱家寨村、梁凹村、十里头村、清河新村
4103220301 55.5

洛阳市 孟津县 白鹤镇

鹤中社区、长秋村、沟口村、周口村、范村、铁谢村、牛庄村、鹤南村、雷湾村、鹤西村、王庄村、学院

村、鹤北社区、任庄村、堡子村、崔窑村、西霞院村、七里村、王良村、宁嘴村、曙光村、河清村、牛王

村、苇园村、柿林村、王北村、张庄村、落驾沟村、桐乐村、马院村、赵岭村

4103220301 55.5

洛阳市 孟津县 朝阳镇

朝阳村（朝阳社区）、南陈村、向阳村、郑凹村、南石山村、杨凹村、小良村、卦沟村、张阳村、瓦店村

、北陈村、石沟村、闫凹村、徐沟村、高沟村、崔沟村、官庄村、卫坡村、周寨村、刘寨村、后李村、煤

窑新村

4103220301 55.5

洛阳市 孟津县 小浪底镇

马屯社区、梁村、寺院坡村、相留村、胡坡村、明达村、李家岭村、庙护村、王湾村、班沟村、刘庄村、

朱坡村、东达宿村、南达宿村、东官庄村、雅沟村、北达宿村、小浪底村、和贯坡村、石门村、下梭椤沟

村（下沟村）、津西村、柳树滩村、大柿树村、后村村、崔岭村、上梭椤沟村（上沟村）、卞家庄村

4103220301 55.5

新乡市 获嘉县 城关镇 彦当村、前寺庄、后寺庄、后李村、前李村、乡林场 4107240201 69

新乡市 获嘉县 大新庄乡
东刘村、大新庄、西古风村、北张庄（张庄村）、南务村、西刘村、西辛庄、东辛庄、南新庄（南辛庄

村）、北务村、辛丰村（新丰村）、大呈村、西张朴村（张卜村）、孟庄、郭庄、小呈村、帅庄
4107240201 69

新乡市 获嘉县 史庄镇 西曹庄、邓庄、吴庄、东张巨村、陈庄、范庄 4107240201 69

新乡市 获嘉县 太山镇

董庄（含武贾洲村）、胡郑庄、程操村、塔洼村、陈孝村、曹庄、程遇村、大张朴村（大张卜村）、太山

庙村（太山村）、孝合村、王庄、韩小营村、丁村、罗旗营村、李庄、晁庄、东古风村、官庄（富民官庄

村）、南马庄（马庄村）、北小庄

4107240201 69

新乡市 获嘉县 位庄乡
王治村、前鱼池村（前渔池）、马营村、马营桥、后鱼池村（后渔池）、大位庄、石佛村、中鱼池村（中

渔池）、苏章营飞地、小西关飞地、南阳屯飞地
4107240201 69

新乡市 获嘉县 西工区管委会 招民庄、后庄、花庄 4107240201 69

新乡市 获嘉县 照镜镇
照镜村、三位村、员庄（贠庄）、楼村、陈固村、小王庄（王庄）、东仓村、安村、冯村、方台村、东彰

仪村、西彰仪村、西仓村、樊庄、桑庄村
4107240201 69

新乡市 获嘉县 中和镇
东小吴村、中和北街（北街）、中和西街（西街村）、小营村、西小吴村、小官庄、中和东街（东街）、

中和南街（南街）、后寺村、三刘庄、大官庄、羊二庄、后五福村、前五福村
4107240201 69

新乡市 获嘉县 大新庄乡 孙岗村、田楼村、东碑村、西碑村、高旗营村、后小照村（后小召村）、段岩村 4107240301 60

新乡市 获嘉县 冯庄镇

屯街、前小照村（前小召村）、职王村、王井村、固县村、忠义村、职庄、张庄、孟营村、梁堤村、张堤

村、古墙村、小段庄（段庄村）、寺后村、杨刘庄、崔槐树村、岳寨、新安屯、尹寨、冯庄、张槐树村、

赵圪垱村、野场村

4107240301 60

新乡市 获嘉县 黄堤镇
大马厂河北村（北马厂村）、孙庄、大马厂河南村（南马厂村）、刘桥村、西马厂村、江营村、中马厂村

、安仪村、狮子营村、黄堤村、张翟庄
4107240301 60

新乡市 获嘉县 亢村镇

郭寺村（国寺村）、刘固堤东街、大毛庄、府庄、王官营村、王贵楼村、郭堤村、牛屯、红荆咀村、吴厂

村、李道堤村、王朋庄、山头王村、夹河村、贺庄、新城村、丰乐屯、刘固堤西街、亢王庄、小毛庄、亢

村西街、亢村南街（亢南村）、亢村北街（北街村）

4107240301 60

新乡市 获嘉县 史庄镇 西张巨村、大清村、中张巨、杨洼村（含安洼新村）、蒋村、李村、高庙村、范庄飞地、史庄乡林场 4107240301 60

新乡市 获嘉县 太山镇 辛章村、东寺营村、西寺营村、沙窝营村 4107240301 60



新乡市 获嘉县 徐营镇

邢韩村、宋吴巷村、徐营西街、徐营后大门村、宣阳驿东街、徐营北庄、宣阳驿西街、西望高楼村、狮口

村、李吴巷村、赵吴巷村、徐营北街、徐营东街、南堂村、铁官滩村、南官滩村、东浮庄、东望高楼村、

大林村、坑西村、西浮庄、坑东村、杨马庄、侯堤村、东营村

4107240301 60

新乡市 原阳县 原兴街道办事处

北西社区、北东社区、南街社区、东街社区、西街社区、米庄村、曹庄村、谷堆村、薛庄村、温庄村、任

庄村、牛井村、宣化寨村、后八里村、马庄村、祖师庙社区、科堤村、前八里村、夏庄村、史科堤村、毛

庄村、汤庄村、卢圪垱村

4107250101 67.5

新乡市 原阳县 阳和街道办事处
白庙村、小庄村、白堤口村、娄庄村、安庄村、曹庄村、李庄村、葛埠口村、刘秀王庄村、杨庄村、范堤

口村、邱庙村、魏店村、娄月庄村、张庄村、李学彦庄村、大张寨村、游堂村、毛庄村
4107250101 67.5

新乡市 原阳县 葛埠口乡
娄彩店村、靳庄村、小王庄村、小李庄村、熊庄村、棘针坟村、丁庄村、葛庄村、尹圪垱村、樊庄村、胡

庄村、胡沙窝村、朱柳园村、姬庄村、杨湾村、白寨村、原阳县林场
4107250101 67.5

新乡市 原阳县 靳堂乡
靳堂村、石佛村、王庄村、东脑村、菜园张村、姚寨村、堂后村、宣化堡村、屈胡洞村、张寨村、张辛寨

村、奶奶庙村、夹滩村、庄寨村、时庄村、朱庄村、郝庄村、靳堂乡林场
4107250101 67.5

新乡市 原阳县 葛埠口乡 下马头村、李盘石村、黑羊山南村、黑羊山北村、徐庄村、李聪寨村、范寨村、后卢寨村 4107250401 60

新乡市 原阳县 靳堂乡
包南村、包北村、刘庄村、包西村、娄凤鸣庄、薛厂村、南朱庄村、下沿村、安岗村、赵厂村、南刘庄村

、朱庵村、郝庵村、曹庄村、毛庵村、毛楼村、南张庵村、张庵村、靳堂乡林场
4107250401 60

新乡市 原阳县 韩董庄镇

车庄村、大董庄村、李屋村、老孟庄村、王合村、孔庄村、荒庄村、韩董庄村、裴屋村、姬屋村、府庄村

、杨厂村、官地村、焦庵村、吴厂村、韩屋村、三仙屋村、任庄村、里河沿村、南窑村、张双井村、苏双

井村、朱贵庄村、草坡村、拾区村、赵美屋村、孟庄村、焦双井村、韩董庄乡林场、韩董庄农场

4107250401 60

新乡市 原阳县 蒋庄乡

胡村铺村、贾屋村、前宋庄村、后宋庄村、马庄村、张固、银李庄村、张兰庄村、东孟尧村、胡庄、毛屋

村、东王屋村、西王屋村、裴刘尧村、杜屋村、乔连山庄村、王庄村、周屋村、河北沿村、孟庄村、蒋庄

村、刘士英村、河头村、吕厂村、杨厂村、靳屋村、堤东村、薛屋村、张君府庄村、小王屋村、段刘尧村

、徐刘尧村、官地村、小新庄村、娄王屋村、南赵庄村、沙圪垱村、西孟尧、宋刘尧村、薛朋庄村、牛刘

尧村、拐河朱园艺场、蒋庄乡良种基地、蒋庄乡林场、原阳县林场

4107250401 60

新乡市 原阳县 官厂乡

官厂村一、官厂村二、官厂村三、新厂村、曹厂村、高庄村、黄毛厂村、全屋村、三旺庄村、李兴唐庄村

、武庄村、判官村、益三庄村、金法奇庄村、李悦厂村、小庄村、黄练集村、鲁厂村、大李厂村、张守任

庄村、小刘古村、刘固村、圈堤柳村、李庄村、何庄村、板张庄村、冯庄村、柳园村、黄寺村、三合庄村

、三里庄村、回回营村、吕庄村、刘庄村、冯厂村、九龙泉村、娄谷堆村

4107250401 60

新乡市 原阳县 大宾乡

高明古村、贾湾村、尚湾村、杨庄村、王营村、沙岭村、小庄村、刘江庄、小毛庄村、老毛庄村、大宾村

、明石村、马头村、越东村、越西村（西月石村）、金马张村、宋大宾村、马大宾村、薛大宾村、小大宾

村、小大宾新村、安南村、安北村、费辛庄村、小赵庄南村、小赵庄北村、田庄村、孙堤村、李堤村、温

堤村、梁山村

4107250401 60

新乡市 原阳县 路寨乡

许南村、许北村、黄寨村、党寨村、别河村、路东村、路西村、张庄村、小寺村、宋寨村、吕寨村、姚庄

村、訾大夫寨村、许庄村、李庄村、西寨村、贾一村、贾二村、贾三村、贾四村、河西张村、何寨村、花

王村、河底铺村、苏庄村、殷寨村、王村、前大柳村、后大柳村、曹庄村、郑村、闫寨村、指挥寨村、石

门新村一、石门新村二、路寨乡林场

4107250401 60

新乡市 原阳县 陡门乡

陡东村、陡西村、仁村堤、闫辛庄村、韦城村、徐庄村、后韦村、邢堂村、周庄村、曹庄村、范滩村、大

北村、大南村、三教堂村、西三李村、大三李村、安庄村、刘庄村、赵张庄村、朱庄村、河西张村、张素

庄村、大吴庄村、靛池葛村、桃园村、郭庄村、黑石村、薛庄村、赵庄村、回湾村、毕张村、十六堡村、

南王庄村、北王庄村、鲁庄村、大王庄村、马庄村、焦庄村、杨庄村、潘庄村、小闫庄村、宋庄村、三官

庙村、黑圪垱村、陡门乡集体土地

4107250401 60



新乡市 原阳县 太平镇

太北村、李庄村、贺庄村、堵庄村、陈庄村、西衙寺村、尹庄村、段庄村、堵寨村、周湾村、雁李村、祥

符朱村、贺张村、菜吴村、水牛赵村、井庄村、太南村、太东村、油房屯村、黄庄村、双楼王村、黄亿庄

村、西吴庄村、衙西村、衙东村、双井村、郑皋村、盐运司村、梁寨村、新吴庄村、土寨村、于营村、虎

张村、保铺村、肖堤村、仝集村、楼张村、辛口村、付里庄村、磨张村、扁担王村、前白寨村、后白寨村

、祥符营村、双楼村、申庄村、东老河村、裴岭新村

4107250401 60

新乡市 原阳县 齐街镇

马辛庄村、马滩铺村、邹寨村、化庄村、孟寨村、南黑石村、牛博士寨村、北黑石村、丁楼村、苏寨村、

刘文寨村、赵胜庄村、李辛庄村、朱楼村、楚寨村、瓜李村、店东村、麦寨村、南街村、北街村、东街村

、西街村、孙庄村、东留侯村、中留候村、西留候村、冯庄村、南留候村、柳园村、李庄村、西川村、东

川村、西老河村、高北村、高南村、高东村、吴寨村、沙岗村、于庄村、杏园村、龙王庙村、楚圪垱村

4107250401 60

许昌市 许昌县 尚集镇
陈门村、大韩村、大新庄、大徐庄、东街村、岗朱村、郭甄庄村、后街村、忽庄村、黄庄村、蒋马村、吕

桥村、罗门村、庞庄村、宋庄村、西街村
4110230101 115.95

许昌市 许昌县 苏桥镇
曹寨社区、大黄桥社区、浮沱社区、官王村、李桥社区、禄马社区、罗拐社区、孟村村、北村、南村、石

寨村、西村村、张月庄村、小黄桥社区、丈地社区
4110230101 115.95

许昌市 许昌县 小召乡
北寨村、崔庄村、岗曹村、疙瘩张村、韩集村、毛里村、南寨村、前冯村、邱庄村、双楼马村、孙衡村、

天王寺村、屯里村、斜店村、盐城村、韩东村、韩西村、尤里村、张庄村、朱庄村、郑杨村
4110230101 115.95

许昌市 许昌县 新元办事处 邓庄社区、魏庄社区、武店社区、张庄社区、周寨社区、周庄社区、胡寨村、十王村、水口张、湾店村 4110230101 115.95

许昌市 许昌县 新许办事处 梨园社区、李简社区、枪杆刘社区、十里铺社区、谷徐王社区、张炉社区、大胡庄村、曹庄社区 4110230101 115.95

许昌市 许昌县 椹涧乡 铁张村、西长店村、小任庄村 4110230101 115.95

许昌市 许昌县 陈曹乡 关庄村 4110230201 97.8

许昌市 许昌县 邓庄乡 高店、后李村、鲁庄、宁门、庞楼村、前王门、邱楼、尚门、寺王村、塔东、塔北、塔南 4110230201 97.8

许昌市 许昌县 将官池镇 郭集村、湖徐村、黄屯村、南石庄村、牛村、齐庄村、秋湖村、王店村、辛集村、羊圈村 4110230201 97.8

许昌市 许昌县 蒋李集镇
东申村、岗申村、蒋东村、蒋西村、郑蔺村、圪垱村、老官赵村、三皇庙村、史楼村、孙堂村、辛庄村、

张崔吴村、孟庄村、朱集村
4110230201 97.8

许昌市 许昌县 五女店镇
柏茗村、周店村、白雾李村、白雉村、北街村、丁庄村、岗丁村、老店村、老庄陈村、垒草庙村、刘崔吴

村、苗店村、南街村、双碑周村、西街村、小王寨村、翟庄村、寨后陈村
4110230201 97.8

许昌市 许昌县 小召乡 代庄村、段桥村、河沿张村、唐杨村 4110230201 97.8

许昌市 许昌县 张潘镇 后汪村、前汪村 4110230201 97.8

许昌市 许昌县 桂村乡 东杜村、岗杨村、茂武张村、水道杨村、韦路口村、于寨村、周胡村 4110230201 97.8

许昌市 许昌县 河街乡 白兔寺村、陈杨村、大路李村、郭庄村、槐大庙村、李门村、逯寨村、柿张村、邢庄村 4110230201 97.8

许昌市 许昌县 灵井镇
灵南村、刘庄村、史堂村、湾鲁村、小慕庄村、大慕庄村、岗王村、韩庄村、老关赵村、李井村、李庄村

、灵北村、大墙王村
4110230201 97.8

许昌市 许昌县 苏桥镇 杜陈村、陈堂村、冯庄村、岗于村、口上村、孟店村、双李村、湾胡村、中许村、杜寨村 4110230201 97.8

许昌市 许昌县 长村张乡 长村刘村、干戈李村、高庄村、洼孙村、谢庄村、大路陈村 4110230201 97.8

许昌市 许昌县 椹涧乡 北头、常庄、方庄、沟杨、黄庙、南头、孙庄、王信庄、西耿、闫庄、朝阳寺 4110230201 97.8

许昌市 许昌县 榆林乡 阮王村、西榆林村、东榆林村、大岗李村、店后李村、胡庄村 4110230201 97.8

许昌市 许昌县 桂村乡
大安村、大杨村、宫后村、桂东村、桂西村、贺张村、吕庄村、石桥杨村、王门村、小郑村、肖庄村、郅

庄村、周沟村、竹园马村
4110230301 85.05



许昌市 许昌县 灵井镇
曹王村、陈庄村、大郑村、郭店村、郝庄村、霍庄村、泉店村、小宫村、小庄杨村、兴源铺村、杨堂村、

易刘村、贠庄村、寨杨村、纸张村、韦庄村
4110230301 85.05

许昌市 许昌县 椹涧乡
菜园、程庄村、岗杨、军张村、门刘、庙张、宁庄、坡张、前宋、钱庙、僧李、水潮店、水牛吕、瓦屋刘

、杨庙
4110230301 85.05

许昌市 许昌县 苏桥镇 程庄村、东张村、侯王村、磨李村、司堂村、武庄村、西张村、吴村谢村 4110230301 85.05

许昌市 许昌县 艾庄回族乡 艾庄村、大牛村、杜宋村、谷杨村、鲁湾村、码头魏村、聂庄村、西王村、袁庄村 4110230301 85.05

许昌市 许昌县 陈曹乡

陈曹村、大禄庄村、杜门村、后柏杨村、计门村、南北街村、前柏杨村、前李村、三村、双庙村、武庄村

、小陆庄村、闫寨店村、杨刘村、陈谢村、东靳庄村、东赵村、岗黄村、河信村、后艾村、后孙汪村、俭

北村、俭南村、老信村、刘寨村、前艾村、前孙汪村、屈庄村、尚庄村、史庄村、双楼张村、孙拐村、万

庄村、王庄村、伍连村、西靳庄村、许东村、许西村、袁庄村、郑拐村、邹家村

4110230302 85.05

许昌市 许昌县 五女店镇 大二郎庙村、大王寨村、扶桥村、举人卢村、军王村、新陈庄村 4110230302 85.05

许昌市 许昌县 小召乡 绰韩村、大屈村、小屈村、赵庄村、段墓村、洼李村 4110230302 85.05

许昌市 许昌县 五女店镇 茶庵李村、岗刘村、马棚杨村、彭姚村、坡卢村、原种场 4110230303 85.05

许昌市 许昌县 张潘镇
段庄村、古城村、花沟村、柳林董村、盆北村、盆南村、坡张村、七级韩村、铁炉村、校尉张村、谢庄村

、寨张村、张二村、张三村、张四村、张一村、赵庄村
4110230303 85.05

许昌市 许昌县 蒋李集镇
程庄村、大何村、大黄村、岗城村、沟张村、谷庄村、鸿雁李村、李士坊村、刘庄村、上坡村、双塔寺村

、张宋村、赵堂村
4110230401 74.85

许昌市 许昌县 椹涧乡 邓辛庄、金庙、刘集、蜜蜂张、南张、沙张、时庄、西辛庄、杨庄 4110230401 74.85

许昌市 许昌县 榆林乡

晁湾村、大路张村、后韩村、花李村、姜庄村、刘王寨村、破庙王村、前韩村、石庄村、司庄村、西吴庄

村、小宋村、岳庄村、白庙黄村、柏冢村、扁担黄村、大魏庄村、樊庄村、岗刘村、管庄村、桓坡村、贾

庄村、马张村、石猴张村

4110230401 74.85

许昌市 许昌县 五女店镇 毛王村、桃杖村、桃杖董村、位村、许庄村、冶庄村 4110230402 74.85

许昌市 许昌县 张潘镇 城角徐村、焦庄村、门道张村、孟庄村、师庄村、水田村、陶庄村、无相寺村、杨寺村 4110230402 74.85

许昌市 鄢陵县 安陵镇
北街社区、东街社区、高庄社区、南街社区、苏岗社区、唐庄社区、西街社区、新庄社区、轩岗社区、于

寨社区、朱元庄社区
4110240101 84.45

许昌市 鄢陵县 马栏镇
北郑庄村、大田村、韩井村、李孟村、娄家村、碾韩村、吴家村、胥庄村、崔马村、东杨庄村、乐陵岗村

、周营北村、前杜郎村、后杜郎村
4110240101 84.45

许昌市 鄢陵县 柏梁镇

柏梁村、曹寺村、岗底张社区、官寨社区、贾庄村、康王庙村、孔村、老庄村、辘轳湾社区、马庄村、漆

井社区、王岗社区、文范村、安庄村、陈家村、党岗东村、党岗西村、甘罗村、胡集村、黄龙店北村、黄

龙店南村、林家村、南张坊村、滕岗村、湾子杨村、温寨村、席黄村、小王庄村、袁拐村、张坊村

4110240101 84.45

许昌市 鄢陵县 马坊乡

解岗村、周陈桥村、北常庄村、老梁村、汪楼村、徐坡村、袁坡村、左岗村、北丁庄村、卜岗村、程岗村

、稻梗村、段庄村、二郎庙村、岗河涯村、谷楼村、胡庄村、晋北村、晋南村、刘桥村、马坊集村、马坊

寨村、马贡村、前陈村、钦桥村、孙村村、汪庄村、姚庄村、营岗村

4110240101 84.45

许昌市 鄢陵县 陈化店镇
陈化店村、东陈村、东明义村、后杨村、黄陵村、马桥村、所村、王岳北村、王岳南村、伍子村、西明义

村、张刘庄村
4110240101 84.45

许昌市 鄢陵县 彭店乡
北新庄村、东庄头村、范家村、凤岗村、古城村、黑刘村、蒋庄村、李寨村、刘拐村、前步村、田岗村、

谢坊村、张店村、彭南村
4110240101 84.45

许昌市 鄢陵县 柏梁镇 大路王村、圪垱头村、孟家村、县园艺场、姚家村 4110240201 75.6

许昌市 鄢陵县 陈化店镇
河西杜村、河张村、前程村、苏庄村、西后杜村、西苏家村、杨刘村、云汉村、赵寨村、刘庄村、武庄村

、西黄庄村、常村（许由寨村）
4110240201 75.6



许昌市 鄢陵县 大马乡

大圣寺村、伏村王村、靳庄村、瞿湾村、吕梁村、南丁庄村、王敬庄村、朱店村、朱庄村、大马村、大马

乡农场、后营村、龙马村、前张村、屈岗村、任营村、太子岗村、王店村、义女村、高迁王村、前营村、

三道河村

4110240201 75.6

许昌市 鄢陵县 马栏镇
城王村、东司家村、冯家村、后纸坊村、梁老村、马栏村、南郑庄村、裴家村、前纸坊村、支家村、周营

南村、岗口村、拐子村、姜庄村、马栏乡林场、蒲堂村、议台村全部集体土地
4110240201 75.6

许昌市 鄢陵县 马坊乡
半截岗北村、半截岗南村、北姚家村、丁桥村、后彪岗村、后杨河村、骆家村、前白村、前彪岗村、前杨

河村、寺拐村、朱河村
4110240201 75.6

许昌市 鄢陵县 彭店乡

北陈家村、北吴家村、北姚庄村、曹庄村、戴岗村、郜村铺村、瓜张村、官庄村、韩老村、洪沟村、后栗

园村、后肖村、霍刘庄村、李家村、孟庙村、慕寨村、南岗村、彭北村、前栗园村、孙庄村、探庄村、新

范家村、殷坡村、赵家村

4110240201 75.6

许昌市 鄢陵县 陈化店镇 丁集村 4110240202 75.6

许昌市 鄢陵县 马栏镇
大路村、刁河村、东章甫村、郭营村、胡中村、牛北村、牛东村、牛西村、苏家村、西小庄村、西章甫村

、县渔种场、小路村、许庄村
4110240202 75.6

南阳市 唐河县 桐寨铺镇

惠老营村、宋营村、碾盘桥村、李松庄村、戴河村、十八里党村、刘堂村、刘圪垱村、新庄村、周庄村、

阚营村、曹庄村、张庄村、高营村、陈园村、邱观村、刘斌桥、东张营村、崔庄村、赵冢村、王茨园村、

唐岗村、李营村、雷庄村、范庄村、大毛庄村、肖堰村、高庄村、赵中铺村、王庄村、许冲村、史庄村、

李岗顶村、司庄村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苍台镇
宋湾村、三皇镇村、闫庄村、后陈排湾村、康庄村、丁湾村、陈排湾村、邵庄村、常寨村、谢家庄村、丁

岗村、高彭村、五里陈村、朱李湾、郭庄村、郜河村、栗湖赵村、于湾村、赵桥村、前进村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上屯镇

张清寨村、北冯庄村、白湖村、靖湾村、茨园村、河套村、刘元村、杨背村、井岗屯村、杨岗村、卜箕王

村、高庄村、关庄村、齐庄村、五美屯村、南冯庄村、三基屯村、赵基屯村、马屯村、叟刘村、小陈庄村

、长秋村、房湾村、马营村、下屯村、常湾、熊庄村、郭店村、柳庄村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毕店镇

西古城村、王栗棚村、肖棚村、夏庄村、郑岗村、靳岗村、老店村、张心一村、王西甫村、柿树园村、常

赵庄村、仝岗村、大姚岗村、洪庙村、张延令村、大阮庄村、凤凰树村、老谢庄村、陈马庄村、杨家柳村

、沙河铺村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少拜寺镇
李岗、黄庄、枣庄、彭寨、邓岗、韩庄村、小河李、邢庄、大田庄、小河刘、胡洼、郝常庄、七台、董岗

、东坡、杨楼、后牛沟、南田庄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城郊乡 杨庄村、太山村、曾沟村、周庙、北张湾、小罗湾、王岗村、果园、仝营、谢冲、王庄村、牛园、刘洼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桐河乡
李营村、陈庄村、范营村、官园村、邱庄村、小郭庄村、砚河村、沈桥村、申老家村、耿庄村、吴庄村、

大郭庄村、年庄村、清河庄村、李司庄村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昝岗乡
王屯村、闽营村、申菜园村、胡庄村、赵岗村、二宅村、沟西村、满岗村、蔡岗村、杨店村、刘马店村、

苏店村、白坡村、赵建庄村、白岗村、大树李村、黄楼村、丁庄村、房云寺村、徐庄村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祁仪乡
孙岗村、竹元村、油坊岗、许河、常庄村、郭楼、蒋岗、尚冲村、前棚、南岗村、老河、临泉、寨桥、杜

门楼、板仓、兴堂、王油坊、罗山、王田、元山、古沟、万庄村、张马店、孙庄、大张庄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马振抚乡
冷近沟、郝庄村、贾庄、二烈、李庄、胡营、下冲、简庄、绵羊山、牛寨、上刘庄、逯岗、王庄、前庄、

八里冲、太章、姚湖、栗棚、郭桥、姚岗、关地村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古城乡
傅湾村、罗岗村、柳树庄村、风凰台村、大许冲村、黄店村、王惠村、方庄村、郭其茂村、张冲村、魏庄

村、姚老庄村、杜庄村、米庄村、倪河村、徐岗村、温庄村、曲伯科村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东王集乡
王寨、臧岗、李华、李庄、前岗、黄棚、王庄、草场、牛庄、郝庄、邱坡、郝店、安庄、郑沟、朱庙、罗

庄、安店、杨庄
41132805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官庄工区）施庵镇 魏寨村 4113290101 112.5

南阳市 唐河县 汉城街道办事处 张营社区、芦庄社区、南关社区、民主街社区、解放街社区、西关社区、东关社区、北关社区、红旗社区 4113290201 75

南阳市 唐河县 城郊乡 吕庄村、关场村、马庄村、王营村、胡营村 4113290201 75

南阳市 唐河县 汉华街道办事处 孟营社区、团结社区、蔡庄社区、湍口社区、樊楼社区 4113290201 75

南阳市 唐河县 溧河铺镇 王坡村 4113290201 75

南阳市 唐河县 上港乡
赵岗村、梁埠口村、齐花园村、梁营村、小五村、王白村、张花楼村、岗北村、香桥村、岗南村、魏庙村

、戴楼村、果园村、宅子村、亭陂村
4113290201 75

南阳市 唐河县 城郊乡 花陂村、马营村、官碾村、上青羊村、下青羊村、袁庄村、李湖村、张楼村、齐马庄村、郭营村 4113290301 67.5

南阳市 唐河县 樊集乡
陈河村、潦口村、东赵庄村、钮寨村、杨庄村、曹庄村、肜庄村、刘庄村、樊集村、冀湾村、鲍湾村、后

河村、骆庄村
4113290301 67.5

南阳市 唐河县 溧河铺镇
李楼村、庄营村、周营村、屯头村、高庄村、杨陂集村、南河村、毛桥村、田口村、王枣庄村、溧河村、

江黄集村、吕阁村、单岗村
4113290301 67.5

南阳市 唐河县 前高庙乡 前张楼村、张庄村、王祠堂村、龙潭村、张刘营村、信坡村 4113290301 67.5

南阳市 唐河县 沙堰镇
夏官营村、车湾村、焦店村、横堤铺村、贺庄村、秦堰村、翟庄村、李庄村、霞雾溪村、南村、北村、拐

里村、冀庄村、曹坡村、陈营村、叶桥村、赵湖村
4113290301 67.5

南阳市 唐河县 上港乡 张坡村 4113290301 67.5

南阳市 唐河县 上庄乡
邓庄村、田庄村、康营村、樊湾村、老龙镇村、杨营村、王寨村、上庄村、上凤鸣村、马集村、杨阁村、

山坡村、彭桥村、柳坡村、王大桥村、小陈营村、陈家道村、韩营村
4113290301 67.5

南阳市 唐河县 施庵镇 杨营村、兴隆观村 4113290301 67.5

南阳市 唐河县 歪子镇

史营村、岗头村、南黄营村、三河寨村、棉花庄村、老庙村、马渠湖村、寺门村、歪子村、于营村、周单

庄村、王小桥村、韩何营村、冯庄村、官寺村、汤庄村、常蝉庵村、老庄村、北肜庄村、李营村、彭庄村

、蟒张营村

4113290301 67.5

南阳市 唐河县 王集镇
汪堤村、曹集村、西赵庄村、白滩村、徐埠口村、高桥村、周湾村、西张庄村、秦杜营村、石头庙村、史

井村、王集村、冯集村、东元村、齐楼村、归集村、范坡村、石羊岗村
4113290301 67.5

南阳市 唐河县 王庄镇 水台子村、赵庙村、肖集村、王庄村、毛寨村、玉皇庙村、张湾村、周张坑村、兴化村、兴化寺村 4113290301 67.5

南阳市 唐河县 五星镇
宋湾村、判官庄村、魏楼村、五星村、后楼村、廖楼村、任集村、方营村、黄营村、郭湖村、王葛庄村、

闽营村、张楼村、南马庄村、台庄村、陈庄村、张店村
4113290301 67.5

南阳市 唐河县 新甸铺镇

白湾村、津湾村、杜岗村、刁河堂村、新北村、新南村、宋庄村、陳家村(陈家村)、南王村、骆湾村、艾

庄村、官渠村、套楼村、元帅村、翟湾村、魏湾村、韩营村、乔庄村、于庙村、杜桥村、黑龙村、程营村

、姚营村、石桥村、白龙村、刘湾村

4113290301 67.5

南阳市 唐河县 施庵镇 万庄村、前罗村、施庵村、大营村、王茨元村、薛庄村、涧河村、渠东村、朱寨村、荆陂村 4113290301 67.5

南阳市 唐河县 前高庙乡 下庙村、王套楼村、任桥村 41132904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溧河铺镇 王西河村、吴堂村、土堰村、孙楼村 41132904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沙堰镇 吕营村、李营村、肖庄村、丁庄村 41132904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施庵镇
卢大桥村、渠西村、黄李村、宋张村、桥楼村、朱庄村、詹岗村、贺岗村、白岗村、冀岗村、小营村、曾

营村
4113290401 63

南阳市 唐河县 溧河铺镇 熊油坊村、许桥村、贾桥村、杨岗村、西洼村、后陈村、熊楼村、冯营村 4113290402 63



南阳市 唐河县 前高庙乡 王楼村、闫坡村、东高营村、焦岗村、郭湾村、河北村、徐寨村、时楼村 4113290402 63

南阳市 唐河县 五星镇 大李营村、水田村 4113290402 63

南阳市 唐河县 王庄镇 东张店村、乔湾村、阎庄村、潘庄村、曹营村、西高营村、王桥村 4113290402 63

南阳市 唐河县 五星镇 前孙楼村 4113290402 63

南阳市 唐河县 王庄镇 梅湾村、前孙村 4113290402 63

南阳市 桐柏县 城关镇 东环社区、西杨社区、淮庙社区、西关社区 4113300101 73.5

南阳市 桐柏县 城郊乡 邵庄村、周庄村 4113300101 73.5

南阳市 桐柏县 城郊乡 熊壕村、河坎村 4113300201 69

南阳市 桐柏县 城郊乡 申铺村、向庄村 4113300202 69

南阳市 桐柏县 城郊乡 金亭村、尚楼村 4113300203 69

南阳市 桐柏县 月河镇 西湾村 4113300203 69

南阳市 桐柏县 月河镇 闵庄村、月河村 4113300204 69

南阳市 桐柏县 埠江镇 高寨村、江河村、李营村、林岗村、前埠村 4113300205 69

南阳市 桐柏县 安棚镇 安岭村、安棚村、大倪岗村、胡岗村、尹庄村 4113300206 69

南阳市 桐柏县 安棚镇 雷沟村、李湾村、岭东村、吕庄村、陶庄村、万岗村、张楼村、周岗村、朱洼村 4113300301 66

南阳市 桐柏县 埠江镇 付楼村、胡楼村、康宁寺村、栗楼村、水湖流村 4113300301 66

南阳市 桐柏县 程湾镇 程湾村、邓河村、和湾村 4113300301 66

南阳市 桐柏县 平氏镇 北东村、北西村、大堰张村、和庄村、计庄村、康庄村、雷庄村、平南村、新庄村、杨庄村 4113300301 66

南阳市 桐柏县 新集乡 苏庄村、栗园村、洛河村、磨沟村、王楼村、王寨村、新集村、徐庄村、楊湾村、张盖村 4113300301 66

南阳市 桐柏县 大河镇 黄庄村、箭杆冲村、泉水湾村、上河村、土门村 4113300302 66

南阳市 桐柏县 朱庄乡 馆驿村、围山村 4113300302 66

洛阳市 孟津县 麻屯镇

麻屯社区、薄姬岭村、杨树湾村、柏树沟村、下凹村、韩庄村、金溪湖社区霍村居民委员会、潘沟村、任

屯村、庄沟村、林沟村、董村、后楼村、前楼村、聂屯村、水泉村、李营村（李家营村）、卢村村、王村

村、宋岭村、单寨村、上河村、下河村、杨岭村、庙后村

4103220301 55.5

洛阳市 孟津县 横水镇
横水社区、古县村、文公村、会缠村、光华村、寒水村、红光村、上院村、元庄村、闫庄村、西沟村、长

岭村、张庄村、红桥村、寒亮村、铁楼村、新华村
4103220301 55.5

洛阳市 孟津县 常袋镇
常袋社区、东小梵村、潘庄村、西小梵村、酒流凹村、姚凹村、马岭村、石碑凹村、赵沟村、英古村、拐

坪村、杨沟村、土门村、半坡村、武家湾村、小崔沟村、赵凹村、东地村、常平村
4103220301 55.5

洛阳市 新安县 城关镇

东街（东关社区、西关社区、河南社区、暖泉社区、北关社区、学林社区）、西街（西关社区、河南社区

、学林社区、紫霞社区）、中街（东关社区、西关社区、河南社区）、江庄村（西苑社区、绿苑社区、江

庄社区、紫霞社区）、北关村（东关社区、学林社区、北关社区）、河南村(河南社区)、暖泉村（暖泉社

区）、上河村（暖泉社区）、南庄村、寨湾村、大章村、王庄村（王庄居委会、西苑社区）、马沟村、陈

湾社区、宋村社区、石庙社区、后峪村、塔地社区、牌楼社区、城关街（北关社区、城关社区）、鲍庄居

委会、何沟居委会、杨岭社区

4103230101 81

洛阳市 新安县 铁门镇
槐林村、东窑村、省庄社区、辛庄村、盐仓村、铁门村、沟头村、蔡庄村、芦院村、韩都村、庙头村、龙

涧村、高平社区、克昌社区、土古洞社区、厥山村、西窑村、下羊义村
4103230201 67.5

洛阳市 新安县 磁涧镇
磁涧社区、南窑社区、何庄社区、寒鸦社区、老井社区、掌礼村、柴湾社区、礼河村、下元村、奎门村、

八里社区、尤彰村、杨镇村、游沟村、侯沟村、八陡山村、龙渠社区、梨园村、孝水社区
4103230202 67.5



洛阳市 新安县 仓头镇 孙都社区、养士村 4103230301 64.5

洛阳市 新安县 正村镇 正村社区 4103230302 64.5

洛阳市 新安县 城关镇 林庄村、古路村、上扬沟村、王沟村、西高村、东高村、游坟嘴村、赵沟村、安乐村、刘村、火虫驿村 4103230303 64.5

洛阳市 新安县 五头镇 五头社区、河北村、仝沟村、蔡庄村、马头村、独树村、大洼村、王府庄村、仓上村、庙上村、马荆扒村 4103230303 64.5

洛阳市 新安县 正村镇 太平村、白墙村、西白村、上坡村 4103230303 64.5

洛阳市 新安县 铁门镇 崔家庄村、云顶村、薛村、高沟村 4103230303 64.5

洛阳市 新安县 铁门镇 玉梅村 4103230304 64.5

洛阳市 新安县 南李村镇 李村社区、荒坡村、花沟村 4103230305 64.5

洛阳市 新安县 石井镇 石井社区 4103230401 60

洛阳市 新安县 北冶镇 柿树岭社区 4103230402 60

洛阳市 新安县 曹村乡 曹村社区 4103230403 60

洛阳市 新安县 石寺镇 下孤灯村、渠里村、上灯村、贾沟村、西沙村、畛河新村、石寺社区、磨窝村、北李村 4103230404 60

洛阳市 新安县 正村镇
尚庄村、北岳村、中岳村、南岳村、许洼村、王庄村、石泉村、北沟村、西沟村、后地村、古村、金溪村

、东郭峪村、郭峪村、刁咀村、十万村
4103230404 60

洛阳市 新安县 仓头镇
王村、东岭村、郭庄村、河西村、南街村、黄洼村、东沟村、寨上村、张村、曲墙村、庙东村、中沟村、

赵沟村、范沟村、云水村、新仓村、河窑村、陈湾村
4103230404 60

洛阳市 新安县 五头镇
寺上村、神堂村、小庄村、党家沟村、胡张沟村、官岭村、望头村、尚庄村、孙家坡村、二郎庙村、寨前

村、梁村村、亮坪村、胡沟村、包沟村、北沟村
4103230404 60

洛阳市 新安县 南李村镇

刘邦村、懈寺村、郁山村、下坂玉村、赵玉村、晁庄村、林庄村、郭庄村、张村、仙桃村、陈屯村、马沟

村、王坟村、石渠村、苏屯村、韦庄村、挂沟村、李沟村、任窑村、铁李村、窑场村、江峪村、江洼村、

十里村、江村、孙洼村、梭罗村、东花沟村

4103230405 60

洛阳市 新安县 磁涧镇
赵洼村、兰洼村、杨家洼村、东皇村、申洼村、陈古洞村、前洼村、岭东村、寺沟村、闫湾村、李子沟村

、姚家岭村、石人洼村、小河口村、江沟村、五里岭村、黄洼村
4103230405 60

洛阳市 新安县 铁门镇 老君洞村、陈村、刘河村、高庄村、晁村、杨树洼村、刘岭村、刘杨村、郭沟村 4103230405 60

洛阳市 新安县 曹村乡
城崖地村、大扒村、前河村、黄北岭村、石板岭村、庙岭村、马尾岭村、袁山村、小寨岭村、北庄村、二

峪村、岸上村、纸房村、下村、圪塔村、小沟村、山查村、老庄岭村、田岭村、山碧村、仓田村、田园村
4103230501 56.25

洛阳市 新安县 铁门镇 董沟村 4103230501 56.25

洛阳市 新安县 北冶镇

北冶新村、滩子沟村、马行沟村、张官岭村、核桃园村、甘泉村、岭后村、贾岭村、裴岭村、骆岭村、刘

黄村、刘沟村、袁止村、关涧村、碾坪村、杨沟村、涧沟村、王岭村、望古垛村、仓西村、平王村、安桥

村、东沟村、下坂峪村、石山村、西地村、崔沟村、五元沟村、高庄村、三王庄村、竹园村

4103230501 56.25

洛阳市 新安县 石寺镇 北岭村、胡岭村、芦家沟村、蒿子沟村、西沟村、孟庄村、谷堆村、张庄村、林岭村、窑院村 4103230501 56.25

洛阳市 新安县 石井镇

莲花战村、潭上村、前口村、山头岭村、南腰村、窨头村、香头庙村、井沟村、元古洞村、太平庄村、黑

扒村、胡庄村、山沃村、杨家庄村、龙潭沟村、寺坡山村、五顷村、拴马村、介庄村、庄头坡村、安里村

、郭洼村、西岭村、黛眉村、南沟村、东山底村、王家沟村、峪里村

4103230501 56.25

洛阳市 栾川县 城关镇

耕莘东路居委会、兴华路南居委会、兴华路北居委会、君山路居委会、上河南村社区居委会（上河南社区

居委会）、西地村社区居委会（西地社区居委会）、大南沟村社区居委会（大南沟社区居委会）、陈家门

村

4103240101 82.5



洛阳市 栾川县 栾川乡 罗庄居委会、七里坪村社区（七里坪社区）、方村村、西河村社区、朝阳村 4103240101 82.5

洛阳市 栾川县 栾川乡
朝阳村(飞地)、养子口村、樊营村、湾滩村、堂上村、雷湾村、双堂村、后坪村、寨沟村、养子沟村、百

炉村
4103240201 67.5

洛阳市 栾川县 庙子镇 庙子村、北凹村、黄石砭村、黄柏沟村（黄柏村）、高崖头村、河南村 4103240201 67.5

洛阳市 栾川县 赤土店镇 赤土店村、竹园村 4103240201 67.5

洛阳市 栾川县 潭头镇 潭头村、石门村、汤营村、赵庄村、东山村、胡家村、大王庙村、党村村、西坡村、蛮营村、古城村 4103240301 63

洛阳市 栾川县 三川镇 三川村、新庄村、三道沟村、柳子村、柳树坑村、祖师庙村、龙脖村、姚湾村、小红村、大红村 4103240302 63

洛阳市 栾川县 冷水镇 东增河村、西增河村、冷水村、龙王庙村、冷水沟村、南沟村（大南沟村）、南泥湖村 4103240302 63

洛阳市 栾川县 赤土店镇 郭店村、刘竹村、马圈村、清和堂村、花园村 4103240302 63

洛阳市 栾川县 陶湾镇 陶湾村、常湾村、张盘村、伊滨村、鱼库村、磨沟村（么沟村）、蕉树凹村、松树台村 4103240302 63

洛阳市 栾川县 石庙镇 石庙村、下园村、上园村（上元村）、常门村、光明村、龙潭村、庄科村、石宝村 4103240302 63

洛阳市 栾川县 合峪镇 合峪村、柳坪村 4103240303 63

洛阳市 栾川县 赤土店镇 白沙洞村、公主坪村、鸭石村 4103240401 56.4

洛阳市 栾川县 合峪镇
前村村、康庄村、马丢村、石村村、孤山沟村（孤山村）、砚台村、黄土岭村、钓鱼台村、杨山村、三里

桥村（三里村）、庙湾村、砭上村、官庄村、五村村、酒店村、十八盘村、杨沟门村、杨长沟村、水沟村
4103240401 56.4

洛阳市 栾川县 潭头镇
纸房村、大坪村、石坷村、阳庄村、马窑村、张村村、秋林村、何村村、拨云岭村、断滩村、垢峪村、柏

枝崖村、王坪村、仓房村、重渡村
4103240401 56.4

洛阳市 栾川县 庙子镇

杨庄村、北乡村、四秋村、新南村、磨湾村、龙王幢村、下河村、上河村、东龙潭村、汉秋村、老张村、

杨树底村、上沟村、桃园村、磙子坪村、咸池村、庄子村、南蒿坪村、卡房村、吕顺沟村（吕顺村）、山

湾村、英雄村、街上村

4103240401 56.4

洛阳市 栾川县 秋扒乡 秋扒村、蒿坪村、小河村、鸭石村、雁坎村、北沟村、白岩寺村、黄岭村、嶂峭村 4103240401 56.4

洛阳市 栾川县 狮子庙镇

三联村、瓮峪街村（瓮峪村）、长庄村、孤山村、三关庙村、坡前村、东羊道村、西羊道村、山岔村、张

岭村、山前村、红庄村、朱家坪村、王府沟村、白石岩村（白石崖村）、朱家村、五肩头村、许沟村、罗

村村、南沟门村、狮子庙村

4103240401 56.4

洛阳市 栾川县 白土镇
均地沟村、王梁沟村、蔺沟村、草庙河村、槲树庙村、白土村、康山村、马庵村、歇脚店村、铁岭村、椴

树村、马超营村
4103240401 56.4

洛阳市 栾川县 三川镇 火神庙村 4103240402 56.4

新乡市 原阳县 阳阿乡

延西村（南街村民组）、延西村（西街村民组）、延州东街、延州北街村、延州南街村、阳中村、阳西村

、阳阿东村、梁寨村、吴寨村、小留村、黄庄村、宋圪垱村、南裴寨村、北裴寨村、张士道庄村、马庄村

、东于铺村、韩庄村、孙庄村、献功村、河窑新村、焦楼村、土山村、查地村、小吴寨村、娘娘庙村、闫

庄村、冯草固村、八里沟村、陈庄村、桑园村（前）、桑园村（中）、桑园村（后）、张庄村、董庄村、

文定村、明盖村、李庄村

4107250401 60

新乡市 原阳县 福宁集镇

西寨村、东寨村、东庄村、后堤村、中岳村、王庄村、秦庄村、霸寨村、东程寨村、西程寨村、东关村、

西关村、小吴庄村、蔺寨村、武圪垱村、桑寨村、贺屯村、王杏兰村、李杏兰村、甄杏兰村、马兰庄村、

毛杏兰村、张大夫寨村、刘庵村、东拐铺村、西拐铺村、蔡地城村、刘地城村、高地城村、蒙地城村、程

庄村、板庄村、吴杏兰村、黄杏兰村、牛杏兰村、马杏兰村、陈杏兰村、蔺杏兰村、赵杏兰村、王钦庄村

、桂刘庄村、刘杏兰村、新建村、下湾新村、福宁集乡林场

4107250401 60



新乡市 原阳县 原武镇
仓西新村、香王庄村、牛庄村、菜王村、古城村、后七里村、前七里村、圈楼村、西徐庄村、吴庄村、西

关村、西街村、北街村、东街村、南街村、南关村
4107250201 66

新乡市 原阳县 师寨镇
峪里新村、许堂村、师寨敬老院、新集村、东中磁村、东磁村、西中次村、师庄村、苗楼村、近科楼村、

师寨村、张洼村、西磁村
4107250201 66

新乡市 原阳县 祝楼乡

刘庄村、小胡庄村、大胡庄村、新村、杨庄村、王录村、宋楼村、新王村、王村、新阳村、胡堂庄村、西

圈村、东圈村、口里村、闫庄村、蒙城村、新庄村、夹堤村、姚村、河南省农科院、原阳县农牧场、原阳

县畜牧场

4107250201 66

新乡市 原阳县 桥北乡 大张庄村（黄河大堤以北）、老庄村（黄河大堤以北）、小张庄村（黄河大堤以北） 4107250201 66

新乡市 原阳县 祝楼乡 祝楼村、祝楼乡林场、北胡庄村、种庄村、卞庄村、新城村、西胡庄村、原阳县水利局 4107250301 61.5

新乡市 原阳县 师寨镇 马铁庄村（马铁铁村）、赵清庄村、小赵庄村、黑龙潭村 4107250302 61.5

新乡市 原阳县 原武镇
狮子岗新村、后教新村、梨园村、小徐庄村、民李庄村、小村、师徐庄村、东合角村、西合角村、王告庄

村、东娄庄村、杨大寨村、白塔村
4107250303 61.5

新乡市 原阳县 师寨镇
柴庄村、盐坡村、王堂村、五柳集村、南赵庄村、邢庄村、大徐庄村、何庄村、安庄村、香时庄村、大城

村、南香山村
4107250303 61.5

新乡市 原阳县 桥北乡

破车庄村、刘合庄村、刘庵村、小刘庄村、桥北乡砖厂、杨庄村、大张庄村（黄河大堤以南）、葛韩庄村

、司庄村、盐店庄村、南胡庄村、马庄村、马井村、老庄村（黄河大堤以南）、尤拐村、司窑村、小张庄

村（黄河大堤以南）、季庄村、范庄村、李滔庄村（李涛庄村）、洪庄村、小辛庄村、原阳县农牧场

4107250304 61.5

新乡市 延津县 城关镇
北街村、曹乡固村、崔乡固村、大潭村、东街村、孔潭村、南街村、三里庄村、史良村、王乡固村、文岩

村、西街村、小潭村
4107260101 84

新乡市 延津县 僧固乡 甘泉村、李僧固村、王潭村 4107260101 84

新乡市 延津县 小潭乡 周庄村、南王庄村（王庄村） 4107260101 84

新乡市 延津县 小潭乡 大潭、郭庄村、胡堤村、王魏庄村、盐厂村、尹庄村、十里铺村 4107260201 75

新乡市 延津县 石婆固乡 太平庄村、吕店村、通郭村、食品工业园 4107260201 75

新乡市 延津县 榆林乡 老任庄村 4107260201 75

新乡市 延津县 僧固乡

大布村、大佛村、德土村(德士村)、东李庄村、东史固村、东竹村、辉县屯村、军寨村、梁僧固村、刘小

庄村、青庄村、任小庄村、沙庄村、申僧固村、魏庄村(位庄村)、西史固村、西竹村、小布村、辛庄村、

翟小庄村、朱佛村

4107260301 70.5

新乡市 延津县 小潭乡

安乐庄村、东古墙村、东里七村、东吐村、冯庄村、高庄村、固头村、李大吴村、卢厂村、罗庄村、南古

墙村、石堤村、石河村、甜水井村、王厂村、西古墙村、西李庄村（李庄）、西里七村、西吐村、小里村

、小吴村、小油房村（小油坊村）、新堤村（辛堤村）、新丰堤村、徐庄村、闫大吴村、袁河村、寨子村

、桥村（奡村）、周大吴村

4107260301 70.5

新乡市 延津县 司寨乡

岸下村、半坡张村、曹柳洼村、大留固村、大庞固村、东南庄村、东张庄村（张庄村）、范庄村、高寨村

、郭柳洼村、后司寨村、后新乡屯村、李楼村、平陵村、前司寨村、前新乡屯村、通村、王杏庄村、王纸

坊村、吴辛庄村、小留固村、小庞固村、小仲村、新生屯村、尹柳洼村、于庄村、袁纸坊村、郑纸坊村

4107260301 70.5

新乡市 延津县 石婆固乡

大柳树村、大油房村（大油坊村）、东史庄村、段庄村、关辛庄村、黄家村、集北村、集南村、老仪门村

、梨园村、里仁村、里士村、里乡村、南秦庄村、任光屯村、塔铺一队村（塔一村）、西史庄村、小渭村

、朱庄村

4107260301 70.5



新乡市 延津县 王楼乡

草店村、陈湾村、川留村、大城村、郭里村、后鲁丘村（后鲁邱村）、李湾村、东刘庄村（刘庄村）、前

鲁丘村（前鲁邱村）、前牛村、乔杏庄村、任庄村、申湾村、宋洼村、王楼村、吴杏庄村、小城村、张街

村、张杏庄村

4107260301 70.5

新乡市 延津县 榆林乡
大韩庄村、东娄庄村、官亭村、夹堤村、万全庄村、王村、西娄庄村、西王庄村、小韩庄村、榆林村、枣

园村、张河村
4107260301 70.5

新乡市 延津县 丰庄镇 丰庄村、侯屯村、老殷庄村（殷庄村）、赵庄村 4107260302 70.5

新乡市 延津县 东屯镇

常堡村、大屯村、大王庄村、东崔原庄村、东屯村、东吴安屯村、东张士屯村（东张思屯村）、董庄村、

郝光屯村、后庄里村、汲津铺村、南刘庄村（刘庄村）、前庄里村、水花堡村、西崔原庄村、西胡庄村

（胡庄村）、西屯村、西吴安屯村、西张士屯村（西张思屯村）、小屯村、小王庄村、小杨庄村、赵经庄

村、郑庄村

4107260401 61.5

新乡市 延津县 马庄乡

北于庄村(于庄村)、柴胡寨村、常新庄村、常兴集村、车庄村、堤后村、东王庄村、东袁庄村(袁庄村)、

冯班枣村、冯刘庄村、傅庄村(付庄村)、高张寨村、郭新庄村(郭辛庄村)、后长塄村(后长堽村)、姬庄村

、蒋班枣村、近古村、荆庄村、老刘庄村、刘枣庄村、罗滩村、马庄村、庙堤村、庞固寨村（庞古寨村）

、前长塄村(前长堽村)、石邱村、水口村、苏班枣村、随庄村、唐庄村、王泗坡村、许庄村、延滑村、野

厂村、油坊村、原屯村、张班枣村、北宋庄（宋庄村）

4107260401 61.5

新乡市 延津县 王楼乡
安庄村、蔡庄村、丁赵村、冯二郎庙村、黄寺村、姜二郎庙村、老庄村、吕桑科村、千寨村、孙庄村、吴

桑科村、西陈村、新集村、徐二郎庙村、周厂村、王庄村
4107260401 61.5

新乡市 延津县 魏邱乡

班干村、北班胜固村、北大柳村、北魏庄村（位庄村）、董留店村、杜庄村、何訾村（何自村）、后大柳

村、后魏邱村、后西南庄村、获嘉屯村、贾庄村、荆保寨村、雷庄村、李恩村、李留店村、李庄村、刘訾

村（刘自村）、老马村（马村）、南班胜固村、南宋村、庞庄村、齐村、前大柳村、前魏邱村、前西南庄

村、沙河村、尚柳洼村、宋庄村、宋訾村（宋自村）、洼张村、万户营村、王訾村（王自村）、吴秀寨村

、西吴庄村（吴庄村）、小韩村、新庄村、杨林村、张林村、赵留店村、中魏邱村、白庙村、朱寨村、八

里庄村、小辛庄村、东吴庄村（吴庄村）

4107260401 61.5

新乡市 延津县 丰庄镇
北高寨村（高寨村）、大罗寨村、飞王村、河道村、后王庄村、侯庄村、寇庄村、李皮寨村、路庄村、南

皮村、前王庄村、秦庄村、桑村、绳屯村、席村
4107260401 61.5

新乡市 延津县 榆林乡 获小庄村、大杨庄、龙王庙村、榆东工业园区、姚庄村； 4107260401 61.5

新乡市 延津县 石婆固乡

北郭村（郭庄村）、北孟湾村、北秦庄村、北王庄村、北郑庄村、东龙王庙村、东秦庄村、胡村、胡庄村

、小马庄村（马庄村）、南孟湾村、南郑庄村、沙口村、塔铺二队村（塔二村）、陶庄村、西秦庄村、岳

庄村、朱辛庄村

4107260401 61.5

新乡市 延津县 胙城乡

北高庄村（高庄村）、西辛庄村、大韩村、东小庄村、东辛庄村、后董固村、刘庄村、前董固村、十八里

庄村（十八里村）、兽医庄村、王堤村、西贾庄村（贾庄村）、西小庄村、小堤村、闫屯村、杨庄村、袁

庄村、张庄村、胙城村

41072604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城关镇
西街村、东街村、南范庄村、西关村、万庄村、周庄村、小东关村、大东关村、后北场村、前北场村、北

街村、南街村、郭场村
4107270101 67.5

新乡市 封丘县 城关乡
陈堂村、山里寨村、杨徐寨村、五里井村、王楼村、石庄村、师寨村、东孟庄村、中孟庄村、西孟庄村、

刘村、吕井村、北崔村、一家王村、前王庄村、姜庄村、边庄村、水车里村、三里辛村
4107270101 67.5

新乡市 封丘县 荆乡回族乡 后荆乡村、西杨庄（杨庄村）、白庄村、前荆乡村、百寺村 4107270101 67.5

许昌市 鄢陵县 大马乡
大坡田村、二坡田村、西司家村、赵拐村、竹园村、马停庄村、太平岗村、陈寨村、东葛村、柳寨村、西

葛村、贤庄村、岳寨村
4110240202 75.6



许昌市 鄢陵县 只乐乡
常寨村、崔庄村、大营村、东店村、东只乐村、岗周村、郭刘村、后杜村、胡营村、罗寨村、前曹村、沈

寺村、王建平村、西只乐村、小东村、小营村、袁堂村、只乐乡农场、庄刘村、塔庄村
4110240202 75.6

许昌市 鄢陵县 张桥乡

北赵庄村、陈楼村、大宋村、邓李村、丁岗村、东大王村、东许村、冯岗村、岗陵寺村、和寨村、河岗村

、后李村、后张村、碱岗村、罗庄村、潘庄村、裴庄村、屈庄村、沙滩村、邵庄村、水坑村、苏墩村、西

许村、夏堂村、县林科所、县农场、县原种场、小寨村、新东村、阎段村、张北村、张中村、张南村

4110240202 75.6

许昌市 鄢陵县 望田镇

蔡家村、店东刘村、后谢村、黄家村、晋庄村、蔺庄村、前谢村、任庄村、望田北村、望田东村、望田南

村、武岗村、袁家村、大王庄村、杜春营村、花庄村、靳屯村、老范店村、李庄村、邱庄村、逊耕村、翟

刘村、赵岗村

4110240301 69.45

许昌市 鄢陵县 只乐乡
曹桥村、陈庄村、观台村、河北谢村、刘英桥村、南河张村、钱桥村、顺羊村、寺后李村、王桥村、王庄

村、杨庄村、野岗村、安赵村、司庄村、袁庄村
4110240301 69.45

许昌市 鄢陵县 张桥乡 南杨庄村、张庄村、好汉庄村、后厦村、康庄村 4110240301 69.45

许昌市 鄢陵县 南坞乡
安头村、卜寨村、程庄村、关庄村、南坞村、南坞乡林场、彭庄村、田庄村、屯北村、屯南村、北坞村、

党庄村、刘贾村、卢庄村、南曹庄村、牛薛村、裴毛庄村、前石村、孙老庄村、周桥村
4110240301 69.45

许昌市 鄢陵县 彭店乡 王铁村、油坊村 4110240401 64.35

许昌市 鄢陵县 望田镇 程甫还村、边王村、堤王村、郭寺村、和刘村、孙寨村、新色村 4110240402 64.35

许昌市 鄢陵县 南坞乡 柴庄村、岗苏村、耿屯村、刘圪垱村、秦岗村、时楼村、杨树湾村 4110240402 64.35

许昌市 鄢陵县 陶城乡

常庄村、代张村、东刘庄村、扶齐村、郜庄村、葛庄村、谷庄村、后路村、胡庄村、蒋寨村、南大宋村、

南孙庄村、坡冯村、前席村、三岗村、十室村、陶北村、陶南村、乡农场、邢庄村、徐庄村、追岗村、黄

庄村、阎庄村、仓头村、明理村、南张庄村、赵庄村

4110240402 64.35

许昌市 襄城县 城关镇 河西村、安庄村、东关村、回民村、上徐村、南坛门村、石羊街村 4110250101 99

许昌市 襄城县 茨沟乡 常庄村、五里堡村、马窑村、三里沟村、万桥村、小师庄村、肖庄村、武湾村、朱窑村、骞庄村 4110250101 99

许昌市 襄城县 库庄镇 小程庄村、张先庄村、李吾庄村、大井庄村、关帝庙村、水坑陈村、徐冢村、万庄村、刘庄村、张和庄村 4110250101 99

许昌市 襄城县 山头店镇 寺门村、乔柿园村、毛湾村 4110250101 99

许昌市 襄城县 十里铺镇 马园村、小张庄村 4110250101 99

许昌市 襄城县 汾陈乡
半坡店村、仲庄村、赤涧傅村、访车李村、庾河村、纸房村、徐庄村、后河庄村、柳庄村、吕庄村、方庄

村、汾陈村、促进李村、大路村、台官李村、王梦寺村
4110250201 85.35

许昌市 襄城县 颍桥回族镇 东街村、建设街村、西街村、南街村、北街村 4110250201 85.35

许昌市 襄城县 库庄镇
中冀村、后冀村、范窑村、周庄村、田庄村、金柳村（金刘村）、单庙村、黄庄村、大庙村、东沈庄村、

李树村、东库村、常庄村、齐王村、西沈庄村、灵树村、宋庄村、西库村
4110250201 85.35

许昌市 襄城县 山头店镇 姚庄村、崔庄村、贾庄村、党庙村、石湾村、孙庄村、乔庄村、耿庄村 4110250201 85.35

许昌市 襄城县 十里铺镇
鲍坡村、井庄内村、单庄村、二甲王村、井庄外村、余庄村、王罗庄村、王庄村、盛庄村、四里营村、王

老虎村、仝庄村、方头村、十里铺村
4110250201 85.35

许昌市 襄城县 双庙乡
郝庄村、姚庄村、菜园刘村、岗孙村、槐树王村、门楼李村、湾付村、染房杨村、湾张村、双庙村、付庄

村、郭白村、杨树郭村、林场、湾王村、前卢村、后卢村、三街村
4110250201 85.35

许昌市 襄城县 紫云镇
谢庄村、塔王庄村、孙祠堂村、张道庄村、坡刘村、黄柳南村、马赵村、孟沟村、林场、古庄村、张村、

黄柳西村、侯堂村、方庄村、黄柳东村、杨湾村、石庙羊村
4110250201 85.35

许昌市 襄城县 王洛镇
双楼闫村、肖庄闫村、北宋庄村、大路谢村、冢王村、蔡庄村、王洛西村、余楼村、巫周村、王洛东村、

孙庄村
4110250201 85.35



许昌市 襄城县 双庙乡
郝庄村、姚庄村、菜园刘村、岗孙村、槐树王村、门楼李村、湾付村、染房杨村、湾张村、双庙村、付庄

村、郭白村、杨树郭村、林场、湾王村、前卢村、后卢村、三街村
4110250201 85.35

许昌市 襄城县 颖阳镇
谭庄村、北刘庄村、牛庄村、菅庄村、新杨庄村、陈刘侯村、纪拐村、大路李村、大罗庄村、张左村、管

武村、后郑庄村
4110250201 85.35

许昌市 襄城县 湛北乡 丁庄村、七里店村、古庄村、李成功村、徐庄村、姜店村、十里铺村 4110250201 85.35

许昌市 襄城县 茨沟乡
聂庄村、小孙村、乔皮村、方窑村、茨沟东村、杨庄村、张庄村、虎头李村、菜孙村、茨沟西村、店南张

村、柿杨村、沟刘村、罗沟村、铁刘村、李庄村、王庄村
4110250301 71.4

许昌市 襄城县 丁营乡
冯庄村、丁营村、坡杨村、苗府村、横梁渡村、郎庄村、楼李村、霍庄村、岗张村、彦张村、榆孙村、白

庙王村、双庙耿村
4110250301 71.4

许昌市 襄城县 范湖乡
秦寺村、罗庄村、坡周村、周庄村、祖师庙村、帅郭村、大郭村、朱湖潭村、西于村、裴昌村、尧城宋村

、文庄村、闫柳村
4110250301 71.4

许昌市 襄城县 汾陈乡
崔庄村、朱堂村、竹园村、宋堂村、岗杨村、杨庄村、双楼张村、程桥村、大磨张村、砖墙李村、乔庄村

、李营村、老庄闫村、王窑村
4110250301 71.4

许昌市 襄城县 姜庄乡 后城村 4110250301 71.4

许昌市 襄城县 麦岭镇

白庙村、半截楼村、东付村、新乔庄村、赵南村、沈李村、东坡方村、竹园李村、前纪村、水坑刘村、麦

岭东村、麦岭西村、西坡方村、岗西中街村、岗西前街村、岗西后街村、欧营村、扁担李村、大刘庄村、

后纪村、柏店村、挑沟村、大袁村

4110250301 71.4

许昌市 襄城县 山头店镇

下黄村、祝冯村、杨树孙村、上秦村、圪挡王村（圪垱王村）、延寿李村、庙李村、北孙庄村、张卜庄村

、张店村、大赵庄村、蔡冯村、大陈村、杜庄村、蒋湾村、赵保合村、山头店村、胡岗村、范庄村、徐庄

村、马庄村、豆王庄村、双张村、陈庄村

4110250301 71.4

许昌市 襄城县 十里铺镇

鲁渡中村、史庄村、水牛耿村、东姚村、大庙冯村、侯村东村、廿里铺村、双楼宋村、商庄村、西张庄村

、寺后李村、鲁堂村、宋李郭村、韩村内村、吕庄村、马冢村、河汊付村、河汊赵村、坡张村、鲁渡内村

、高庄村、韩村外村、侯村西村、鲁渡外村

4110250301 71.4

许昌市 襄城县 双庙乡
大李村、草寺村、刘店村、楼头孙村、寺白村、小李村、徐庄村、常贾村、岗常村、化行村、大孙村、河

沿吕村、松庄村、陈庄村
4110250301 71.4

许昌市 襄城县 紫云镇 侯庄村、宁庄村、万楼村、雪楼村、刘楼村、张庄村、道庄村、雷洞村、马涧沟村、大庙李村 4110250301 71.4

许昌市 襄城县 颖阳镇
洪村寺村、邢庙村、盛寨村、东张庄村、单庄村、周庄村、大王庄村、河沿孙村、小河村、苏庄村、小王

庄村、大河村、大路吴村
4110250301 71.4

许昌市 襄城县 王洛镇

何庄村、岗曹村、栗庄村、郭庄村、堂李村、阎寨北村（闫寨北村）、庙宋村、前顿村、闫寨南村、潘朱

村、朱庄村、高庄村、杨楼村、卜吉郑村、坡王村、房村村、后陈村、岳寨村、柿园张村、观音寺村、春

李村、殷庄村、张御庄村

4110250301 71.4

许昌市 襄城县 湛北乡
马芳营村、李庄村、北姚村、尚庄村、侯楼村、农场、杨庄村、南姚村、田庄村、武湾村、前聂村、周庄

村、姜庄村、后聂村、坡李村
4110250301 71.4

许昌市 襄城县 丁营乡
沟刘村、西杜村、东杜村、王穆庄村、光门李村、霍堰西村、半坡店村、霍堰东村、崔庄村、小集村、岗

马村、韩庄村、纸房王村、霍堰中村
4110250401 59.25

许昌市 襄城县 范湖乡
铁炉陈村、大白村、范湖西村、范湖东村、任庄村、竹园村、汊河闫村、大陈村、纸房村、倘庄村、油房

孙村、康封村、虎头李村、营陈村、西潭村、军张村、凹郭村、庙上村、城上村、台王村
4110250401 59.25

许昌市 襄城县 姜庄乡

屈庄村、三胡村、凹李村、寇庄村、大马庄村、韩庄村、千佛阁村、火张村、盆张村、樊庄村、汪集村、

大营南村、石营村、路店村、漕厂村、刘庄村、许邓村、庙王村、许庄村、汪店村、姜庄村、段店村、耿

庄村、来坡村、王屯村、靳庄村、任庄村、前城村、张拐村、闫庄村、河北王村、郜庄村、于庄村、大营

北村、庙坡村、袁庄村

4110250401 59.25



许昌市 襄城县 麦岭镇 毛庄村、圈刘村、沟赵村、李悦庄村、高庄村 4110250401 59.25

南阳市 桐柏县 城郊乡
陈大庄村、方家寨村、胡家沟村、黄棚村、金庄村、刘湾村、毛坡村、彭沟村、石家楼村、太平桥村、吴

湾村、西十里村
4113300303 66

南阳市 桐柏县 固县镇 固县村、黄畈村、沈楼村、石头畈村、桐安村、魏岗村、吴庄村 4113300303 66

南阳市 桐柏县 淮源镇 淮源村 4113300303 66

南阳市 桐柏县 吴城镇 朝城村、陈庄村、王宽店村、吴城村、岳畈村 4113300303 66

南阳市 桐柏县 月河镇
白庙村、北湾村、金桥村、老街村、林庙村、罗堂村、彭坎村、彭寨村、沈庄村、唐城村、徐寨村、晏庄

村、袁庄村、张堂村
4113300303 66

南阳市 桐柏县 朱庄乡 朱庄村 4113300303 66

南阳市 桐柏县 黄岗镇 大石桥村、斗称沟村、高店村、光荣庄村、黄岗村、刘庄村、王庄村、岳新庄村 4113300304 66

南阳市 桐柏县 毛集镇 枣树岗村、光武村、湖山村、毛营村、毛寨村、新庄村、潘庄村、铁山村、王湾村、熊寨村 4113300304 66

南阳市 桐柏县 回龙乡 迴龙村 4113300305 66

南阳市 桐柏县 程湾镇 艾庄村、曹河村、栗子园村、三岔口村、石头庄村、苏扒村、吴井村、姚河村、岳沟村 4113300401 63

南阳市 桐柏县 平氏镇 曹庄村、小河塘村 4113300401 63

南阳市 桐柏县 安棚镇 太山村、王湾村 4113300402 63

南阳市 桐柏县 城郊乡 北杨庄村 4113300402 63

南阳市 桐柏县 大河镇 峡山村、尖山村、江庄村、李沟村、六里村、石佛寺村、田口村、竹园村 4113300402 63

南阳市 桐柏县 固县镇 新庄村、大石坡村、柳扒村、杨楼村、张畈村 4113300402 63

南阳市 桐柏县 淮源镇
板桥湾村、仓房村、陈庄村、大栗树村、董老庄村、龚庄村、鸿仪河村、后棚村、老湾村、马冲村、彭庄

村、三王庙村、张庄村
4113300402 63

南阳市 桐柏县 黄岗镇 大棚村、段庄村、核桃树村、黄楼村、刘老庄村 4113300402 63

南阳市 桐柏县 回龙乡 郭庄村、何庄村、黄楝岗村、栗树村、梁岗村、桑树湾村、汪大庄村、杨集村、柞楼村 4113300402 63

南阳市 桐柏县 毛集镇 蔡庄村、窦庄村、李楼村、李庄村、毛楼村、石河村、田木湾村、向老庄村、张湾村、钟庄村 4113300402 63

南阳市 桐柏县 吴城镇
陈刘店村、邓庄村、郭老庄村、贾岗村、林场村、罗畈村、牧场村、七里井村、王湾村、西新庄村、闫庄

村
4113300402 63

南阳市 桐柏县 新集乡 梁庄村 4113300402 63

南阳市 桐柏县 月河镇 汪庄村 4113300402 63

南阳市 桐柏县 朱庄乡 新集村、粉坊村、郭湾村、后河村、西庄村、响潭村 4113300402 63

周口 川汇区 市区 建设路以南、大庆路以西、汉阳路以东、车站路以北范围里面 4116020101 105

周口 川汇区 搬口办事处 搬口村委会、曾楼村委会、杨寨村委会、沈楼村委会、张寨村委会、门庄村委会、王祖庙村委会 4116020201 84

周口 川汇区 城北办事处
后李多楼村委会（后李多楼社区）、黄庄村委会、李楼村委会、李营村委会、后石店村委会、前石店村委

会、下炉村委会、后彭埠口社区、张夏庄村委会
4116020201 84

周口 川汇区 城南办事处
小王营村委会、刘方平村委会、王响午村委会、后村村委会、中村村委会、西李庄村委会、官坡村委会、

后王营村委会
4116020201 84

周口 川汇区 淮河路街道办事处
刘新庄居委会、姚滩居委会、孟营居委会、赵寨居委会、麦仁店居委会、南徐居民会、路庄居委会、徐庄

居委会、康楼居委会、郑洼居委会、牛滩居委会、黄滩居委会
4116020201 84

周口 川汇区 金海路办事处
张埠口村委会、周套楼村委会、彭新庄村委会、彭埠口村委会、孙咀村委会、新村村委会（新村社区）、

朱庄社区
4116020201 84



周口 川汇区 李埠口乡

苑庄村委会、大杨楼村委会、郭河村委会、苑老村委会（李埠口村委会）、苑寨村委会、岗叉楼村委会、

王楼村委会、敢庄村委会、范营村委会、小杨楼村委会、苑老村、姜庄村委会、王保初楼村委会、赵堤口

村委会、孙庄村委会、孙楼村委会、刘庄村委会

4116020201 84

周口 川汇区 七一路办事处 康湾社区、李庄社区、东杨庄社区 4116020201 84

周口 川汇区 太昊路街道办事处
毛楼居委会、杨脑居委会、艾营居委会、康庄居委会、许寨居委会、杨井沿居委会、单庄居委会、韩营居

委会、陈营居委会
4116020201 84

周口 川汇区 文昌办事处 赵寨社区、陈滩社区、郭埠口社区、万庄社区、吕庄社区、罗庄社区、康店社区、北李庄社区 4116020201 84

周口 川汇区 小桥街办事处
纬一路社区、高庄社区、建东社区、建西社区、富民社区、李多楼社区、彭埠口社区、建中社区、周淮社

区
4116020201 84

周口 川汇区 人和街办事处 韩庄社区、史滩社区 4116020201 84

周口 川汇区 荷花路办事处 闫庄社区、前王庄社区、前王营社区、西杨庄社区 4116020201 84

周口 川汇区 华耀城办事处 马庄村委会、朱庄村委会、郭庄村委会、李楼村委会、文庄村委会 4116020201 84

周口 川汇区 许湾乡

许湾村、关庄村、李庄村、大王庄村、后张堂村、张车楼村、曾庄村、熊楼村、程寺村、叶庄村、双阁村

、前张堂村、东张庙村、刘庄村、赵庄村、邓楼村、许湾乡林场、孔庄村、石庄村、于庄村、西张庙村、

张埠口村、苑老家村、蒋桥村、彭楼村、田庄村、崔庄村、上楼村、大张庄村、蔡路口村、项庄村

4116020201 84

周口 川汇区 搬口办事处 搬口林场、贾寨村委会、梁寨村委会、毛寨村委会、西赵村委会 4116020301 69

周口 川汇区 华耀城办事处 葛湾村委会 4116020301 69

周口 川汇区 城北办事处 朱楼村委会、徐营村委会、西张楼村委会、邵火庙村委会、邵寨村委会 4116020301 69

周口 川汇区 李埠口乡 郅楼村委会、计湾村委会、赵庄村委会、段庄村委会、后杨村委会、李埠口乡林场 4116020302 69

周口 川汇区 金海路办事处 党庄村委会、下口村委会、郭庄村委会 4116020303 69

周口 扶沟县 城关镇 古楼街居委会、花园居委会、南关居委会、大寺街居委会、书院街居委会、建城区、西关居委会 4116210101 75

周口 扶沟县 柴岗乡 庞庄村 4116210101 75

周口 扶沟县 大李庄乡 大李庄村、高河套村、冯老村、乡镇府、七里河村 4116210101 75

周口 扶沟县 城郊乡 万岗村、七里井村、郑关村、南元村、马家场村、李堂村、五里店村、东五村、赵沟村、后张村、小胡村 4116210101 75

周口 扶沟县 产业集聚区
小李庄村、石桥村、邵庄村、北大王庄村、六上村、七里桥村、高庄村、柳毛村、大张村、八里庙村、农

科所、县林科所
4116210101 75

周口 扶沟县 国营农牧场 陆桥村、高楼村、刘营村 4116210101 75

周口 扶沟县 江村镇 江北村、江南村 4116210201 69

周口 扶沟县 白潭镇 白潭村、双庙村、陈家村 4116210202 69

周口 扶沟县 崔桥镇 苑庄村、农经公司、一村、二村、三村、四村 4116210203 69

周口 扶沟县 曹里乡 曹里村、跨李庄村、马集村、县棉种场 4116210204 69

周口 扶沟县 大新镇 新南村、新北村 4116210205 69

周口 扶沟县 韭园镇 李献岗村、太康营村、南良许村、刘王庄村、曹庄村 4116210206 69

周口 扶沟县 汴岗镇 汴岗镇政府 4116210206 69

周口 扶沟县 柴岗乡 柴岗乡政府、柴岗村、西营村、两塚坡村、丁庄村、张力士庄村、东营村、前许岗村、后许村 4116210206 69

周口 扶沟县 吕潭乡
杜楼村、吉庄村、吕潭一村、魏楼村、齐庄村、聂老村、官营村、吕潭二村、吕潭三村、吉唐村、赵楼村

、青年场、前何村、葛岗村、尚村岗村
4116210206 69



周口 扶沟县 大李庄乡 任庄村、高河沿村、沈家村、刘庄村、邵口村、县种牛场、潘庄村、常岗村 4116210206 69

周口 扶沟县 国营农牧场 南张村、荣庄村、何老村 4116210206 69

周口 扶沟县 城郊乡 马村、八里营村、前谢村、后谢村、农技中心 4116210206 69

周口 扶沟县 汴岗镇 汴岗村、杨桥村、东桥村 4116210207 69

周口 扶沟县 练寺镇 练寺村、大蒲村、桑村村、陈贾村、良种场 4116210208 69

周口 扶沟县 固城乡 固北村、固南村、来庄村 4116210209 69

周口 扶沟县 包屯镇 包屯村、郁岗村 4116210210 69

周口 扶沟县 韭园镇 湾赵村、后杨村 4116210211 69

周口 扶沟县 崔桥镇

霍庄村、付庄村、何营村、水饭店村、汴寨村、贺寨村、许庄村、宋马岗村、张坞岗村、曹岗村、薄庄村

、毛寨村、杨岗村、古村村、古城村、周岗村、后李村、岗子村、季历岗村、杨邱营村、金指李村、杞营

村、候天村、陈庄村、大娄营村、娄灵石村、李景彦村、大刘村、仁和村、青年场、林场、崔桥镇种子站

、崔桥镇窑场、农大

4116210301 63

洛阳市 栾川县 陶湾镇
新立村、红洞沟村、肖圪塔村、秋林村、磨坪村（么坪村）、三合村、红庙村、西沟村、唐家庄村、前锋

村、协心村
4103240402 56.4

洛阳市 栾川县 叫河镇
新政村、瓦石岩村、马阴村、六中村、东坡村、西新科村、东新科村、栗树沟村、桦树坪村、黎明村、麻

沟村、上牛栾村、牛栾沟村、牛栾村、叫河村
4103240402 56.4

洛阳市 栾川县 石庙镇 杨树坪村、观星村 4103240402 56.4

洛阳市 嵩县 城关镇
上仓村、北街村、南街村、西关社区居民委员会、新一社区居民委员会、新二社区居民委员会、北店街社

区居民委员会、安康社区、文化社区
4103250101 75

洛阳市 嵩县 库区乡 望城岗村、梁元村（梁园村）、汪庄村 4103250101 75

洛阳市 嵩县 何村乡 瑶北坡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3250101 75

洛阳市 嵩县 纸房镇 高村社区居民委员会、纸房社区居民委员会、上瑶社区居民委员会（上窑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3250101 75

洛阳市 嵩县 城关镇 朱村、北园村、菜园村 4103250201 69

洛阳市 嵩县 田湖镇
田湖村、樊店村、柿园村、窑上村、洒落村、古城村、铺沟村、窑店村、大石桥村、下湾村、千秋村、新

和店村、毛庄村、卸甲沟村、程村、小安头村、大安头村、高屯村、卢屯村、屏凤庄村、陆浑村
4103250301 63

洛阳市 嵩县 闫庄镇 西程村、大朱村 4103250301 63

洛阳市 嵩县 库区乡 桥北村、翟河村、吴村、板闸店村、南屯村、万安村、柏坡村、老樊店村 4103250301 63

洛阳市 嵩县 饭坡镇 曲里村 4103250301 63

洛阳市 嵩县 何村乡 何村村 4103250302 63

洛阳市 嵩县 库区乡 和店村、岗上村、寺庄村、草寺沟村、上坡村、牛寨村、楼上村 4103250303 63

洛阳市 嵩县 饭坡镇 南庄村、干涧沟村 4103250303 63

洛阳市 嵩县 城关镇 韩村、青山屯村、孟村、于沟村、杨岭村 4103250401 60

洛阳市 嵩县 闫庄镇 闫庄村、店上村、贺营村、总管庙村、王元村、上菜元村、瑶湾村、酒后村 4103250401 60

洛阳市 嵩县 大坪乡
大坪村、西元头村（西源头村）、东元头村（东源头村）、枣园村、竹元村（竹园村）、卞家岭村（卞家

岺村）
4103250401 60

洛阳市 嵩县 饭坡镇 饭坡村 4103250402 60

洛阳市 嵩县 德亭镇 德亭村 4103250403 60

洛阳市 嵩县 大章镇 大章村 4103250404 60



洛阳市 嵩县 旧县镇 旧县村 4103250405 60

洛阳市 嵩县 车村镇 车村村 4103250406 60

洛阳市 嵩县 旧县镇 谢庄村、西店村、东村、沟门村、河南村 4103250501 56.25

洛阳市 嵩县 何村乡 谢岭村、罗庄村、吕岭村、箭洼村、箭口河村 4103250501 56.25

洛阳市 嵩县 德亭镇
赵元村、黄水庵村、杨村、栗子元村、庄科村、梅子沟村、上蛮峪村、下蛮峪村、乔家村、山峡村、元湾

村、杨湾村、酒店村、老道沟村
4103250501 56.25

洛阳市 嵩县 大章镇 山后村、赵岭村、水沟村、杨庄村、东湾村、任岭村 4103250501 56.25

洛阳市 嵩县 纸房镇 邓岭村、高岭村、朱王岭村 4103250501 56.25

洛阳市 嵩县 城关镇 叶岭村 4103250502 56.25

洛阳市 嵩县 大坪乡 常凹村、马河村、宋岭村（宋岺村）、李沟村 4103250502 56.25

洛阳市 嵩县 库区乡 席岭村、翟岭村（翟岺村）、龙驹村、张岭村、常店村、西地村、古路壕村、安岭村、 4103250502 56.25

洛阳市 嵩县 纸房镇 念子沟村、林场村、大坡村 4103250503 56.25

洛阳市 嵩县 饭坡镇 时坪村、泥河村、沙坡村、任家岭村（里沟村） 4103250503 56.25

洛阳市 嵩县 九店乡 九店村 4103250504 56.25

洛阳市 嵩县 黄庄乡 黄庄村、河东村 4103250505 56.25

洛阳市 嵩县 木植街乡 木植街村 4103250506 56.25

洛阳市 嵩县 车村镇
明白川村、下庙村、天桥沟村、栗树街村、纸房村、顶宝石村、黄柏村、孙店村、铜河村、河北村、官亭

村
4103250507 56.25

洛阳市 嵩县 车村镇 树仁村、龙王村、黄水村、陈楼村、水磨村 4103250508 56.25

洛阳市 嵩县 白河镇 白河街村 4103250509 56.25

洛阳市 嵩县 城关镇 陶村、王庄村 4103250601 54

洛阳市 嵩县 田湖镇 上湾村、黄门村、张庄村、南安村、裴村、于岭村、崔园村（崔元村）、南洼村、腾王沟村、杨湾村 4103250601 54

洛阳市 嵩县 闫庄镇
胡沟村、顶心坡村、龙脖村、乔沟村、竹元沟村（竹园沟村）、坡头村、裴岭村、高垛村、太山庙村、杨

大庄村、冉扒村
4103250601 54

洛阳市 嵩县 大坪乡
官停村、范庄岭村（范庄岺村）、三圪塔村（三圪垱村）、后场村、闫屯村、流涧峪村、楼上村、白圪塔

村（白圪垱村）
4103250601 54

洛阳市 嵩县 何村乡 闫村、桥头村、阴坡村、李村村、黄村、花庄村、蛮峪岭村（蛮峪岺村）、东洼村、姜岭村、后屯村 4103250601 54

洛阳市 嵩县 德亭镇 段坪村、武松村 4103250601 54

洛阳市 嵩县 旧县镇 上川村、白庄村、马店村、龙潭沟村（龙坛村）、寺上村、黄沟村、童子庄村 4103250602 54

洛阳市 嵩县 车村镇 运粮沟村、小豆沟村、两河口村、鹿鸣村、绸子村 4103250602 54

洛阳市 嵩县 德亭镇 佛泉寺村、龙王庙村、张湾村、南台村、孙元村、大王沟村、小王沟村 4103250602 54

洛阳市 嵩县 大章镇 龙河村、闫沟村、学村、小章村、旺坪村、赵楼村、万村村、三人场村、东沟村、马石沟村 4103250602 54

洛阳市 嵩县 纸房镇 七泉村、龙头村、台上村、石坡村、吕沟村、板庙村、草庙村、毛沟村、秋盘村、西沟村、马驹岭村 4103250602 54

洛阳市 嵩县 饭坡镇 汪城村、张元村（张园村）、焦沟村、洛沟村、赵庄村、寺沟村、田庄村、长岭村、青山村 4103250602 54

洛阳市 嵩县 九店乡
郭岭村、郭庄村、宋王坪村、石黄村、石槽村、巴沟村、郭沟村、东岭村、汪沟村、陶庄村、老龙村、石

场村、马沟村、王楼村、九皋村、长庄村
4103250602 54



洛阳市 嵩县 黄庄乡

三合村、吕屯村、红崖村、龙石村、枣元村（南枣园村）、养育村、辽座村、星石村、柳林村、沙沟村、

道回村、王村村、石楼村、古垛村、付沟村（傅沟村）、枣庄村、天息村、蛮子营村、楼子沟村、板蚕村

、红堂村、油坊村（油房村）、甲庄村、庄科村（小庄科村）

4103250602 54

洛阳市 嵩县 木植街乡
张槐村、平地村、杨家岭村（杨家岺村）、大力坡村（大里坡村）、竹林村、升坪村、禅堂村（蝉堂村）

、蒲池村、石滚坪村、栗盘村、小木沟村、北岭村、寨沟村、北沟村
4103250602 54

洛阳市 嵩县 车村镇 拜石村、牛庄村、佛坪村 4103250603 54

洛阳市 嵩县 白河镇
黄柏树村、下寺村、马路魁村、栗扎树村、火神庙村、大青村、油路沟村、上庄坪村、上河村、瓦房村、

五马寺村
4103250603 54

洛阳市 嵩县 车村镇 高峰村 4103250604 54

洛阳市 汝阳县 城关镇
西街社区、南街社区、北街社区、古严社区、城东社区、云梦村、武湾社区、洛峪社区、杨庄村、寺湾村

、东街社区
4103260101 80.25

洛阳市 汝阳县 上店镇 下店村 4103260101 80.25

洛阳市 汝阳县 小店镇 小店村、小寺村、付庄村、杨家渠村、车坊村、马庄村 4103260201 66

洛阳市 汝阳县 蔡店乡 蔡店村、常渠村、闫村、妙东村、妙西村、杜康村、汝阳县杜康集团酿酒有限公司 4103260301 61.5

洛阳市 汝阳县 陶营镇 南寺村、铁炉营村、后寨村、黄滩村、柿园村、罗营村、范滩村、魏村、陶营村 4103260302 61.5

洛阳市 汝阳县 内埠镇 双泉村、黄湾村、湾寨村、汝阳县农场、内埠村 4103260302 61.5

洛阳市 汝阳县 大安工业园 大安村、马营社区 4103260302 61.5

洛阳市 汝阳县 城关镇
三角村、河西村、郜园村、井沟村、张河村、罗沟村、青气村、城关镇羊场、城关镇林场、大虎岭林场二

区、大虎岭林场三区
4103260302 61.5

洛阳市 汝阳县 上店镇 桂柳村、东街村、西街村、汝南村、辛庄村、西庄村、布河村 4103260302 61.5

洛阳市 汝阳县 柏树乡 柏树村、华沟村、漫流村 4103260302 61.5

洛阳市 汝阳县 小店镇 龙泉村、紫罗村、虎寨村 4103260302 61.5

洛阳市 汝阳县 三屯镇 三屯村、东保村、北保村、三屯乡农场、耿沟村、郭庄村、新建村、三屯乡林场、南保村 4103260303 61.5

洛阳市 汝阳县 刘店镇 刘店村 4103260304 61.5

洛阳市 汝阳县 陶营镇 大北西村、南庄村、小北西村 4103260401 57.75

洛阳市 汝阳县 内埠镇 马坡村、下岗底村、柳沟村、池子头村、东金庄村、西金庄村、南坡村、上岗底村 4103260401 57.75

洛阳市 汝阳县 蔡店乡
肖庄村、郭村、辛庄村、草营村、崔庄村、库头村、辛店村、蟒庄村、孟脑村、何村、纸坊村、下蔡店村

、仝沟村
4103260401 57.75

洛阳市 汝阳县 大安工业园 刘庄村、茹店村、罗凹村、高河村、杜庄村 4103260401 57.75

洛阳市 汝阳县 上店镇 李庄村、任庄村、八沟村、西局村、南拐村、庙岭村、圪塔村 4103260402 57.75

洛阳市 汝阳县 柏树乡 石门村、杨沟村 4103260402 57.75

新乡市 封丘县 鲁岗镇 朱村铺村、黄寨村、任寨村、兴龙庄村、邓寨村、苌寨村、东蒋寨村、和寨村 4107270101 67.5

新乡市 封丘县 王村乡

高王庄村、王庄村、张贾村、郑贾村、汪贾村、瓦窑店村、宋所村、胡瓦窑村、韩庄村、瓦窑村、西洪村

、牛厂村、前方庄村、火王村、尚庄村、申庄村、后方庄村、西万庄村、段庄村、杜庄村、盛水源村、后

马台村、前马台村、小马寨村、瓦窑口村、大马寨村、大刘庄村、汤庄村、后大寺村、前大寺村、北汪占

村、北孟庄村、范庄村、新李庄村、三里庄村、庙岗村、崔王村、边王村、王村（王王村）、周王村、刘

王村、陈王村、贾王村

4107270101 67.5



新乡市 封丘县 黄陵镇
王庄村、魏寨村、闫庄村、李家寨村、大山呼村、陈寨村、庄呼村、郭庄村、坡二里村、文寨村、曹寨村

、黄陵村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潘店镇
大岸村、沿林庄村、黑塔田村、刑营村、巨岗村（巨堽村）、李寨村、聂寨村、三合营村、营里村、牛寨

村、中刘庄村、马庄村、油坊村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尹岗镇

于寨村、张王庄村、段寨村、西蒿寨村、刘岗村、东蒿寨村、彭庄村、苏庄村、吴堂村、双王村、东杨庄

村、前王村、苗占村、店集村、杜辛庄村、东赵岗村、李堂村、张岗村、西赵岗村、陈岗村、艾村、尹岗

村、大庄村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陈桥镇

东香湖村、马厨寨村、轩寨村、西赵寨村、西张八寨村、毋寺村、下济庙村、马李寨村、何家铺村、时寺

村、二郎庙村、西香湖村、马张寨村、白寨村、关帝庙村、司庄村、贺寨村、韩堂村、凤凰台村、东张八

寨村、辛庄驿村、小贾村、大贾村、刘白寨村、赵寨村、张杏头村、古城村、陈桥村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赵岗镇

南辛兴村、马圪当村、赵庄村、后留固村、西留固村、东留固村、孟庄村、胡庄村、老庄村、罗庄村、北

王河村、铁炉村、西柳园村、东柳园村、闫店村、裴固村、大辛村（大辛庄村）、双炉村、戚城村、翟庄

村、孙湾村、王湾村、李湾村、纸房村、北常岗村、南常岗村、杏园村、马道村、东白庄村、庞店村、庞

村、小辛庄村、南王河村、宁盘丘村（宁盘邱村）、后盘丘村（后盘邱村）、前盘丘村（前盘邱村）、惠

寨村、孙村、赵岗村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城关乡

西张庄村、水平郭村、董堤村、付庄村、前大章村、汪寨村、刘富寨村、后九甲村、南葛寨村、西河村、

东河村、布里寨村、贾辛庄村、前九甲村、路娄堤村、拐铺村、李家庄村、臧堂村、古佛寺村、后大章村

、小娄堤村、大娄堤村、万寨村、东杨寺村、西杨寺村、勾寨村、后葛台村、前葛台村、刘村、南崔村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王村乡 徐寨村、新王庄村、前赵寨村、后赵寨村、张郭村、岳寨村、小城村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陈固镇

西仲宫村、梅口村、李马台村、东仲宫村、塔北村、小屯村、前小李湾（前李湾村）、后河村、前吴村、

冯马台村、东守宫村、西丈八村、三里村、后小李湾村（后李湾村）、西守宫村、牛所村、周家村（周家

庄村）、关屯村、付固村、阎村（闫村）、东丈八村、北邢庄村（邢庄村）、陈固村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居厢镇
大李湾村、安上集村、小沙村、大沙村、季庄村、桑村、纪店村、后吴村、小马寺村、柏寨村、西辛安村

、东辛安村、辛庄村、山庄村、冉固村（冉古村）、河西村、河东村、白塔村、居厢村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鲁岗镇

西蒋寨村、东马庄村、齐寨村、阎产角村、西黄村营村、东黄村营村、郭产角村、高产角村、李四合村、

刘产角村、焦罗文村、陈罗文村、徐罗文村、周罗文村、罗文村（罗罗文村）、孙寨村、卷子箱村、前高

士庄村、后高士庄村、赵留横村、苌留横村、刘留横村、康寨村、官庄村、白店村、祝店村、前鲁岗村、

东岗村、鲁岗村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荆隆宫乡

南庄、孙蔡寨村、陈寨村、阎寨村、马林寨村、后钟銮城村、胡蔡寨村、前钟銮城村、郭庄村、南北庄村

、老鸦张村、仝蔡寨村、于店村、孙庄村、丁庄村、西堤村、荆南村、荆中村、荆西村、雅宝寨村、楼村

（杨楼村）、金龙口村、洛寨村、北孙庄村、水驿村、朱元寨村、小齐寨村、老齐寨村、荆东村、蒋楼村

、荆总支、阎寨村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黄德镇

文岩村、演马村、叶寨村、北辛庄村、小街村、南于村、梁固寺村（梁古寺村）、小石桥村、贾庄村、大

庙杨村、马庄村、枣园村、北范庄（范庄村）、西于村、开寨村、蒋西村、蒋东村、后老岸村、前老岸村

、王陈庄村、粱庄村、小庄村（王小庄村）、小张庄村、大张庄村、大关村、黄德村、黄德乡林场、县农

场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留光镇

东王庄村、西林庄村、聂庄村、小寨村、东林庄村、于庄村、胡村、寺上村、东赵庄村、陈庄村、合城村

、中王庄村、李王庄村、耿村、辛店村、马村、短堤村、青堆村、北侯村、杨庄村、谢庄村、榆林村（于

林村）、李庄村（小李庄村）、王留固村（留固村）、大卜寨村、后寨村、周庄村、留光村、东赵庄村、

留光镇农场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曹岗乡
前运墙村、郭杏头村、丁杏头村、王马牧村、后运墙村、后马常岗村、谢马牧村、鹿合村、前马常岗村、

姚务村、李和村、班寨村、后府村、曹岗村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潘店镇

贾色村、吴寨村、大辛庄村、陈家寨村、孟寨村、崔庄村、东申庄村、牛庄村、东辛庄村、前石寨村、院

寨村、魏营村（位营村）、安寨村、小黑岗村、周口村、蔡西村（蔡顶西村）、蔡东村（蔡顶东村）、后

石寨村、董马牧村、白杨寺村（白阳寺村）、老薛庄村、常庄村、屯里村、段堤村、南老庄村、程马牧村

、小集村、车营村、李马牧村、张马牧村、大黑岗村、潘店村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应举镇

北葛寨、北黄庄、陈庄、崔寨、大李庄、大王庄、丁寨、东大村、东陡门、东獐鹿市、范寨、凤坡、付里

庄、高吕寨、郭辛庄、后蒋寨、后仝庄、李郭庄、柳园、龙化、毛寨、南范、南关屯、南黄庄、南邢庄、

齐岗、前蒋寨、前仝庄、前小寨、沙里、邵寨、邵庄、石碑、石楼、宋小寨、孙马台、铁坡、西大村、西

陡门、西范庄、西马房、西辛庄、西獐鹿市、小李庄、小王庄、许庄、牙铺、闫郭庄、闫小寨、阳武里、

杨村、应举、张郭庄、朱庄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李庄镇 刘庄村、三留寨村、顺河集村、苦庄村、李庄村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尹岗镇 西赵岗村、孙岗村、王李占村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冯村乡

田淳于村、秦淳于村、谢菜园村、刘淳于村、夏候村、赵彩村、沙岗村、温庄村、陈道村、康庄村、郑村

、斑鸠寨村、西韩丘村、东韩丘村、永头村、张光村、东王村、西王村、大李庄村、后东吴（后吴村）、

大李薛村（大里薛村）、前东吴（前吴村）、小李薛村（小里薛村）、潘固村、野城村、李淳于村、聂村

、蔡村、后冯村、冯村、冯村乡林场

4107270201 61.5

新乡市 封丘县 陈桥镇
李七寨村、辛西村、辛东村、西樊庄村（西凡庄村）、东樊庄村（东凡庄村）、张庄村、南王庄村、杨寨

村、凤凰台村、三合头村、孙杏头村、三合村、蒋寨村、裴楼村、芦庄村、古城村、陈桥村
4107270301 58.5

新乡市 封丘县 荆隆宫乡
老鸦张村、顺南村、顺北村、顺中村、孙庄村、丁庄村、西堤村、荆南村、荆中村、荆西村、三姓庄村、

杨楼村、坝台村、南大工村、东大工村、后桑园村、前桑园村、蒋楼村、金龙口村、北孙庄村、荆东村
4107270301 58.5

新乡市 封丘县 曹岗乡
马房村、厂门口村、夹堤村、王芦集村、乔寨村、大柳园村、邵寨村、何柳园村、清河集村、张寨村、耿

堤村
4107270301 58.5

新乡市 封丘县 李庄镇
刘庄村、潘寨村、张庄村、姚庄村、常东村、常西村、常寨村、堤湾村、朱寨村、后辛庄村、前辛庄村、

南曹村、张曹村、薛郭庄村、海庄村、贯台村、俄湾村、竹岗村
4107270301 58.5

新乡市 封丘县 尹岗镇

张王庄村、段寨村、西蒿寨村、东蒿寨村（东蒿占村）、彭庄村、苏庄村、吴堂村、双王村、东杨庄村、

前王村、苗占村、店集村、杜辛庄村、东赵岗村、李堂村、西赵岗村、碾庄村、尹岗村、辛占村、南文占

村、禅房村、大庄村

4107270301 58.5

新乡市 卫辉市 城郊乡
市区、北关村、南马头村（南码头村）、唐岗村、纸坊村、代庄村、牛庄村、河园村、北马头村（北码头

村）、南关村、东关村、南张庄村、司湾村、东马头村（东码头村）
4107810101 81

新乡市 卫辉市 汲水镇 八里屯村、贺生屯村、后李良屯村、徐庄村、石庄村、薛屯村、前李良屯村、辛庄村、下园村 4107810101 81

新乡市 卫辉市 柳庄乡 西王彦士屯村、王彦士屯村、边庄村（边段庄村）、李进宝屯村 4107810101 81

新乡市 卫辉市 孙杏村镇 七里铺村、王奎屯村 4107810101 81

新乡市 卫辉市 唐庄镇 西代庄村、郭全屯村 4107810101 81

新乡市 卫辉市 唐庄镇 唐庄村 4107810201 67.5

新乡市 卫辉市 柳庄乡 八里庄村 4107810202 67.5

许昌市 襄城县 双庙乡 朱庄村、赵庄村、楼张村 4110250401 59.25

许昌市 禹州市 颍川街道 东关社区、南街社区、寨子社区、十里社区、尹庄社区、朱坡社区、金坡社区 4110810101 106.35



许昌市 禹州市 夏都街道 南关社区、御史坊社区、宋庄社区、五里社区、殷村社区、华庄社区 4110810101 106.35

许昌市 禹州市 韩城街道 西街社区、焦寨社区、前屯社区、后屯社区、西十里社区、新庄社区、邢寨社区 4110810101 106.35

许昌市 禹州市 钧台街道 古钧台社区、东街社区、连庄社区、三里社区、燕井社区、八里营村、花园社区、连洛湾社区、北街社区 4110810101 106.35

许昌市 禹州市 梁北镇 郭村、梁北村、砖桥村、杜岗寺村、罗坡村、余楼村、董村村、赵桥村、杨村村、秦村 4110810101 106.35

许昌市 禹州市 朱阁镇 朱阁村、北张楼村、大墙村、席庄村 4110810101 106.35

许昌市 禹州市 褚河镇

褚河村、湘徐村、北沈村、老连村、枣王村、岗唐村、寺后王村、宋连村、单庄村、肖庄村、陈楼村、吴

海村、侯窑村、小刘村、蔡庄村、楚庄村、岳庄村、郎庄村、刘运庄村、吴湾村、南沈村、沙圪垱村、牛

堂村、阁街村、张王村、双马村

4110810101 106.35

许昌市 禹州市 郭连镇
郭西村、郭东村、寇寨村、韩楼村、曹庄村、孟坡村、高庙董村、大武庄村、课张村、大墙村、太和村、

水泉高村、党楼村、裴庄村、阎楼村、马岗村、岗头李村、岗孙村
4110810101 106.35

许昌市 禹州市 褚河镇 元木村、元东村、蒋庄村、张桥村 4110810201 87.15

许昌市 禹州市 方岗镇 方北村、方东村、方南村、杨庄村、段村村、韩岗村、刘岗村、朱沟村、杨北村、黄庄村、杨南村 4110810201 87.15

许昌市 禹州市 郭连镇 富村、靳庄村、军陈村、后刘村、小郭庄村、张涧村、东夏庄村、黄台村、四府王村、岗胡村、黄台寨村 4110810201 87.15

许昌市 禹州市 古城镇

山连村、小靳庄村、马庄村、李黄村、翁厢村、常庄村、唐凹村、大北村、关岗村、古城村、桐树张村、

石龙王村、小集村、岗王村、丁庄村、魏庄村、狮子口村、蔡坡村、王庄村、龙屯村、大路陈村、崔庄村

、钟楼村、刘楼村、张堂村

4110810201 87.15

许昌市 禹州市 鸿畅镇

杜北村、藏风沟村、杜南村、岗沟石村、葛家沟村、朱东村、李金寨村、朱西村、新杨楼村、涧头河村、

东高村、孟大沟村、贾湾村、张湾村、王沟村、刘家沟村、谢庄村、许家沟村、老君堂村、岘口村、楼子

赵村、垌沟村、南田庄村、杨河村、山底吴村、张庄村、荒庄村、鸿北村、鸿南村、夏寺村、柏桥村、岗

刘村

4110810201 87.15

许昌市 禹州市 火龙镇

龙西村、张楼村、东王庄村、盆亓村、龙东村、宋楼村、西丁庄村、后陈庄村、火山赵村、马寨村、葛村

村、瓦店村、火龙村、西王楼村、扇刘村、太和府楼村、西崔庄村、东汪楼村、西郭楼村、后董村村、东

贾楼村、任庄村

4110810201 87.15

许昌市 禹州市 山货乡 路庄村、齐庄村、山货村、楼陈村、权店村、雷庄村 4110810201 87.15

许昌市 禹州市 神垕镇

罗王村、边沟村、梁桥村、驻驾山村、苗家湾村、郗庄村、红石桥居委会、温堂村、北大居委会、翟村社

区、杨岭村、清岗涧社区、白家沟村、关爷庙居委会、西大居委会、东大居委会、神垕镇本级、南大居委

会

4110810201 87.15

许昌市 禹州市 无梁镇 无梁村、曹楼村、郭庄村、姚店村、无梁路口村、小刘庄村、井李村 4110810201 87.15

许昌市 禹州市 朱阁镇
石羊村、马坟村、吓水河村、祁庄村、北郝庄村、边楼村、燕庄村、大陈村、马场村、西河庄村、小冀庄

村、田庄村、沙陀村
4110810201 87.15

许昌市 禹州市 梁北镇 半坡店村、苏王口村、陈口村、军张村、箕啊村、大白庄村、铁李村 4110810202 87.15

许昌市 禹州市 小吕乡 刘坡村、黄榆店村、王冯村、坡陈村、岗马村、关庄村、于庄村、邮亭村、张清庄村、刘庄村、晁喜铺村 4110810202 87.15

许昌市 禹州市 范坡镇
彭庄村、箕阿村、刘店村、山王村、曹徐村、孔陈村、朱集村、前郭村、后营村、娄东村、范坡村、娄庄

村、前魏村、姚召寺村、张刘村、圈刘村、火龙庙宋村、潭陈村、张朋九村
4110810202 87.15

许昌市 禹州市 褚河镇 巴庄村、新庄村、余王村、吕庄村、薛庄村、化庄村、东南湖村 4110810202 87.15

许昌市 禹州市 火龙镇 老关陈村、西王庄村、关帝庙村 4110810301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顺店镇

柳河村、北任庄村、张赵庄村、大韩村、前刘庄村、康城村、李槐庄村、高槐刘村、庄头村、杜村村、高

门楼村、兴国村、刘村村、党寨村、姜村村、西袁庄村、沟张村、罗西村、顺北村、顺西村、罗东村、逍

店村、米庄村、西魏庄村、西刘庄村、西高庄村、河刘村、毛吕村、顺南村、顺东村、水泉村、贾漫村、

南袁庄村、谷北村、柳林村、尹岗村、谷南村、下毋村、马楼村

4110810301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方山镇

庄沟村、石匣沟村、琉璃沟村、三古垌村、上庄村、西下庄村、彭沟村、响潭湾村、好汉坡村、井沟村、

接官亭村、方山村、押庄村、申垌村、白庄村、杏山坡村、傅家涧村、程庄村、邹湾村、艾窝村、疙瘩寨

村、逯坡村、土崛沟村、煤窑沟村、坡村村、迎水阁村、马庄村

4110810301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神垕镇 槐树湾村、白峪村、于沟村 4110810301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无梁镇

申家村、北辛庄村、王家村、龙门村、李沟村、高垌村、三王村、上时村、杨寨村、胡楼村、观上村、许

庄村、大木厂村、白马寺村、寇庄村、芦庄村、合庄村、黄山村、月湾村、祁王村、上张村、皇路河村、

井王村

4110810301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文殊镇

陈西村、彭台村、陈东村、宋湾村、陈南村、下白村、葛沟村、坡街村、黄龙村、坡西村、角坪村、绳李

村、上白村、卢涧村、孟湾村、韩洼村、枣园村、文殊村、范岗村、贺庙村、北沟村、川张村、暴沟村、

马寨村、边庄村、老君垌村、薛河村、段湾村、杨园村、泉沟村、曹璜村、顾庄村、周垌村、刘湾村

4110810301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朱阁镇
西胡楼村、邵楼村、郑湾村、蔡寺村、大庙村、姚堂村、北张桥村、下宋村、耿楼村、石河村、刘冲村、

詹庄村
4110810301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苌庄乡

铁山村、玩北村、长田尔路村、于王沟村、玩花台村、党沟村、柏村村、梨园沟村、缸瓷窑村、磨河村、

郭楼村、苌庄村、孙河村、石板河村、南苌庄村、杨圪垯村、尚秦村、上王庄村、葡萄寺村、桑庄村、毛

栗沟村

4110810301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花石镇

桃园村、白佛张、郭寨村、白北村、西柳村、白龙村、白南村、东柳村、崛山村、罗义村、许屯村、柴垌

村、张寨村、徐庄村、王桥村、张村村、西刘垌村、河东张庄村、侯楼村、荆山岭村、花北村、王庄村、

山张村、夏庄村、冯家涧花南村、闫寨村、冯庄村、孟庄村、观音堂村、柳树沟村、神林店村、蜂王湾村

4110810301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磨街乡
马垌村、佛山村、青山岭村、陈庄村、文湾村、玉泉村、孙庄村、侯沟村、大涧村、磨街村、刘涧村、黄

沟村、尚沟村、常涧村
4110810301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浅井镇
马沟村、北董庄村、横山村、陈垌村、散驾村、麻地川村、浅井村、寨门李村、朱楼村、小韩村、张村庙

村、扒村、梁冲村、大冀庄村、二郎庙村
4110810301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方岗镇 昌王村、刘屯村、和沟村、贴沟村、西炉村、石坑村、东炉村、石灰赵村 4110810301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火龙镇 刘沟村 4110810302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鸿畅镇 韩庄村、三关赵村、冀村村、小武庄村、铁炉村、寨子贾村 4110810302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梁北镇 董村店村、杨园村、双庙村、刘垌村、苏沟村、彭庄村、大席店村、黑龙庙村 4110810302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张得镇

潘庄村、万寨村、山李村、后袁村、影壁李村、其祥王村、新贺庄村、石王村、酸枣树杨村、大槐树赵村

、寨外村、阁王村、小周村、二郎村、王集村、刘村店村、后楼村、大周村、晏窑村、凹郭村、孔楼村、

杜庄村、张西村、湾王村、前张楼村、张北村、万泉村、张东村、小寨村、山曹村、张南村、许楼村、瓦

庄村、柳树堂村、杨楼村、郑村村、潭口村、司村

4110810302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小吕乡
小吕村、莲花池村、郑楼村、牛庄村、吕东村、吕西村、高庄村、大吕村、罗庄、西南王村、徐楼村、柴

庄村、万里马村、马谦庄村、五虎赵村、中营村、前营村
4110810302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范坡镇
李庄村、下坡村、李楼村、翟村阎村、翟徐阎村、岗楼村、岗吴村、前柴村、孔楼村、阎庄村、黄岗村、

钧阳宫村、董庄村、邵庄村、蜜蜂王村、新前村
4110810302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方岗镇 西李庄村、西薛庄村、朱庄村、徐涧村、吕沟村 4110810302 84.6

许昌市 禹州市 苌庄乡 五坪村、石庙村、莱沟村、杜沟村、九里山村、锁石沟村、西陈村、函岭村、棠梨山村、观岩村 4110810401 68.1

许昌市 禹州市 浅井镇 魏家村、张地村、王家村、书堂村、大鸿寨村、范家庄村、土门口村、张垌村 4110810401 68.1

周口 扶沟县 江村镇

吕庄村、王营村、穆庄村、麻里村、纪汴村、徐庄村、卢白村、赵庄村、姚皂村、李桥村、坡刘村、坡张

村、坡孙村、杨庄村、前闸村、后闸村、赵横村、孙洼村、宋庄村、李田村、支村村、赵楼村、周坞村、

土寨村、常庄村、白亭村、韩村村、河沿村、王母村、马寺岗村、东冯村、西冯村、张庞村、黄龙村、青

年场、县泡桐繁育场

4116210301 63

周口 扶沟县 白潭镇

耿庄村、东孙村、赵庄村、兰郭村、西孙村、小岗杨村、东白村、西白村、尹郭村、常家村、邢家村、朱

寨村、河道林场、白潭乡粮种场、吴岗村、毛岗村、宋岗村、王村村、王横村、前张村、于庄村、河嘴村

、三所楼村、田岗村、翟岗村、小岗村、后王村、永昌村、天边村、四院庄村、后营村

4116210301 63

周口 扶沟县 韭园镇

孟亭村、刘口村、寨湾村、黄甫李村、吴桥村、王家村、大岗村、湾郭村、湾李村、韭园村、大王庄村、

小王庄村、鲁家村、李集村、田家村、太尉铺村、霍家村、谢岗村、李楼村、里村村、杜坟村、龙窝村、

楚家村、何家村、羊场、乡种子站、菜场、孟亭蓄洪区、朱刘村、董村村、庙头村、曹台村、小岗村、二

十里店村、乡林场、雁周村、十里店村、史老庄村、苗圃

4116210301 63

周口 扶沟县 练寺镇
张店村、秦沟村、下坡村、金村村、杨王村、刘村村、榆林村、严村村、晋桥村、付屯村、郭寨村、周桥

村、直沟河村、新庄村、苏寨村、周老庄村、周寨村、袁庄村、河套村、林场、陶村村
4116210301 63

周口 扶沟县 大新镇

许楼村、祝家村、洼刘村、刘方宇村、瓦屋村、姜老村、姜绍业村、陈堂村、姜郭庄村、河业刘村、百党

岗村、寺岗村、坡贾村、郑营村、陈楼村、小庄村、杨庄村、霍堂村、轩西岭村、粮种站、青年场、大新

林场、寺后刘村

4116210301 63

周口 扶沟县 包屯镇

蒿庄村、谢庄村、肖庄村、雁仓村、袁岗村、韦庄村、青年场、林场、北种子站、马村村、朱村岗村、董

岗村、董桥村、李岗村、郝岗村、高岗村、孙岳村、任庄村、斗仓村、陈岗村、小岗村、谭岗村、前岗村

、后岗村、洼刘村、宋湾村、盐厂村、廉岗村、廉桥村

4116210301 63

周口 扶沟县 汴岗镇

强陵岗村、李绍岗村、耿家村、大胡村、于营村、温楼村、姜庄村、张营村、贡士庄村、五所楼村、南林

场、种子站、方口村、罗冢村、马庄村、郑湾村、首帕郭村、水泉村、李庄村、彭头村、刘桥村、庙陵岗

村、曹家村、城闫村、后杨村、宋桥村

4116210301 63

周口 扶沟县 曹里乡

东吴村、西吴村、胡横村、刁陵村、游家村、杜家村、呼庄村、刁湾村、宁家村、徐家村、顾家村、樊家

村、牛信村、王家村、韩家村、关家村、秦岗村、邹家村、黄家村、马家村、刘家村、晋岗李村、摆度口

村、县林场

4116210301 63

周口 扶沟县 柴岗乡

塔湾村、支亭村、寺后村、袁楼村、朱岗村、翟楼村、岐岗村、汲下村、魏寨村、唐庄村、巩河村、邢坡

村、乡八二林场、乡种畜场、乡种子站、梅桥村、小张村、张余集村、前李村、后李村、从河村、下岗村

、陈准村、路寺台村

4116210301 63

周口 扶沟县 固城乡

立岗村、鸭岗村、瓦岗村、谢桥村、宣庙村、姜岗村、常岭岗村、贺楼村、大王村、曹庄村、尧岗村、海

岗村、管岗村、枣林村、双楼村、护岭村、秦岭村、土河套村、赵岗村、朱岗村、县外贸繁殖场、县青年

园艺场、河套林场、立岗林场

4116210301 63

周口 扶沟县 吕潭乡

单庄村、官地村、杨村岗村、刘秀村、陈大楼村、纸房村、林湾村、栾坡村、杨湾村、曹庄村、金岗尾村

、齐村村、宋寨村、高台村、范岗村、良种场、吕潭乡林场总场、园艺场、芦楼村、罗付庙村、官庄村、

路庄村

4116210301 63

周口 扶沟县 大李庄乡 中营村、何家寨村、皂角树李村、县林场 4116210301 63

周口 扶沟县 城郊乡 罗沟村、拐子王村 4116210301 63

周口 扶沟县 黄泛区 黄泛区四分场 4116210301 63



周口 扶沟县 国营农牧场 县农牧场二、三分场、县农牧场一分场、县农牧场六分场、县农牧场四分场、县农牧场五分场 4116210301 63

周口 淮阳县 白楼镇

于庄村、高楼村、许楼村、大徐村、庞庄村、五谷台村、栾楼村、郭楼村、黎庄村、刘楼村、小徐村、沙

沃村、劳楼村、大宋村、沙卯刘村、陶河村、大郝村、卢关村、大郑村、沈庙村、西大李村、傅楼村、金

陈村、预制厂、农科所

4116260101 78

周口 淮阳县 城关回族镇
西关办事处、苏花园村、东关办事处、南关村、蔡庄村、北关村、大宋村、白阁村、白楼村、苏马庄村、

金庄村、从庄村、段庄村、小孟楼村、贾庄村、张庄村、团结村
4116260101 78

周口 淮阳县 大连乡

大连村、孔寨村、陈洼村、李楼村、郭寨村、代庙村、谷庄村、青连村、杨吉屯村、林楼村、孙庄村、齐

庄村、苑楼村、王寨村、赵楼村、邢吉屯村、周庄村、大徐寨村、磨旗店村、陈竹园村、赵寨村、段屯村

、龚桥村、朱同路口村、曹庄村、大吴村、大朱村、孔楼村、谷堆庄村、大吕村、董阁村、高桥村

4116260101 78

周口 淮阳县 王店乡

王店村、彭老家村、刘菜园村、焦岗村、李集村、大许楼村、西王楼村、任庄村、刘庄村、袁庄村、黄李

村、梁桃村、南刘老家村、范老家村、高庄村、范庄村、黄连村、鞭张庄村、祝寨村、古陈庄村、白庙村

、刘桥村、白楼村、吴楼村、叶楼村、左桥村、劳桥村、大李村、棠棣树村、王店乡窑厂、朱庄村、李营

子村

4116260101 78

周口 淮阳县 葛店乡 孔王庄村、徐寨村 4116260101 78

周口 淮阳县 郑集乡

郑集村、后王庄村、大孔村、殷古同村、贺庄村、赵刘村、指挥营村、薛庄村、官路边村、南高庄村、陈

寨村、南段庄村、南刘楼村、杜庄村、李柿园村、万老村、史庄寨村、李江楼村、梅庙村、北李庄村、后

张楼村、前张楼村、西李楼村、西许庄村、火神庙村、七里河村

4116260101 78

周口 淮阳县 新站镇 徐庄村、田埠口村、染坊庄村、雷草楼村、牛寨村、阎庄村 4116260101 78

周口 淮阳县 四通镇
孔北村、宋楼村、太康寺村、中营子村、王小楼村、陈老家村、陈小庄村、大张村、孔南村、黄路口村、

四通村、张老一村
4116260201 72

周口 淮阳县 黄集乡 叶瓦房村、蔡洼村、前申楼村、黄集村 4116260202 72

周口 淮阳县 安岭镇
安岭村、陈楼村、东张庄村、闫楼村、杨集村、李庄村、徐楼村、周楼村、观音堂村、安岭镇林场、刘桥

村
4116260203 72

周口 淮阳县 曹河乡 前王楼村、冷庄村、党路口村、高楼村、魏老村、魏桥村、郝庄村、顾庄村、县农场 4116260203 72

周口 淮阳县 葛店乡 葛店村、朱寨村、小徐楼村、杨楼村、王集村、姜楼村、陆庄村、李关村 4116260203 72

周口 淮阳县 齐老乡 枣园村、大杜村、柳南村 4116260203 72

周口 淮阳县 临蔡镇 临蔡村、东常楼村、聂寨村、前林村、杨庄户村、小孔楼村 4116260203 72

周口 淮阳县 冯塘乡 常伯屯村、汲公集村 4116260204 72

周口 淮阳县 刘振屯乡
刘振屯村、夏楼村、葛楼村、李菜园村、买臣集村、大白庄村、张竹园村、刘楼村、辛井村、木集村、宋

桥村、刘振屯乡西林场、庄刘庄村
4116260204 72

周口 淮阳县 新站镇
新站村、马营村、黄菜园村、瓦房庄村、秋树庄村、牛庄村、靳湾村、北刘楼村、郑埠口村、王庄村、张

楼村、小王楼村
4116260204 72

周口 淮阳县 冯塘乡 于刘寨村、张楼村、冯塘村 4116260205 72

周口 淮阳县 鲁台镇 墩堡村、花庄村、鲁台村、韦楼村、毛庄村 4116260206 72

周口 淮阳县 安岭镇

绪寨村、梅墩村、三官庙村、杰针元村、大朱楼村、丁小楼村、小闫村、刘坊店村、界牌口村、北刘庄村

、刘屯村、垮陈村、湾张村、大程楼村、庙西张村、柏村坟村、均李村、程小庙村、刘楼村、薛孟村（薛

孟庄村）、小王村、大靳楼村、双楼村、大冯村

4116260301 64.5

周口 淮阳县 曹河乡 何楼村、东黄楼村、西黄楼村、侯家铺村、小刘庄 4116260301 64.5



周口 淮阳县 葛店乡
秦阁村、邱张楼村、朱庄村、东梁寨村、代集村、贾庄村、李瓦村、王关村、薛寨村、杜洼村、大徐楼村

、徐集村、徐韩村、孟堂村、孔王庄村、陈庄村、斜地王庄
4116260301 64.5

周口 淮阳县 黄集乡
大李村、魏寨村、胡王村、大池庄村、前家村、后家村、王楼村、双庙刘村、朱桥村、马桩村、孙桥村、

孙庄村、崔楼村、王营子村、郭寨村（青谷堆村）、史庄村
4116260301 64.5

周口 淮阳县 临蔡镇
赵桥村、邵集村、黄楼村、常庄村、大郑村、许庙村、付营村、韩营村、许桥村、大李村、吴集村、刘老

家村、马寺村、大孟堂村、岳桥村、张千村、大何村、冯洼村、园艺场
4116260301 64.5

周口 淮阳县 齐老乡

齐老村、柳北村、齐庄村、老关村、张大庄村、小张庄村、随庄村、林寺营村、大崔村、半截楼村、葛集

村、杞县张村、苗集村、刘庄寨村、于楼村、汤楼村、于集村、傅刘庄村、张阁村、大申村、杨楼村、袁

楼村、刘圣村、太康张村、吴庄村

4116260301 64.5

洛阳市 汝阳县 十八盘乡 竹园村、鸭兰村、刘坡村、青山村、申庄村、汝河村、赵庄村 4103260402 57.75

洛阳市 汝阳县 三屯镇 丁沟村、贠沟村、东局村、上河村、庙湾村、下河村、秦岭村、杜沟村、花东村、玉马村 4103260402 57.75

洛阳市 汝阳县 小店镇 双丰村、马沟村、关帝村、秦洼村、赵村、胡村、黄屯村、圣王台村、李村、高庄村、板棚村 4103260402 57.75

洛阳市 汝阳县 刘店镇
枣园村、昌村、红里村、沙坪村、邢坪村、岘山村、油坊村、二郎村、滕岭村、洪岭村、七贤村、刘店乡

林场
4103260402 57.75

洛阳市 汝阳县 城关镇 洪涧村、大虎岭林场一区 4103260501 56.25

洛阳市 汝阳县 柏树乡 布岭村、康扒村、秦停村、五龙村、水磨村、孔龙村、枣林村、黄路村 4103260501 56.25

洛阳市 汝阳县 陶营镇 姚沟村、上坡村、大虎岭林场三区 4103260501 56.25

洛阳市 汝阳县 蔡店乡 鲍村、冷铺村、山上村、常岭村、老庄村、楼庄村、张沟村、大虎岭林场一区、大虎岭林场二区 4103260501 56.25

洛阳市 汝阳县 十八盘乡 十八盘村 4103260502 56.25

洛阳市 汝阳县 靳村乡 靳村 4103260503 56.25

洛阳市 汝阳县 付店镇 付店村、拔菜村、马庙村、东沟村 4103260504 56.25

洛阳市 汝阳县 王坪乡 王坪村 4103260504 56.25

洛阳市 汝阳县 付店镇
银鹿村、松门村、火庙村、石柱村、苇园村、河庄村、泰山村、后坪村、西坪村、西泰山社区牌路居民委

员会
4103260601 55.5

洛阳市 汝阳县 十八盘乡 登山村、刘沟村、木庄村、蒿坪村、斜纹村、刘坑村、干里村、马寺村 4103260601 55.5

洛阳市 汝阳县 靳村乡 石寨村、椿树村、双寺村、沙沟村、太平村、鱼山村、小白村、杨坪村、七里村、西沟村 4103260601 55.5

洛阳市 汝阳县 王坪乡 柳树村、聂坪村、孤石村、宝丰村、大庄村、响地村、合村、洞沟村、椒沟村、孟村、两河村 4103260601 55.5

洛阳市 汝阳县 三屯镇 花西村、六湖村、黄营村、武沟村、六竹村、红军村、小寺河村 4103260601 55.5

洛阳市 宜阳县 城关镇 西街社区、红旗路社区、解放路社区、水磨头社区、白庙社区、沈屯社区 4103270101 81.3

洛阳市 宜阳县 香鹿山镇 香泉村、段村村、下河头村、官庄村、后庄村、寻村村、黄窑村、牌窑村、夏街村、李营村、锁营村 4103270201 67.2

洛阳市 宜阳县 锦屏镇
崔村、山底村、漫流村、南营村、杨店村、周村、苗村、黄龙庙村、西庄村、高桥村、东店村、后庄村、

铁炉村、河下村
4103270201 67.2

洛阳市 宜阳县 盐镇乡 盐镇村 4103270301 64.5

洛阳市 宜阳县 盐镇乡 石陵村 4103270302 64.5

洛阳市 宜阳县 高村乡 高村村 4103270303 64.5

洛阳市 宜阳县 香鹿山镇 下韩村、东韩村、龙王村、甘棠村 4103270304 64.5

洛阳市 宜阳县 韩城镇
王窑村、窑上村、西关村、东关村、城角村、官西村、官东村、福昌村、仁厚村、秦王村、南驿村、阁北

村
4103270304 64.5



洛阳市 宜阳县 莲庄镇 石村、莲庄村、涧河村、礼渠村、孙留村、养马村、草场村、四岭村、沙坡头村、红旗村 4103270304 64.5

洛阳市 宜阳县 柳泉镇
柳泉村、沙漠村、鱼泉村、西高村、东高村、河北村、河东村、花庄村、元村、五树村、水兑村、丁湾村

、苗湾村、曹坪村、十字路村
4103270304 64.5

洛阳市 宜阳县 盐镇乡 贾院村 4103270304 64.5

洛阳市 宜阳县 张坞镇
张坞村、凹里村、下村村、岳社村、田庄村、程屋村、元村、新庄村、王岳村、尚坞村、通阳村、程子村

、平北村、元过村、留召村
4103270304 64.5

洛阳市 宜阳县 三乡镇
杨圪塔村、可乐湾村、西村、东村、西柏坡村、东柏坡村、上庄村、南寨村、下庄村、流渠村、马湾村、

吉家庙村、滩子村、桑梓沟村、上沟村、东阳村、南村、后院村、后寨村、河西村、仁村
4103270304 64.5

洛阳市 宜阳县 锦屏镇 陈宅村、八里堂村（灵山社区八里堂居民委员会）、灵山村（灵山社区灵山居民委员会） 4103270304 64.5

洛阳市 宜阳县 锦屏镇 焦家凹村 4103270305 64.5

洛阳市 宜阳县 樊村镇 任村、樊村、姜营村、李寨村、王寨村 4103270306 64.5

洛阳市 宜阳县 赵保镇 东赵村、西赵村、史庄村 4103270307 64.5

洛阳市 宜阳县 白杨镇 一区村（白杨一区村）、二区村（白杨二区村）、三区村、四区村、五区村 4103270308 64.5

洛阳市 宜阳县 董王庄乡 董王庄村、南岭村 4103270309 64.5

洛阳市 宜阳县 香鹿山镇
叶庄村、柏树沟村、王凹村、上韩村、南留村、郭坪村、赵老屯村、大柳树村、楚凹村、潘寨村、潘沟村

、砖古窑村、留村、马沟村、樱桃沟村、刘沟村
4103270401 58.5

洛阳市 宜阳县 盐镇乡

张沟村、中峪村、克村、北召村、上庄村、刘岭村、安沟村、罗村、大寨村、塔泥村、李营村、河上沟村

、周过村、张村、会卦村、周沟村、西沟村、盐高村、赵峪村、耿沟村、范元村、沙沟村、竹园村、李寨

村、南洼村

4103270401 58.5

洛阳市 宜阳县 柳泉镇 汪营村、英武村、黑沟村、于村村、上于村、尹村村、赵沟村、龙潭村、高窑村 4103270401 58.5

洛阳市 宜阳县 高村乡 石村、麦村、张深村、黄凹村、铁炉村、赵坡村 4103270401 58.5

洛阳市 宜阳县 韩城镇 聂沟岭村、小马沟村、苏河村、桃村、于凹村、下连村、朱家沟村、陡沟村 4103270401 58.5

洛阳市 宜阳县 三乡镇 古村、王岭村、下马沟村、西王村、坡头村、东王村 4103270402 58.5

洛阳市 宜阳县 锦屏镇
马庄村（灵山社区马庄居民委员会）、大雨淋村（灵山社区大雨淋居民委员会）、乔岩村、石门村、流水

沟村、马窑村
4103270403 58.5

洛阳市 宜阳县 赵保镇
于沟村、杨庄村、龙王庙村、二道沟村、油路口村、坡底村、温庄村、南窑村、赵庄村、三王庄村、十字

岭村、铁佛寺村、单村村、郭凹村、田沟村
4103270403 58.5

洛阳市 宜阳县 白杨镇
西马村、东马村、香潭沟村、石板沟村、张庄村、栗封村、东场村、西南留村、南留村、宏沟村、瑶凹村

、章屯村、陡沟村、龙窝村、石垛村、漫流村、角底寨村、东庄村、高头村、蝎子山村
4103270403 58.5

洛阳市 宜阳县 董王庄乡
次古洞村、石桥村、邓庄村、王路庄村、洞子沟村、庄科村、前村、左沟村、大石岭村、刘河村、方村、

姚村、乔庄村、白土坪村、赵坡村、东官庄村
4103270403 58.5

洛阳市 宜阳县 樊村镇 老庄村、马道村、沙坡村、安古村、铁炉村、宋村、苏村、里河村、前杓村、后杓村 4103270403 58.5

洛阳市 宜阳县 莲庄镇 坡窑村、马回村、上涧村、旧关村 4103270403 58.5

洛阳市 宜阳县 上观乡 上观村 4103270404 58.5

洛阳市 宜阳县 花果山乡 穆册村、刘秀沟村 4103270405 58.5

洛阳市 宜阳县 盐镇乡 席沟村、柏社村、北册村、王坑村、祁庄村、古寺村、绿化村、谢村 4103270501 56.25

洛阳市 宜阳县 高村乡
汪汴村、牛玉村、桑元村、东营村、沈沟村、孔昌村、寺岭村、叶沟村、张元村、王沟村、刘沟村、丰涧

村、里沟村、演礼沟村、宋王沟村、温村、周峪村、鲁村、王莽村、纪彰村、杜渠村、四土地村
4103270501 56.25



洛阳市 宜阳县 韩城镇 五岳沟村、子房沟村、三道岭村、袁庄村、冯庄村 4103270501 56.25

洛阳市 宜阳县 柳泉镇 毛沟村、沙子沟村、贺沟村、清泉村、纸房村 4103270501 56.25

洛阳市 宜阳县 高村乡 张延村、宋屋村、平原村、麻延村、河战村、北王村、王眷村、阡陌岭村、安沟村、马朝沟村 4103270502 56.25

洛阳市 宜阳县 张坞镇 石门村、上龙村、七峪村、竹溪村、下龙村、茶沟村、庞沟村、平南村、苏羊村、七峪坡村 4103270503 56.25

洛阳市 宜阳县 莲庄镇 鲍窑村、曹窑村 4103270503 56.25

洛阳市 宜阳县 上观乡 柱顶石村、三岔沟村、杏树洼村、梨树沟村、西王沟村、好贤沟村、三合坪村 4103270503 56.25

洛阳市 宜阳县 赵保镇 马河村 4103270503 56.25

洛阳市 宜阳县 花果山乡 大尖村、关庄村、玉皇庙村、碾沟村、花山村、寺院村 4103270503 56.25

洛阳市 宜阳县 董王庄乡 灵官殿村、武坟村 4103270503 56.25

洛阳市 洛宁县 王范回族镇 王东社区、王西村、中原村 4103280101 78.75

洛阳市 洛宁县 城郊乡 坞东村、寨沟村、王协村、经局村、吴村、在礼村 4103280101 78.75

洛阳市 洛宁县 城关镇 凤翔村、东关社区、西关社区、西街社区 4103280101 78.75

洛阳市 洛宁县 城郊乡 余庄村、溪村、庄上村、冀庄村 4103280201 70.5

洛阳市 洛宁县 涧口乡 高湾村、草庄村、西湾村、张村寨村、洪崖村、西陶峪村、东村村、明珠村、涧口村 4103280201 70.5

洛阳市 洛宁县 陈吴乡 禄南村、韦寨村、雷寨村、程寨村、坡头村、西寨子村、东寨子村、禄北村、南地村 4103280201 70.5

洛阳市 洛宁县 城郊乡 崛西村、冯庄村、温庄村、苍龙村、崛东村、崖底村、余粮村、坞西村、坞南村、磨沟村、张坡村 4103280301 64.5

洛阳市 洛宁县 赵村镇 东上村、东下村、西陈宋村、上陈宋村、下陈宋村、西沟村、中沟村、东寨村、西方村、东方村 4103280301 64.5

新乡市 卫辉市 孙杏村镇
南辛庄村、大任庄村、段先屯村、史洼村、张武店村、杨大屯村、娘娘庙后街村、西藏庄村、汲城一村、

汲城二村、汲城三村、娘娘庙前街村、秦堤村、孙杏村、堡上村
4107810202 67.5

新乡市 卫辉市 唐庄镇

南司马村、秦庄村、双兰村、娄召村、石屏村、山庄村、岗槽村、东司马村、崔庄村、大司马村、河洼村

、索屯村、侯庄村、郝庄村、仁里屯村、后沟村、六庄店村、南田爻村（田窑村）、南社村、谷驼村（大

谷驼村）、西田庄村、刘沟村、石骆驼村、连岩村（东连岩村）、姚庄村、盆窑村（盆爻村）、山彪村、

官庄村、靳湾村、张家庄村、虎掌沟村

4107810301 60

新乡市 卫辉市 城郊乡 毛楼村、洪庄村、孙坡村、王庄村、纪庄村、徐堤村 4107810301 60

新乡市 卫辉市 太公镇 东寺门村 4107810301 60

新乡市 卫辉市 安都乡 井岗村、斜道村 4107810301 60

新乡市 卫辉市 顿坊店乡 比干庙村、后庄村、军屯村、黄土岗村 4107810301 60

新乡市 卫辉市 后河镇

关帝庙村、赵庄村、朱毛庄村、后下庄村（后夏庄村）、陈庄村、寺上村（凌河寺村）、李张屯村、王志

屯村、皇庄村、田庄村、史庄村、雷庄村、台上村、乎沱村（滹沱村）、东张庄村、刘堤村、庄里村、刘

庄村、韦庄村、前下庄村（前夏庄村）、邢李庄村、范庄村、曹庄村、李劳庄村、李兴村、申庄村、大辛

庄村、李亨屯村、后河村、孔庄村、段庄村、小辛庄村、杨庄村

4107810301 60

新乡市 卫辉市 柳庄乡
虎头庄村、大张庄村、吕绪屯村、栗寨村、焦浩屯村、柳庄村、许屯村、蒋庄村、庞庄村、董庄村（董家

庄村）、小任庄村（任庄村）、枣林村、南唐庄村、金庄村
4107810301 60

新乡市 卫辉市 李源屯镇

西良村、大李湾村、王湾村、后李庄村、田湾村（田家湾村）、王堤村、呈王屯村、榆林庄村、前李庄村

、东湾村、梁寺村、北鲁庄村、后白河村、东董庄村（董庄村）、吴庄村、牌杨庄村、马湾村、侯湾村、

小沙村、彦村、户庄村、南屯村、东李源屯村、西李源屯村

4107810301 60



新乡市 卫辉市 安都乡

高安都村、马胡同村、牛安都村、庄和村、山新庄村、秦窑村、饮马庄村、潞洲屯村、口头村、大双村、

施平村、马连庄村、王二庄村、沧河村、后杨村、前杨村、北关村、君子村、沙庄村、南关村、北安都村

、下枣庄村、秦安都村、刘全庄村、康庄村、上枣庄村、新庄村、杨井村、大谷驼村、三皇庄村

4107810401 60

新乡市 卫辉市 城郊乡
焦庄村、周湾村、倪湾村、东天平村、前天平村、府君庙村、王村、余连庄村、大关庄村、邵庄村、吴坡

村
4107810401 60

新乡市 卫辉市 顿坊店乡
上马营村、郜村、甘庄村、牛场村、下马营村、清水河村、后稻香村、小双村、新村、西南庄村、水屯村

、黄庄村、阎屯村、吉营村、顿坊店村、关屯村、前稻香村
4107810401 55.5

新乡市 卫辉市 李源屯镇 任庄村、南路庄村、南李庄村、西口村、东良村、王岸村、前白河村、李岸村 4107810401 55.5

新乡市 卫辉市 庞寨乡
西柳位村、小屯村、西夹堤村、东纸坊村、孙庄村、梨园三村、东崔庄村、庞寨村、东柳位村、梨园一村

、梨园二村、万户寨村、东夹堤村
4107810401 55.5

新乡市 卫辉市 上乐村镇

船流庄村、原板桥村、武庄村、庄严村、史村、小河口村、李庄村、军营村、刘板桥村、闳夭村、张庄村

、南坡村、西关庄村、西板桥村、东关庄村、西沿村、上乐一村、庄严寺村、上乐二村、段家庄村（段庄

村）、凡店村、左庄村、琉璃堂村、上乐三村、赵村、皇甫村、北辛庄村、上乐四村、后天平村、曲律村

、东板桥村、北董庄村（董庄村）、宋村

4107810401 55.5

新乡市 卫辉市 太公镇

田湾村、黄山村、贾庄村、西陈召村、宋庄村、大漫流村、东代村、西代村、西寺门村、温寺门村、沙沟

涧村、神头村、吕村、东寺庄村、张王屯村、韩窑村、山后李庄村、东陈召村、道士坟村、朱庄村、古子

涧村、来湾村、祁窑村、田窑村、前太公泉村、西寺庄村、芳兰村、郭坡村、后太公泉村、牛窑村、许漫

流村

4107810401 55.5

新乡市 卫辉市 狮豹头乡

羊湾村、李沿沟村、北庄村、黄叶村、大池山村、南吾沟村（南五沟村）、靳庄村、里峪村、抵鹿泉村、

虎地郊村（虎蹄郊村）、正面村、雪白庄村、山岭村、白寺村、柳树岭村、范坡村、蜘蛛窑村、东沟村、

龙卧岩村、茧厂岭村、柳树沟村、沙掌村（砂掌村）、塔岗村、龙卧村、南岭村、小店河村、土池村、罗

圈村、水峪村、东拴马村、猴梯村、潘梯村、南寨沟村、西拴马村、流水村、寺东坡村、猿猴沟村、花园

村、红岭沟村、定沟村、李家沟村、猴头脑村

4107810401 55.5

新乡市 辉县 百泉镇
八盘磨村、百泉村、大官庄村、东刘店村、金河小屯村、楼根村、梅溪村、西刘店村、西王庄村、小官庄

村、杨庄村、赵庄村
4107820101 84.9

新乡市 辉县 北云门镇 前卓水村、后卓水村 4107820101 84.9

新乡市 辉县 城关街道办事处
东石河村、新桥村、冯庄村、花园村、四路口村、吕巷村、西关村、城内村、南关村、东新庄村、城后村

、东关村
4107820101 84.9

新乡市 辉县 孟庄镇

小吕村、三里屯村、路固村、段屯村、小蒲水村、南李庄村、涧头村、孟庄村、梁村、烟墩村、孟坟村、

大蒲水村、徐村、侯村、范屯村、前李固村、后李固村、南陈马村、高村、东夏峰村、西夏峰村、南田庄

村、北田庄村、常屯村、郑屯村、中李固村、郭村

4107820101 84.9

新乡市 辉县 胡桥街道办事处
八十亩地村、樊寨村、胡桥村、三小营村、所可楼村、太平庄村、时小庄村、南云门村、裴闸村、请下佛

村、董小庄村、段庄村、刘小庄村、南观营村、南冀庄村、油房头村、张湾村
4107820101 84.9

新乡市 辉县 百泉镇
北关村、东井峪村、方山村、富庄村、后窑村、南关村、上吕村、石棚村、土坡村、王家庄村、五里沟村

、西井峪村、下吕村、张雷村、赵雷村
4107820201 74.25

新乡市 辉县 北云门镇

中瞳村（中疃村）、任村、纸坊村、雷店村、南姚固村、沙屯村、姜姚固村、北阳村、西木庄村、后凡城

村、前凡城村、姬家寨村、宋坦村、西丁庄村、东丁庄村、圪垱村、大花木村、老格村、冯庄村、金华寺

原种场、北云门村、中小营村、魏小庄村、张小庄村、九圣营村、朱桥村、韩小庄村、柳林村

4107820201 74.25

新乡市 辉县 高庄乡
岳村、郝庄村、高庄村、新庄村（北新庄村）、庞村、祝庄村、冀庄村（北冀庄村）、孙村、史村（大史

村）、前郭雷村、后郭雷村、土楼村、西池头村、东池头村、苏村、六台山村、金章村
4107820201 74.25

新乡市 辉县 常村镇 常东村、常西村、常北村、荒里村、古章村、周卜村、固东村、固南村、固西村、毡匠屯村、赵凝屯村 4107820201 74.25



新乡市 辉县 赵固乡

韩营村、大沙窝村、东耿村、富庄村（大富庄村）、小庄村（河西小庄村）、前田庄村、后田庄村、三合

店村、小沙窝村、赵固东村、赵固西村、南小庄村、板桥村、小岗村、大罗召村、小罗召村、园庄村、小

花木村（花木村）、苗固村、武庄村、高庙村、下官庄村、卢庄村、小寺村

4107820201 74.25

新乡市 辉县 薄壁镇

程焦泉村、振国村、焦泉村、焦泉营村、王村、薄壁六街村（六街村）、薄壁五街村（五街村）、薄壁四

街村（四街村）、薄壁三街村（三街村）、薄壁二街村（二街村）、薄壁一街村（一街村）、大北程村、

孟村、落营村、马庄村、何庄村（西何庄村）、小北程村、谷堆坡村、大海村（大海乡村）、新安村、张

泉河村、观流河村、张志屯村、周庄村、沟湾村、西沈庄村、东沈庄村、宝泉新村、南程村、圪针庄村

4107820301 66

新乡市 辉县 冀屯乡（冀屯镇）

小洼村、上官庄村、西耿村、后姚村、前姚村、亮马台村、宪录村、早生村、褚邱村、包公庙村、南王河

村、西王河村、东王河村、赵流河村、益三村、东北流村、大麻村、白草岗村、小麻村、西北流村、文庄

村、麻小营村、大洼村、冀屯乡良种场（冀屯镇良种场）、马正屯村、冀屯村、岳村、范屯村（范家屯

村）、张千屯村、前桥位村、后桥位村、后屯村、南坦村、南流村

4107820301 66

新乡市 辉县 吴村镇

杭庄村、南宿村、鲁庄村、潘村、吴村一街村（一街村）、吴村二街村（二街村）、吴村三街村（三街

村）、张屯村、王展村、团相村、张村、山阳村、五冲河村、官店村、协店村、邓城村、杨起营村、王范

村、张王寨村、东常务村、西常务村、郭屯村、王里村、南土高村、北土高村、老孟庄村、柳湾村、赵和

庄村、新落营村、落安营村、赵屯村、黎虎庄村、卧龙岗村、新安屯村、王敬屯村、王放营村、三王庄村

、南常务村、延和村、尚厂村、荒里村、小庄村

4107820301 66

新乡市 辉县 占城镇

和庄村、李连屯村、东樊村、占城镇镇政府、北马营村、冯官营村、北小营村、小马庄村、大梁冢村、周

圪垱村、蔡其营村、西樊村、南樊村、王官营村、沟西庄村、三位营村、小占城村、师庄村、南小营村、

南靳村、王庄村、北靳村、陶村、张莫小营村、马张莫村、陈张莫村、宋张莫村、何张莫村、大占城村

4107820301 66

许昌市 禹州市 鸠山镇

崔家庄村、老王沟村、焦家庄村、魏井村、闵庄村、官寺村、赵庄村、后沟村、上官寺村、刘家沟村、后

地村、唐庄村、陈窑村、范村村、张家庄村、池沟村、王村村、赵沟村、下泉村、李村村、楼院村、楚黄

庄村、连庄村、官庄窑村、鸠山村、天垌村、薛沟村、南寨村、仝庄村、大潭沟村、西学村

4110810402 68.1

许昌市 禹州市 磨街乡 关庙村、九空窑村、扈阳村 4110810402 68.1

许昌市 长葛市 长社路办事处 东岳庄、刘麻申、西岳庄、西赵庄、杨寨、杨中、八七村 4110820101 112.35

许昌市 长葛市 长兴路办事处 楚寨、二郎庙、孟庄、孙庄、杨楼 4110820101 112.35

许昌市 长葛市 和尚桥镇
茶杨村、东辛庄村、杜村寺村、段庄村、范庄村、关庄村、贾庄村、楼张村、木掀刘村、南坡杨村（坡杨

村）、牛庄村、秦公庙村、秦庄村、任庄村、于井村、张营村、南韩庄村
4110820101 112.35

许昌市 长葛市 建设路办事处 岗刘 4110820101 112.35

许昌市 长葛市 金桥路办事处 湾张、金庄 4110820101 112.35

许昌市 长葛市 老城镇 谷庄村、李庄村、芦庄村、三里张村、双庙村、台庙村、头堡村、西黄庄村、尹家堂村、耿庄村、马庄村 4110820101 112.35

许昌市 长葛市 市辖区 市辖区 4110820101 112.35

许昌市 长葛市 增福庙乡 曹庄村、大户陈村 4110820101 112.35

许昌市 长葛市 大周镇

陈庄村、打鱼李村、大尚庄村、大辛庄村、大周村、韩庄村、和尚杨村、后吴村、岚川府村、老冀庄村、

老梅庄村、老庄尚村、柳庄营村、路庄村、罗庄村、前吴村、双庙李村、王皮庙村、席庄村、小连府村、

小谢庄村、新尚庄村、邢庄村、赵庄村

4110820201 102

许昌市 长葛市 官亭乡
簸箕杨村、大孟村、佛耳岗村、岗李村、东桂庄村、九牛站村、奎府村、李良店村、秋庄村、尚庄村、申

庄村、舒庄村、刘庄村
4110820201 102



许昌市 长葛市 老城镇
北街村、菜李村、打绳赵村、东关村、和平村、槐树陈村、辘轳湾村、前白村、王家庄村、西关村、榆园

村
4110820201 102

许昌市 长葛市 增福庙乡 小许村、董庄村、段黄庄村、牛堂村、申店村、增福庙村 4110820201 102

许昌市 长葛市 大周镇
大谷寺村、东朱庄村、付桥村、葛庄村、黄庄村、庞庄村、石桥路村、夏张村、小河董村、新魏庄村、赵

名寰村
4110820301 92.4

许昌市 长葛市 董村镇

白务村、大李庄村、大鲁村、大墙王村、殿后刘村、董村、岗孙村、高庄村、口王村、李河口村、柳庄村

、龙卧坡村、马庄村、庞岗村、盆刘村、坡王村、屈庄村、十里铺村、司马村、吴岗村、吴庄村、小黄庄

村、新王庄村、张湾村、赵白庄村、纸坊村、竹园董村

4110820301 92.4

许昌市 长葛市 古桥乡 菜王村、伞李村、王科庄村、徐王赵村 4110820301 92.4

许昌市 长葛市 老城镇 陈尧村、大赵庄村、岗张村、圪垯庙村、郭贾村、粮斗桑村、老路庄村 4110820301 92.4

许昌市 长葛市 石象乡
蔡寨村、丁锁村、杜庄村、古佛寺村、桂庄村、胡庄村、连庄铺村、苗庄村、坡徐村、坡杨村、尚官曹村

、石西村、王沙沃村、营坊村、冢王村、周庄村
4110820301 92.4

许昌市 长葛市 官亭乡 岗胡村、官亭村、官庄村、黑董村、柳树庙村、麻店村、四三府村、铁炉村、辛集村、冢杨村、周庄村 4110820401 83.4

许昌市 长葛市 和尚桥镇 樊楼村、岗杨村、蒋庄村、太平店村、张固店村 4110820401 83.4

许昌市 长葛市 后河镇

白寨村、北杨庄村、丁庄村、范庄村、岗王村、沟冯村、广佛寺张村、后河村、画匠王村、刘士华村、娄

庄村、三角王村、山孔村、山头高村、烧盆宋村、洼李村、汪坡村、王楼村、王买村、西樊楼村、小辛庄

村、陉山村、徐庄村、阎楼村、榆林村、赵东村、赵西村、芝芳村

4110820401 83.4

许昌市 长葛市 坡胡镇

白庄村、大刘庄村、东胡村、东留村、拐河杨村、海子李村、侯庄村、买桥村、孟排村、牛郑村、坡东村

、坡李村、坡马村、坡西村、坡张村、坡中村、盛寨村、石庙杨村、石桥刘村、水磨河村、苏楼村、陶楼

村、王昌贺村、苇园村、西刘村、西杨村、西赵庄村、小李庄村、辛庄坡村、窑口村、尹刘村、营张村、

翟道村、张庄村

4110820401 83.4

许昌市 长葛市 石固镇

北寨北街村、北寨东街村、北寨西街村、曹岗村、朝阳村、大马村、岗河村、岗李村、谷马村、合寨李村

、花杨村、花园村、老石固村、栗庄村、梁庄村、南寨东街村、南寨南街村、南寨西街村、南张庄村、乔

庄村、沈庄村、王庄村、祥符梁村、杨庄村、纸坊李村、中岳店村、宗庄村

4110820401 83.4

许昌市 长葛市 增福庙乡 八宝庄村、崔庄村、河涯刘村、会河村、马刘村、彭庄村、乔黄村、上坡口村、盛庄村、张刘寨村 4110820401 83.4

许昌市 长葛市 古桥乡

本庄村、曹刘庄村、陈故村、董天龙村、岗李村、古桥村、古贤村、郭梅村、郭庄村、何路口村、黄岗村

、夹岗村、贾集村、刘李村、孟寨村、庙张村、南辛庄村、南张庄村、师庄村、石庄村、史庄村、双刘村

、寺后李村、魏庄村、西辛庄村、谢庄村、苑店村、朱毛赵村、范庄村、巩庄村

4110820501 81

许昌市 长葛市 南席镇

北辛庄村、曹碾头村、大王庄村、杜庄村、方于村、高庙村、古城村、拐子张村、何庄村、侯张村、胡街

村、贾庄村、教门庄村、李庄村、刘彦庄村、马台村、马武村、毛庄村、山郭村、水牛陈村、水寨村、套

楼村、仝庄村、西街村、西辛庄村、阎寨村、杨店村、尹庄村、游罕村、东魏庄村、张子店村

4110820501 81

许昌市 长葛市 石象乡
常庄村、车庄村、老官赵村、李沙沃村、刘沙沃村、楼陈村、明朗寺村、坡李王村、石东村、双树王村、

田庄村、五里营村、左场村、斧头村
4110820501 81

漯河市 源汇区 源汇区 源汇区的107国道以东，S330逍白公路以北部分。 4111020101 127.5

漯河市 郾城区 城关镇

和平路居委会、淞江小区居委会、孟南居委会、岷山路居委会、华山居委会(华山路居委会)、祁山路居委

会、井冈山路居委会、北环路居委会、海河路居委会、辽河路居委会、太行山路居委会、金牛居委会、南

街居委会、陵园路居委会、巴山路居委会

4111030101 127.5

漯河市 郾城区 孟庙镇
后郑居委会、卓村居委会、中村居委会、李村居委会、张店村（龙江路以南部分）、何庄村（龙江路以

南）、五里岗村（龙江路以南）、刘庄村（107以东、龙江路以南）
4111030101 127.5



漯河市 郾城区 沙北办事处

大高庄社区居委会、孙庄社区居委会、昆仑社区居委会、郭庄社区居委会、河滨社区居委会、前周社区居

委会、金山社区居委会、王方庄社区居委会、双汇社区居委会、后周社区居委会、张胡魏社区居委会、李

盘庄社区居委会、小高庄社区居委会、泰山北路社区居委会、小李庄社区居委会、海河小区社区居委会、

石槽赵社区居委会、白庙社区居委会、董庄社区居委会、嵩山社区居委会

4111030101 127.5

漯河市 郾城区 黑龙潭乡 姚庄、半截塔村（龙江路以南部分） 4111030101 127.5

漯河市 召陵区 召陵区 召陵区的松江路以南，中山路以西，南洛高速以北部分。 4111040101 127.5

漯河市 召陵区 后谢乡
曹店村（高速以北部分）、小寨杨村（高速以北部分）、王庄居委会、娄庄村（高速以北部分）、黄岗村

、金盆赵村、卢庄居委会（高速以北部分）、辛庄村（高速以北中山路以西）、朱庄（中山路以西部分）
4111040101 127.5

漯河市 召陵区 翟庄办事处
翟庄村、龙塘村、冯庄村、范庄村、英杨村（淞江路以南部分）、柳庄村（中山路以西部分）、王裴村

（中山路以西部分）
4111040101 127.5

漯河市 召陵区 姬石镇 宋寨村（淞江路以南、中山路以西部分） 4111040101 127.5

漯河市 源汇区 大刘镇
湾王村、徐庄村、西刘村、东王村、大刘村、大陈村、周庄村、阎魏村、殿后营村、皇玉村、前陈村、抬

头村、陶庄村
4111020201 85.5

漯河市 源汇区 干河陈乡 何王庄村、南关村、毛寨村、大荆庄村、疙瘩刘村、小村铺村、三里桥村 4111020201 85.5

漯河市 源汇区 空冢郭镇
邵堂村、李岗村、翟庄村、叶岗村、崔岗村、马店村、指挥寨村、陈岗村、潘庄村、后袁村、赵岗村、空

冢郭村、寺西杨村、乡农场、王会朝村、小于村、洼董村
4111020201 85.5

漯河市 源汇区 阴阳赵镇
古城村、井李村、大楼魏村、顿庄村、大吴庄村、西河村、杨庄村、胡庄村、阴东村、阴西村、尹庄村、

沙郭村、占李村、代庄村、程庄村、张王于村、刘湾村、和庄村、湾赵村
4111020201 85.5

漯河市 郾城区 城关镇 下坡杨村、王堂村 4111030201 85.5

漯河市 郾城区 黑龙潭乡
黄赵村、河沿李村、半截塔村（龙江路以北部分）、何庄村、生杨村、老应村、张得（德）武村、田庄村

（田嘴庄）
4111030201 85.5

漯河市 郾城区 龙城镇
庙赵村、香陈湾村、大李庄村、小王庄村、回马村、宁沟刘村、朱庄村（黑龙王庙）、幸福村、小赵村、

十五里店村、木梳杨村、后黄村、冢马村、前黄村、栗庄村
4111030201 85.5

周口 淮阳县 四通镇
张楼村、谷庄村、人祖庙、三义寨村、姚辛庄村、叶庄村、马蔡园村、于庄村、棠棣村、小吴村、陈老将

村、叶老家村、时庄村、叶新村、小何村、张标村、王庄村
4116260301 64.5

周口 淮阳县 豆门乡
豆东村、贾营村、张集村、马楼村、万庄村、豆西村、武湾村、三合庄村、夏刘营村、红山庙村、八十五

营村、楚庄村、刘寨西村、刘寨东村、马营村、肖庄村、张高村（张庄村）、孙营村、王庄村、胡营村
4116260302 64.5

周口 淮阳县 冯塘乡

贾庄村、刘庄村、陈老家村、杨楼村、丁洼村、阮桥村、雷堂村、张沟村、南杨庄村、龙虎店村、方营村

、葛庄村、刘陈村、郭集村、路营村、胡庄村、石集村、位庄村、代楼村、大孙庄村、朱文庄村、师楼村

、王井村、冯塘乡南林场、冯塘乡北林场

4116260302 64.5

周口 淮阳县 刘振屯乡
大朱庄村、大雷庄村（大雷村）、张腰庄村、耿楼村、赵洼村、曹李集村、方庄村、王三楼村、府君庙村

、泥河村、张老家村、紫荆台村、高河铺村、大黄村
4116260302 64.5

周口 淮阳县 鲁台镇

周楼村、北刘庄村、王套楼村、蔡河口村、季桥村、李湾村、王庄村、鲁集村、段寨村、屯民村（东屯

村）、后宁桥村、霍营村、陆湾村、郑楼村、大姚营村、南马庄村、郝楼村、董阁村、小姚营村、枣园村

、葛营村、鲁台镇林场

4116260302 64.5

周口 淮阳县 新站镇
大田口村、李香铺村、唐楼村、刘陈庄村、天齐村、牛营村、关屯村、敖里张村（曾楼村）、曹堂村、王

拱楼村、新站镇林场
4116260302 64.5



周口 淮阳县 朱集乡

朱集村、郑小楼村、大雷楼村、许庄村、陈庄村、红麻村、杰针庄村、龙泉寺村、高井村、杨庄村、宋营

村、小葛庄村、朱楼村、洪楼村、刘营村、大郭营村、大张营村、阎营村、杜楼村、李小庄村、时小庄村

、时集村、杜埠口村、南陈楼村、小马庄村、马集村、大牛营村、大杨寨村、张绪庄、邵楼村、西王庄村

4116260302 64.5

周口 淮阳县 曹河乡
徐营村、石营村、县原种厂、栗集村、曹河村、位老村（位庄村）、赫营村、西程楼村、盐场村、四所楼

村、殷庄村
4116260303 64.5

周口 商水县 城关乡
王楼村、陈寨村、瓦房庄村、吴楼村、大刘村、双庙村、家庙村、干河沿村、远通寺村、王老庄村、朱冢

村、董营村、李风寨村、郝庄村、大井村、中兴寨村、黄庄村、柴堂村、冯庄村
4116230101 97.5

周口 商水县 东城街道办事处
王道平村、安庄村、柴坑村、苏坡村、付庄村、倪庄村、王沟桥村、康庄居委会、东关居委会、左庄居委

会、备战路居委会
4116230101 97.5

周口 商水县 化河乡 南马村、大柴村、高老村、谢楼村、三里长村、化河村、后郭村 4116230101 97.5

周口 商水县 老城街道办事处
梁庄村、顾楼村、曾庄村、曹营村、董欢村、南菜园社区、文昌社区、卧龙社区、溵川社区、花园社区、

魁楼社区、大张村、城隍庙社区
4116230101 97.5

周口 商水县 练集镇 薛套村 4116230101 97.5

周口 商水县 汤庄乡 均户庄村、杨庄村、大赵村、刘口村、张楼村、西赵桥村、訾庄村、汤庄村、新庄村 4116230101 97.5

周口 商水县 新城街道办事处
马口村、算张村、王化雨村、郑庄居委会、文新居委会、商城居委会、章华台居委会、大马庄居委会、黄

庄居委会
4116230101 97.5

周口 商水县 郝岗乡 郝岗寨外村、郝岗寨内村 4116230201 76.5

周口 商水县 张明乡 西张明村 4116230202 76.5

周口 商水县 邓城镇 邓城西村、路口村、邓城东村 4116230203 76.5

周口 商水县 谭庄镇 田庄村、冯庄村、谭庄村 4116230204 76.5

周口 商水县 张庄乡 张庄村、大郭庄村 4116230205 76.5

周口 商水县 巴村镇 贾庄村、巴北村、巴南村 4116230206 76.5

周口 商水县 舒庄乡 高庄村、三所楼村、舒庄村 4116230207 76.5

周口 商水县 练集镇
曲三所楼村、钱营村、周楼村、马庄村、中杨庄村、练集村、曲吴庄村、南胡庄村、王寨村、东刘坡村、

朱集村、刘楼村
4116230208 76.5

周口 商水县 白寺镇 秦湘湖村 4116230208 76.5

周口 商水县 平店乡 曾庄村、东邓店村、葛楼村、李岗村、刘营村、半河桥村、胡庙村、平店村、周王村 4116230208 76.5

周口 商水县 化河乡
任庄村、高楼村、大王庄村、肖庄村、小庄村、陈庄村、大庄村、宁楼村、东化村、王教庄村、南郭村、

曹楼村、张坡村、何楼村、杨树东村、史刚庄村
4116230208 76.5

周口 商水县 姚集乡 朱庄村、赵黄庄村、元桥村、双桥村、张庄村、龙塘河村、焦湾村 4116230208 76.5

周口 商水县 张庄乡 赵棚村、李寨村、双庙村、唐庄村、大姜楼村、八里王村、屈庄村 4116230208 76.5

周口 商水县 汤庄乡
付楼村、吴楼村、陈寨村、刘庄村、杨庄村、赵集村、雷楼村、杨尤庄村、铁炉村、双王村、娄冲村、魏

坡村、南坡村、北坡村、西口头村、东口头村
4116230208 76.5

周口 商水县 城关乡 大李庄村 4116230208 76.5

周口 商水县 大武乡 大武村 4116230209 76.5

周口 商水县 黄寨镇 曾楼村、黄寨村 4116230210 76.5

周口 商水县 白寺镇 郭庄村、木庄村、郭洼村、白寺村 4116230211 76.5



周口 商水县 姚集乡 姚集村、鹭鸶楼村 4116230212 76.5

周口 商水县 袁老乡 袁老村、关庙村 4116230213 76.5

周口 商水县 固墙镇 朱夏庄村、固墙村 4116230214 76.5

周口 商水县 魏集镇 井王村、位集村 4116230215 76.5

周口 商水县 胡吉镇 西胡村、东胡村 4116230216 76.5

周口 商水县 巴村镇

崔庄村、吕刘村、张庄村、黑朱村、韩庄村、上城村、四里村、杨楼村、娄庄村、袁吴徐村、刘楼村、党

寨村、大邵村、张杨村、朱郭村、于庄村、双娄田村、安庄村、大訾村、小訾村、胡集村、前党村、小胡

村、董村村、后党村

4116230301 61.5

周口 商水县 白寺镇
范楼村、岗叉楼村、乌沟张村、郭小寨村、保平村、白庄村、大屯村、西刘村、王坡村、天坡村、火烧楼

村、靲庄村（靳庄村）、北岳村、周庄村、位桥村、郭老家村、王演庄村、李庄村
4116230301 61.5

周口 商水县 大武乡

罗庄村、方庄村、城刘村、边李村、刘庄村、后冯村、固现村、许尧村、小许村、门王村、姚庄村、堂李

庙村、大王村、西贾庄村、孙庄村、雷庄村、苦子王村、堤子王村、王金楼村、化庄村、边王村、焦寨村

、关路韩村、张表村、芦庄村、西赵庄村、王停铺村、后朱村、前朱村、洼刘村、前冯村

4116230301 61.5

周口 商水县 邓城镇

营子村、韩村村、小张庄村、牛堂村、腊梅庄村、程寨村、张湾村、许村村、杨湾村、牛张庄村、范庄村

、黄翟庄村、拐地村、王庄村、江庄村、李庄村、后史村、前史村、林村村、小陈村、大陈村、屠家村、

杨河村、白蛇岗村、白帝村、张堂村、朱湾村、潘堂村

4116230301 61.5

周口 商水县 固墙镇

三合村、桑树李村、赵庄村、彭庄村、李庄村、张坡村、许楼村、李华石村、周寨村、代庄村、关庄村、

朱殿下村、智王村、叶庄村、毛寨村、王店村、尚庄村、李楼村、邢楼村、仝民庄村、翟楼村、位庄村、

赵吉村、黄台村、新庄村、小智庄村、连桥村、徐屯村、毛屯村、刘坡村、郁庄村、李吉村、郭楼村、张

庄村、季坡村

4116230301 61.5

周口 商水县 郝岗乡

吕场村、陈坡村、西黄村、东黄村、迎回村、练庄村、程庄村、哲店村、千刘村、肖停村、官路陈村、高

庙常村、大路李村、西洄村、东洄村、范庄村、三义村、新庄村、柴湾村、北社村、南社村、海子涯村、

前沈庙村、后沈村、卫庄村

4116230301 61.5

周口 商水县 胡吉镇

蔡庄村、南康村、北陈村、尚庄村、党冯村、尚贺村、李寨村、夏老村、王庄村、闫庄村、许寨村、康老

村、刘屯村、韩屯村、张岗村、北康村、北岭村、东拐村、中岭村、南岭村、东陈村、省庄村、后刘村、

前刘村、后张村、前张村

4116230301 61.5

周口 商水县 黄寨镇

王老村、赵寨村、王潭村、谢庄村、小集村、刘井村、童岗村、郑埠口村、吕墓坟村、闫先店村、杨营村

、半坡店村、勾营村、赵营村、宋王村、张寨村、唐店村、草楼村、陆老村、腰庄村、后胡村、后王村、

程王村、埠口村

4116230301 61.5

周口 商水县 练集镇 五所楼村、梁楼村、东梁庄村、梁寨村、闫桥村、河涯村、耿楼村、田楼村、时庄村、村李村 4116230301 61.5

周口 商水县 平店乡
秦黄村（秦皇村）、施营村、刘大庄村、雒庄村、戚楼村、后李村、海子涯村、刘桥村、广投庄村、杜庄

村、文寨村、程岗村、大朱庄村、王老村、王坡寨村、赵庄村、刘楼村、吴吉屯村、袁庄村
4116230301 61.5

周口 商水县 舒庄乡

北王张村、便宜张村、大朱庄村、杜店村、汾河村、王楼村、小朱庄村、杨集村、大张村、杜潭村、扶苏

村、府里庄村、郭大寨村、胡林庄村、胡庄村、路楼村、乔庄村、王棚村、王一侯村、位木营村、魏庄村

、文庄村、吴庄村、小邵村、杨庄村、訾楼村、钟镇昌村

4116230301 61.5

洛阳市 洛宁县 西山底乡 孟村、南洞村、孙洞村、前王阳村 4103280301 64.5

洛阳市 洛宁县 马店镇
马东村、张村村、东仇村、马西村、后乔村、胡家原村、上窑村、前乔村、窑湾村、关庙村、石门村、虎

庙村、田村、太平庄村、小街村
4103280301 64.5



洛阳市 洛宁县 小界乡

卡村、梅窑村、徐村、风口村、王村、新兴村、祝家园村、史村、熬庄村、桥南村、桥西村、卫凹村、贾

窑村、桑园村、石瑶村、小界村、姜阳村、上村、田凹村、李家原村、南坡村、王沟村、振兴村、界村、

瓦村

4103280301 64.5

洛阳市 洛宁县 王范回族镇 龙凤村 4103280301 64.5

洛阳市 洛宁县 东宋镇
马村、郭村、聂坟村、柏原村、祁家沟村、牛庄村、磨沟村、东宋村、西村、丈庄村、周村、小宋村、方

里村、西坞村、大宋村、贾窑村
4103280301 64.5

洛阳市 洛宁县 涧口乡 东陶峪村、寺上村 4103280301 64.5

洛阳市 洛宁县 底张乡 底张村、西磨头村、古村、刘营村、庙沟村、礼村、东磨头村、西寨根村 4103280301 64.5

洛阳市 洛宁县 陈吴乡 陈吴村、上沟村、小原村、中益村、东原村、德里村、谷圭村、下王召村、寨根村、上王召村 4103280301 64.5

洛阳市 洛宁县 长水乡 长水村、丰衣口村、王伙村、西寨村 4103280301 64.5

洛阳市 洛宁县 河底镇

程岭村、元村、茶坊村、席家凹村、杨岔村、城村、范店村、南河村、大明村、麻延村、刘家沟村、杨坟

村、新生村、上营村、下营村、冯岭村、段庄村、牛京村、前屯村、中村、后坡村、杨坡村、河底村、城

头村、河西村、夹沟村、窑头村、牛渠村、元岗村、地坪村、牛头村、刀环村、郭头村、西原村、南村

4103280401 60.75

洛阳市 洛宁县 东宋镇
杨树凹村、王庄村、官东村、官西村、官南村、陕庄村、流峪村、丁寨村、罗洼村、上宋窑村、下宋窑村

、上河堤村、照册村、王岭村
4103280401 60.75

洛阳市 洛宁县 小界乡 山根村、竹园沟村、山后村 4103280401 60.75

洛阳市 洛宁县 马店镇 罗 4103280402 60.75

洛阳市 洛宁县 长水乡 村、霍家岭村、坡根村、伙子村、刘沟村、吕村村 4103280402 60.75

洛阳市 洛宁县 赵村镇 孟家峪村、平峪村、西寨村 4103280403 60.75

洛阳市 洛宁县 西山底乡
上沟村、北头村、薛桥村、南丰村、大许村、小许村、马营村、赵村、南赵村、张营村、土桥村、孙村、

五里庙村、古寨村、凡东北村、凡西北村、凡西南村、凡东南村、中许村
4103280403 60.75

洛阳市 洛宁县 涧口乡 洪岭村、汤沟村、张凹村、中方村、张沟村、良泉沟村、北村、司阳村、阳峪村 4103280404 60.75

洛阳市 洛宁县 兴华镇 院东村、院西村、白草坡村、黄窑村、塔沟村、安坡村、砚凹村 4103280405 60.75

洛阳市 洛宁县 小界乡 兴华村、西南村 4103280501 57.75

洛阳市 洛宁县 东宋镇 双桥村、茶沟村、苇山村、官岭村 4103280502 57.75

洛阳市 洛宁县 兴华镇 下河堤村、中河堤村、河沟村、宅延村、北旧县村、庙下村、南旧县村 4103280503 57.75

洛阳市 洛宁县 西山底乡
新庄村、毛原村、姻洞村、旺凹村、瓦寨庙村、长命沟村、夏前头村、袁凹村、杨峪河村、董寺村、程家

岭村、西坡村、薛岭村、北岭村、高凹坪村、沟口村、沟瑶子头村、北寨后村、程窑村、潘村
4103280503 57.75

洛阳市 洛宁县 底张乡
曲阳村、侯峪村、苏村、黄村、柴窑村、草庙岭村、同田沟村、北安沟村、南安沟村、大阳村、北张凹村

、下高村、小店村、中沟村、石井头村、西岭村、东南村、中高村、盐池村、上高村
4103280503 57.75

洛阳市 洛宁县 陈吴乡 月山原村、王召寨村、上西沟村、观湾村、新村、金山庙村、王阳村 4103280503 57.75

洛阳市 洛宁县 上戈镇 柏树咀村、东岭村、上戈村、庄子坪村、池洼村 4103280503 57.75

洛阳市 洛宁县 罗岭乡
讲理村、后核桃沟村、贾村、韩沟村、窑沟村、前河村、罗岭村、沪池村、贾沟村、路沟村、园子村、皮

坡村、沟沿村、蛇沟村
4103280503 57.75

洛阳市 洛宁县 长水乡 西长水村、后湾村、黄凹村、梭洼村、三龙庙村、连山村、岭西村 4103280503 57.75

洛阳市 洛宁县 下峪镇 下峪村、杨楼村、前上庄村、桑峪村、故东村、茅草洼村、崇阳村、崇东村、庄头村、后上庄村、原上村 4103280503 57.75



洛阳市 洛宁县 马店镇 沙陀村、焦河村、杨村 4103280503 57.75

洛阳市 洛宁县 赵村镇 南窑村、白阳村、南头村 4103280503 57.75

洛阳市 洛宁县 上戈镇 刘坟村 4103280601 55.5

洛阳市 洛宁县 赵村镇 小池沟村、七里坪村 4103280602 55.5

洛阳市 洛宁县 兴华镇 麦张沟村 4103280602 55.5

洛阳市 洛宁县 西山底乡 虎沟村、虎沟金矿区、上官金矿区、干树金矿区 4103280602 55.5

洛阳市 洛宁县 底张乡 马营山村 4103280602 55.5

洛阳市 洛宁县 涧口乡 上陶峪村、鳔池村 4103280602 55.5

洛阳市 洛宁县 陈吴乡 沙坡岭村、陈吴庙村 4103280602 55.5

洛阳市 洛宁县 兴华镇 瓦庙村 4103280602 55.5

洛阳市 洛宁县 下峪镇 对九峪村、东山村、北至村、沙沟村、草沟村、岔上村、龙门店村、麻院村 4103280602 55.5

洛阳市 洛宁县 上戈镇
庙洼村、肥凹村、里石头村、杜河村、里峪村、纸房村、马蹄村、庙上村、南丈村、洛宁园艺场、下王村

、上坡子村、盘城村
4103280602 55.5

洛阳市 洛宁县 故县镇
东庄村、窑瓦村、高原村、北窑村、竹园村、南原村、焦子河村、言里村、隍城村、岭南村、西岭村、寻

峪村
4103280602 55.5

洛阳市 伊川县 水寨镇 水寨村、宋村、姬磨村、韦村 4103290101 82.5

洛阳市 伊川县 城关镇
西场社区、瑶湾社区、野狐岭社区、瓦东村、瓦西村、瓦北村、南府店村、北府店社区、西仓社区、周村

社区、董村社区、罗村社区、彭庄社区、三龙口村、石瑶村、张庄村、李圪垱村、浥涧村
4103290101 82.5

洛阳市 伊川县 白元镇 王庄村 4103290101 82.5

洛阳市 伊川县 水寨镇 南申村、银张村 4103290201 75

洛阳市 伊川县 彭婆镇 彭婆村、西高屯村、东高屯村、北寨村、李寨村、南寨村、南衙村、朱村、槐庄村 4103290201 75

洛阳市 伊川县 城关镇 瑶底村、小庄村、大庄村、槐树街村、马营村、梁村沟村、任沟村、周岭村、许沟村、闵店村 4103290201 75

洛阳市 伊川县 鸦岭乡 杜沟村 4103290202 75

洛阳市 伊川县 城关镇 古城寨村 4103290203 75

洛阳市 伊川县 白元镇 土门村 4103290204 75

洛阳市 伊川县 鸦岭乡 槐树洼村、南姚沟村、北姚沟村、康沟村 4103290301 67.5

洛阳市 伊川县 水寨镇 左寨村、乐志沟村、瑶张村、上天院村 4103290302 67.5

洛阳市 伊川县 白沙镇 白沙村、银李村、下天院村、范村、常岭村、朱岭村、省庄村、孟村 4103290302 67.5

洛阳市 伊川县 彭婆镇 申圪垱村、靳庄村、申坡村、曹沟村 4103290303 67.5

洛阳市 伊川县 彭婆镇 杨营村、昌营村 4103290304 67.5

洛阳市 伊川县 平等乡
古城村、杨寨村、平等村、东村、西村、马回营村、马回村、四合头村、莘营村、马庄村、姜沟村、王庄

村、张奇庄村、龙王屯村、上元村、宋店村
4103290305 67.5

洛阳市 伊川县 白元镇 白元村、双头村、常峪堡村、省元头村、谢庄村、班庄村、夹河村、辛庄村、水牛沟村、良寨村、夏堡村 4103290305 67.5

洛阳市 伊川县 鸦岭乡 范沟村 4103290305 67.5

洛阳市 伊川县 鸣皋镇 鸣皋村、中溪村、元东村、小元东村、坡根村、新寨村、曾湾村、渡口村、干河村、蒋园村、旧寨村 4103290305 67.5

洛阳市 伊川县 酒后镇 酒后村、官庄村、渠旺村、老庄村、吕寨村 4103290305 67.5



洛阳市 伊川县 葛寨乡 葛寨村、杨楼村、双头寨村、瑶头村、烟涧村 4103290305 67.5

洛阳市 伊川县 高山镇
侯村、高山村、常海山村、草场村、湖南村、晁沟村、坡头寨村、张村、贾村、穆店村、洞子沟村、增花

营村、刘庄村、黄村、金滹沱村、高东村、坡头村、谷瑶村、郑村、魏庄村、方沟村、王忠洼村、闫洼村
4103290401 60

洛阳市 伊川县 鸣皋镇

邢庄村、周元村、雷沟村、韩凹村（韩洼村）、郭村、孟村、谢村、贾村、中章屯村、下章屯村、马良寨

村、孙村、张村、武庄村、徐阳村、沿村、杨村、董王坡村、西坪村（西平村）、万沟村、杨圪垱村、王

庄村、海山村（杨海山村）、季沟村、大桑坡村、小桑坡村、东叶寨村、西叶寨村

4103290401 60

洛阳市 伊川县 鸦岭乡

鸦岭村、西沟村、柿树洼村、许沟村、高沟村、韩洼村、董家沟村、贾寨村、于营村、刘沟村、代窑村、

梁刘村、黑羊村、西窑村、曹窑村、尚家沟村、王庄村、楼子头村、曹坡村、殷沟村、常川村、樊店村、

老虎洼村、亓岭村、康庄村、张坡村、芦村、郑窑村、叶沟村、石桥村、殷桥村、下沟村、康坪村、老虎

窑村、温庄村

4103290401 60

新乡市 辉县 峪河镇

小作村、大屯村、小屯村、毛庄村、重泉村、李千户营村、峪河五街村、峪河六街村、张铁屯村、姚屯村

、张庄村（张家庄村）、吉家岗村、小营村、姬庄村、何庄村、渔村、东寺庄村、齐庄村、西寺庄村、马

庄村、东淹沟村、西淹沟村、穆家营村、孔庄村、蒋庄村、丰城村、肖吕村、许本营村、裴村营村、峪河

四街村、峪河三街村、峪河二街村、峪河一街村

4107820301 66

新乡市 辉县 赵固乡 胡村店村、安庄村、毛屯村、张庄村（北张庄村）、胡村、聂桥村 4107820301 66

新乡市 辉县 常村镇
王村铺村、申屯村、西连岩村、井沟村、郝洼村（郝凹村）、宰坡村、燕窝村、百间寺村、沿东村、沿西

村、石圪节村、冯爻村（冯窑村）、万桑村、北陈马村、罗池村、杨庄村、沿北村
4107820302 66

新乡市 辉县 张村乡
山前村、大王庄村、杨吕村、杨圪档村（杨圪垱村）、三庆村、贾庄村、裴寨村、牛村、张村、柴庄村、

砂锅窑村（沙锅窑村）
4107820302 66

新乡市 辉县 薄壁镇 宝泉村、东寨村、西沟村、白云寺村、龙浴寺村、平甸村、铁匠庄村、四九八部队、薄壁镇林场、潭头村 4017820401 55.5

新乡市 辉县 高庄乡 高庄乡农场、石井村、宋庄村、盘底庄村、贾沟村、白道村、火岔沟村 4017820401 55.5

新乡市 辉县 洪洲乡 五里河村、西土楼村、茅草庄村、新乡庄村、西孟庄村、四里庙村、大刘庄村、民兵基地、洪州乡乡政府 4017820401 55.5

新乡市 辉县 黄水乡
龙水梯村、白马峪村、土梯村、韩口村、龙王庙村、西坪村（西平村）、河西村、牛王庙村、白甘泉村、

龙门村、小庄村、朱凹村、黄水村
4017820401 55.5

新乡市 辉县 南村镇

南村东村、司东村、东村、河北村、南东坡村、南村北村、司北村、尚庄村、楼村、石盆村、忽树庄村、

贾庄村、新村、牛王庙村、界地村、鸭村、魏沟村、西王庄村、南王庄村、刘家池村、寺泉村、丁庄村、

西占村、二冲村、南村乡水泥厂、北东坡村

4107820401 55.5

新乡市 辉县 南寨镇

柿园村、陈家院水库、南寨村、北寨村、石门口村、张台寺村、羊郊村、北流村、坝前村、大全地村、要

街村、蒿地掌村、三官庙村、大院村、营寺沟村、北岸泉村、清水坪村、雁翅口村、东管村（东关村）、

秋沟村、槲漫村、孙石爻村（孙石窑村）、南湾村、三郊口村、齐王寨村、凤凰山村、上腊江村、南寨镇

镇政府、南寨镇良种场、后地村、三郊口水库、东坡村、柿园水库

4107820401 55.5

新乡市 辉县 张村乡
里沟村、枣园村、滑峪村、郗庄村、樊庄村、井南洼村、赵爻村（赵窑村）、平岭村、汪沟村、宰河村、

流河村、黄道水村、和漫村
4107820401 55.5

新乡市 辉县 拍石头乡

杨家岭村、拍石头乡水库、拍石头乡校、拍石头乡乡政府、富庄村（付家庄村）、牛骨湾村、照壁山村、

蒿坪村、黑沟水村、宝泉洼村、横岭村、张四沟村（张泗沟村）、江脑村、寨洼村、海棠厂村、四里厂村

、张飞城村、送贡水村（松贡水村）、圪道村、拍石头村

4107820401 55.5



新乡市 辉县 沙窑乡

小井村、沙窑乡办工厂、沙窑乡林场、白庙村、新庄村、后庄村、涧顶村、石门郊村、岭西村、郭亮村、

井郊村、南坪村、水磨村、中腊江村、南沙水村、北沙水村、南窑村、水寨窑村、沙窑村、金牛寺村、沙

窑乡果园

4107820401 55.5

新乡市 辉县 上八里镇
和寺庵村、闫庄村、杨和寺村、松树坪村、关山村、西坡村、杨树庄村、鸭口村、何庄村、马头口村、石

门店村、白古潭村、郎岸村、下八里村、中八里村、上八里村、石门水库、回龙村
4107820401 55.5

新乡市 辉县 西平罗乡

东沙岗村、中平村、山怀村、圪垱坡村、张庄村、南平罗村、大罗口村、郎山村、兆村、柏树湾村、莲花

村、荣花村、东峪村、白土岗村、鹿庄村、姜沟村、西平罗村、梨园沟村、西沙岗村、西平罗高中、西平

罗乡办农场、要街水库

4107820401 55.5

新乡市 长垣县 蒲西办事处
漏粉庄村、胡庄村、王庄村、玉皇庙、太子屯、菜南村、杨寨村、米屯村、侯屯村、荆岗屯村（荆岗屯东

村、荆岗屯西村）、菜北村、西关村、云寨村、宋庄村、大张村、小大张村、崔庄村、曹屯村、孙小张村
4107280101 89.7

新乡市 长垣县 蒲东办事处

学堂岗村、单寨村、小岗村、农科所、唐庄村（林庄村）、纸厂、北街村、北关村、孔场村、杨庄村、落

阵屯村（罗镇屯村）、贾寨村、东街村、西街村、东关村、岳庄村、五里铺村、吕楼村、丹庙村、郭寨村

、徐楼村、中心街村、顿庄村、五里屯村、南街村、南关村、柴堤村、苏寨村、姚寨村、七里庄村、八里

张村、王楼村

4107280101 89.7

新乡市 长垣县 南蒲办事处

郜坡村、严小张村、陶行村、赵庄村、杜村村、阔寨村、后寺谷村、庞相如村、前寺谷村、梨园村、黄相

如村、西郭庄村、庄科村、樊屯村、乔堤村、甄庄村、孔庄村（南孔庄村）、东郭庄村、鲁山村、王堤村

、张寨村、夹堤村、司坡村、牛店村、朱庄集村（朱庄村）、西瓦棚村（瓦棚村）、木岗村、翟家村（翟

寨村）、高店村、邵寨村、木锨店村、枣科村、东瓦棚村、金寨村、何寨村、赵店村、雨淋头村

4107280101 89.7

新乡市 长垣县 蒲北办事处
高寨村、张屯村、段屯村、史庄村、朱滑枣村、琉璃庙村、杨滑枣村、赵滑枣村、畜牧场、小务口村、闫

占村（闫寨村）、北小谷堆村（北堆村）、南小谷堆村（南堆村）、聂店村、凡相农场、吕阵村、徐屯村
4107280101 89.7

新乡市 长垣县 魏庄办事处

王寨村、邢口村、郑堤村、信寨村、周庄村、魏庄村、王庄村、王了墙村、韩了墙村、董寨村、东了墙村

（东了东村、东了西村）、付堤村、付寨村（大傅寨村）、任寨村、花园村、张庄村、华寨村、李庄村、

梁寨村、合阳村、大车西村、西杨庄村、大车东村

4107280101 89.7

新乡市 长垣县 孟岗镇
六里庄村、尚小寨村、张小寨村、赵庄村、佰玉村、邱村村、田庄村、纸房村、焦寨村（焦寨村、香里张

村）、步寨村、孟岗村、李户寨村、郜楼村、十五里河村、张庄村、冯湾村
4107280101 89.7

新乡市 长垣县 丁栾镇

东角城村、杜沙丘村（杜沙邱村）、后吴庄村、刘沙丘村（刘沙邱村）、大沙丘村（大沙邱村）、杨沙丘

村（杨沙邱村）、曹沙丘村（曹沙邱村）、史庄村、后马良崮村（后马良堌村）、前吴庄村、薛官桥村、

朱官桥村、西街村、韩寨村、上官村、北街村、段庄村、尚寨村、西刘师古寨村、中刘师古寨村、前马良

崮村（前马良堌村）、王师古寨村、杨庄村、罗章寨村、王寨村、打兰寨村、关路东村（官路东村）、关

路西村（官路西村）、南街村、东街村、苗圃村、马盘池村、浮丘店村（浮邱店村）、止胡寨村、田庄村

、林场

4107280201 78.75

新乡市 长垣县 樊相镇

邢张庄村、北成功村、上官村、张辛店村、董辛店村、李辛店村、王辛店村、北樊相村、樊南村、蔡口村

、胡庄村、谷寨村、秦庄村、冯寨村、小屯村、白寨村、于庄村、梁庙村、青岗村（青南村、青北村、青

东村）、八里马寨村（八黑马村）、大张庄村（张庄村）、吴屯村、韩屯村、大碾村、留村、连铺村、小

李庄村、酒寨村、高庙村、八里井村、韩寨村、樊东村、樊西村、樊北村

4107280201 78.75

新乡市 长垣县 蒲北办事处
邢固堤村、王庄村、邢固屯村、程庄村、董占村（董寨村）、杜楼村、农场、西梨园村、殷庄村、小杨楼

村
4107280201 78.75



新乡市 长垣县 赵堤镇

东岸下村、宋庄村、大浪口村、杨庄村、东朱家村、前冯家村、赵堤砖瓦窑、新西村、东马庄村、新东村

、黄凸村、李家村、尚寨村、鲍家村、前小渠村、后小渠村、孙庄村、瓦屋寨村、西赵堤村、东赵堤村、

大寨村、白庄村（白庄村、李村）、刘小寨村（后刘村）、马坡村、聚寨村（聚村）、杨小寨村（小寨

村）、河里韩村、后桑园村、中桑园村、前桑园村、林场

4107280201 78.75

新乡市 长垣县 方里镇

后瓦屋村、周庄村、新楼村（前楼村）、文庄村、前瓦屋村、陈庄村、刘庄村、董营村、三娘寨村（三娘

占村）、吕庄村、张庄村、方西村、方南村、方东村、户堌村、邵寨村、郭寨村（郭占村）、西李村、王

寨村、黄村、雷店村、葛堂村、翟疃村、邢寨村（邢占村）、翟寨村（翟占村）、王庄村、苏庄村、铁炉

村

4107280201 78.75

新乡市 长垣县 常村镇

吕庄村、新建村、后大郭村、小郭集村（小郭村）、贺庄村、前大郭村、大后村、马北村、马东村、油坊

寨村、岳刘庄村、唐家庄村、东刘庄村、马西村、马南村、大前村、候唐村、刘唐村、韩庄村、柳桥村、

韦庄村、大石桥村、宁庄村、辛兴村、罗庄村、小堤西村、大堤西村、常西村、常东村、营里村、郝寨村

、高村村、司河村、牛河村、后孙东村、前孙东村、小屯村、朱寨村、李寨村、王寨村、马村林场、常村

林场

4107280201 78.75

新乡市 长垣县 张三寨镇

张卜寨村、河道村、官桥营村、小屋村、西角城村、大东河村（大堽东村）、大前河村（大堽西村）、大

西河村（大堽前村）、韩村、临河村、草坡村、横堤村、焦官桥村、李官桥村、肖官桥村、皮村（皮东村

、皮西村、皮南村、皮北村）、张东村、新寨村、张北村、张南村、张西村、马安和村、陈安和村、崔安

和村、育种场

4107280201 78.75

漯河市 郾城区 孟庙镇

路堂村、新郑村、英张村、刘庄村（107以西、龙江路以北部分）、五里岗村（龙江路以北部分）、坡陈村

、何庄村（龙江路以北部分）、八里村、关徐村、孟庙村、马坡村、三周村、张店村（龙江路以北部分）

、蒋堂村、袁黄村、张仁庄村、杜李村、王店村、拦河刘村、闫陶村、薛赵村、沈赵村、潘西村、潘北村

、潘东村、西营村

4111030201 85.5

漯河市 郾城区 李集乡 老集村、相树张村 4111030201 85.5

漯河市 召陵区 邓襄镇
韩庄村、王庄村、张庄村、庙李村、郭庄村、韩店村、前安村、后安村、皇西村、下坡村、皇东村、坑韩

村、于庄村、李槐庭村
4111040201 85.5

漯河市 召陵区 后谢乡

卢庄居委会（高速公路以南部分）、邓店村、清明李村、前谢村、牛赵村、西坡李村、吕仓村、谢庄村、

伊庄村、后乡村、河东王村、靳庄村、河西张村、白坡村、方庄村、铁炉村、席郭村、后谢村、谷多刘村

、孙店村、曹店村（高速以南部分）、小寨杨村（高速以南部分）、娄庄村（高速以南部分）、辛庄村

（中山路以东、高速以南部分）、朱庄（中山路以东）

4111040201 85.5

漯河市 召陵区 姬石镇

高庄村、大周村、康洼村、罗庄村、庙陈村、杏树王村、黄集村、宋砦(寨)村（淞江路以北、中山路以东

部分）、桂王村、范寨村、小潭村、国营农场、肖王村、姬石村、大闫村、陈庄村、胡桥村、武庄村、付

庄村、韩庄村

4111040201 85.5

漯河市 召陵区 翟庄办事处
王裴村（中山路以东部分）、大河村、梨园周村、英杨村（淞江路以北部分）、洼张村、柳庄村（中山路

以东部分）
4111040201 85.5

漯河市 召陵区 召陵镇

拐张西村、李村村、刘庄村、谢庄村、坡李村、黄庄村、召陵村、林庄村、岗赵村、白庄村、李付吴村、

殷侯村、蒋庄村、寺后政村、王庄村、付庄村、康庄村、西皋西村、西皋东村、齐庄村、归村西村、卢庄

村、大马村、柿园王村、前油李村、沟李村、詹庄村、后油李村、常村村、呼雷张村、郜庄村、出翠刘村

、拐张东村

4111040201 85.5

漯河市 源汇区 大刘镇 板桥村、白寺村、彭李村、南王村、杜庄村、小曹村、蔡庄村、东师庄村、赵庄村、塘河北村 4111020301 69.75

漯河市 源汇区 空冢郭镇 大庙王村、大曹村、西朱村、半坡村、关庄村、杨店村、王官村、前朱村、前袁村 4111020301 69.75



漯河市 源汇区 阴阳赵镇
姬东村、姬西村、大张庄村、二甲刘村、天官村、台坡魏村、李庄村、后寨村、下亭村、前寨村、水坑村

、下魏村
4111020301 69.75

漯河市 源汇区 问十乡
问十村、小河王村、董庄村、武庄村、黄李村、骆坡村、曹店村、前问十村、周庄、前李村、西师村、后

李村、宋庄村、陶桥村、宁庄村、望天村、国有农场
4111020301 69.75

漯河市 郾城区 商桥镇
胡庄村、申明铺村、后甄村、靳勒桥村、沟张村、商东村、王湾村、胡湾村、商南村、大闫村、靳庄村、

商西村、李纪岗村、前甄村、小杨村、刘孟村、大张湾村、大杨村、郭栗庄村、坡边村、党湾村
4111030301 69.75

漯河市 郾城区 裴城县

中周村、潘王村、裴城村村、三丁村、西芮村、苏侯村、坡刘村、田古东村、寨子村、小徐村、渚张村、

中和寨村、田店村、铁炉村、南杨村、马庄村、梁庄村、城高村、大张村村、东芮村、罗王村、胡刘村、

斗杨村、宋岗村

4111030301 69.75

漯河市 郾城区 新店镇

郭寺村、前丁村、尧河庙村、齐罗村、尧张村、春庄村、游庄村、锁梁村、任庄村、斗王村、冯庄村、周

庄村、新店村、冉口村、张店村、薛庄村、双楼徐村、台东村、庄店村、吴拐村、闫李村、台西村、周石

黄村、长河李村、三赵村

4111030301 69.75

漯河市 郾城区 黑龙潭乡 南街村、北街村、西街村、坡杨村、土城王村 4111030301 69.75

漯河市 郾城区 龙城镇 常湾村、徐庄村、李湾村、湖西王村、大军王村、西刘村、白庄村、钮王村、老翟村、仲李村 4111030301 69.75

漯河市 郾城区 孟庙镇 沈赵村、潘北村、潘西村、潘东村、西营村 4111030301 69.75

漯河市 郾城区 李集乡

陈刘马村、相树张村、魏李村、后倪村、老官田村、田庄村（田嘴庄）、三所楼郭村、老集村、东孟村、

吕庄村、李集村、密桥村、大朱村、大王村、渚阳寨村、陈东村、陈西村、郭东村、郭西村、西孟村、潘

付刘村、大宋村

4111030301 69.75

漯河市 召陵区 邓襄镇 洼张村、胡庄村、沱南村、尚庄村、孔营村、沱北村、圪当张村 4111040301 69.75

漯河市 召陵区 老窝镇

二村村、拐河村、古桐村、朱王庄村、胡庄村、二郎村、台寺村、孟湾村、武湾村、前李村、小宋村、下

堤于村、郭陈村、新集村、大郭村、河状村、宋庄村、下堤刘村、杨庄村、双杨村、庙王村、申庄村、穆

庄村、果园村、老窝村、三村村、红石桥村、化庄村、鲍庄村、铁炉村、支毛陈村、寇营村、老许村、千

刘村、军李村、楚庄村、柏庄村

4111040301 69.75

漯河市 召陵区 召陵镇 大徐村、辛庄村、茨张村、张三岗村、归村东村、久寨徐村、张烈庄村 4111040301 69.75

漯河市 召陵区 青年村镇

青年村村、张庄村、砖桥村、三朱村、周陈村、前谢村、朱庄村、胡老村、中杨村、庞墩村、大杨村、枯

河村、周韩村、回北村、侯庄村、和庄村、小杨村、后谢村、冷饭店村、纺车刘村、葛胡村、回南村、庙

王村、小徐村、河崔村、井庄村、海子王村、河李村、裴王村、段庄村、双庙郭村、田庄村、国有林场

4111040301 69.75

漯河市 召陵区 万金镇

袁庄村、大孟村、郭庄村、小庄村、柿园张村、俄刘村、小孟村、唐桥村、前崔村、曹楼村、万金村村、

杨庄村、温王村、魏庄村、贾姚村、赤北村、宋庄村、张茂吴村、张庄村、司庄村、龚堂村、张赵庄村、

栗门张村、徐阁村、李庄村、坡于村、西李村、新庄赵村、乔庄村、赤南村、周庄村、卸载村、大姜村、

夏庄村、万金张村、黄庄村、余营新村

4111040301 69.75

漯河市 临颍县 城关镇 樱桃郭村、邢庄村 4111220101 78.75

漯河市 临颍县 城关镇
大墓罗村、五里头村、岗石村、耿庄村、董畦村、西街村、北街村、北场村、东街村、东关村、三里头村

、南街村、聂庄村、双庙村、曹窑村、吴寨村、丁庄村
4111220201 66.75

漯河市 临颍县 杜曲镇 贾庄村、王凤楼村、东徐庄村、岗张村、金赵村、河董村、贾徐王村、前韩村、杜曲镇 4111220201 66.75

漯河市 临颍县 巨陵镇 孟庄村、娄庄村、油坊陈村、辛庄村、巨陵村、刘庄村、来脉张村、英王村、李庄村、纺车刘村 4111220201 66.75

漯河市 临颍县 固厢乡 七里北村、七里南村、新赵村、四村、大屈村、小屈村、固厢村、下坡村、城顶村 4111220201 66.75

漯河市 临颍县 皇帝庙乡 曹庄村、邓庄村、皇帝庙村、前张村 4111220201 66.75



漯河市 临颍县 瓦店镇 臧庄村 4111220201 66.75

漯河市 临颍县 石桥乡 桥南村、徐寨村、潘庄村、桥北村、王庄村 4111220202 66.75

漯河市 临颍县 王孟镇 王孟东村、王孟西村 4111220203 66.75

漯河市 临颍县 窝城镇 窝城村 4111220204 66.75

漯河市 临颍县 繁城镇 南街村、献街村、西街村、清街村、东街村、繁城村 4111220205 66.75

漯河市 临颍县 王岗镇 南村、北村 4111220206 66.75

漯河市 临颍县 大郭镇 大郭村 4111220207 66.75

漯河市 临颍县 台陈镇 台陈村、台陈镇 4111220208 66.75

漯河市 临颍县 瓦店镇 瓦店镇、瓦店村 4111220209 66.75

漯河市 临颍县 三家店镇 三家店村、潘庄村 4111220210 66.75

漯河市 临颍县 陈庄镇 陈庄村 4111220211 66.75

漯河市 临颍县 杜曲镇

杜街村、后韩村、湾陶村、刘庄村、赵庄村、郝路口村、西街村、东街村、北徐庄村、郭庄村、吕集村、

申安张村、大于庄村、大李集村、小李庄村、木掀王村、龙堂村、三朱村、周庄村、长枪王村、朱集村、

大车张村、小于庄村、大孟村

4111220301 58.5

漯河市 临颍县 台陈镇

裴墩村、打绳陈村、海子龚村、荒张村、田庄村、小谌庄村、大沟桥村、夹濠王村、张陈村、龚庄村、安

庄村、祁庄村、前杨村、临涯张村、水车梁村、席赵村、雷庄村、凹孙村、席贾村、李湾村、木掀吕村、

谢庄村、下坡郭村、王曲村、桥口村、毛庄村、大周村、梁阁村、双楼村、邓庙村、袁庄村

4111220301 58.5

漯河市 临颍县 巨陵镇
张庄村、韩庄村、柿元王村、邰庄村、梁李村、杨林村、大段村、武路口村、豢龙村、潘庄村、观街村、

齐庄村、罗山村、王庄村、伍极桥村、拐子李村、马庙村
4111220301 58.5

漯河市 临颍县 瓦店镇
刘庄村、大张庄村、沟王村、坡李村、杨裴城村、陶庄村、李化宇村、大庙张村、后徐村、夏坡高村、秦

庄村、云庄村、尚河村、刘吴庄村、魏墩村、十里村、叶庄村、七里村、龚庄村、上坡高村、大李村
4111220301 58.5

漯河市 临颍县 皇帝庙乡
影台寺村、李小坡村、吴庄村、坡高村、樊堂村、石佛陈村、吴集村、大袁村、冉庄村、洪山庙村、九才

田村、商桥村、潘牛村、王老庄村
4111220301 58.5

郑州市 市区 建成区 西三环以东、中州大道以西、北三环以南及南三环以北围合的建成区区域内 4101000101 337.5

郑州市 市区 刘寨街道办事处 兴隆铺村、张砦村、刘砦村、小杜庄村 4101000101 337.5

郑州市 市区 长兴路街道办事处 王砦村 4101000101 337.5

郑州市 市区 西流湖街道办事处 柿园村 4101000101 337.5

郑州市 市区 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 闫垌村、后河卢村 4101000101 337.5

郑州市 市区 秦岭路办事处 南陈伍寨 4101000101 337.5

郑州市 市区 汝河路街道办事处 李江沟 4101000101 337.5

郑州市 市区 嵩山路办事处 黄岗寺社区 4101000101 337.5

郑州市 市区 人和路办事处 王胡砦社区 4101000101 337.5

郑州市 市区 长江路办事处 孙八砦社区、高砦社区 4101000101 337.5

郑州市 市区 京广路办事处 佛岗社区、冯庄社区 4101000101 337.5

郑州市 市区 南曹乡 七里河村、尚庄村 4101000101 337.5

郑州市 市区 航东办事处 耿庄社区 4101000101 337.5

郑州市 市区 明湖办事处 岔河社区 4101000101 337.5



郑州市 市区 建成区（部分） 庙李建成区、柳林镇建成区、祭城路街道建成区区域内 4101000201 244.5

郑州市 市区 丰庆路办事处 二十里铺村、杲村、琉璃寺村 4101000201 244.5

郑州市 市区 国基路办事处 刘庄村、路砦村、高皇寨村、杓袁村 4101000201 244.5

郑州市 市区 龙湖办事处 陈岗村(部分) 4101000201 244.5

郑州市 市区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祭城社区、八里庙社区、金庄社区（部分）、庙张社区（部分） 4101000201 244.5

郑州市 市区 商都路办事处 小店社区、五洲汇富社区、榆林社区、西刘庄社区、南岗社区 4101000201 244.5

郑州市 市区 石佛办事处 五龙口村、老俩河村、欢河村 4101000301 214.5

郑州市 市区 长兴路街道办事处 南阳寨村、老鸦陈村 4101000301 214.5

郑州市 市区 老鸦陈街道办事处 薛岗村 4101000301 214.5

郑州市 市区 新城街道办事处 固城村 4101000301 214.5

郑州市 市区 迎宾路街道办事处 杨庄村、金洼村、弓庄村 4101000301 214.5

郑州市 市区 龙源路办事处 唐庄村、安庄村、黄家门村（原属宋庄）、王马庄村、小河村（原河村分村） 4101000401 150

郑州市 市区 商都路办事处 穆庄村、白佛村 4101000401 150

郑州市 市区 龙湖办事处 花沟王村、弓庄村、小郭村、南录庄村、新村、陈岗村（部分）、花庄村、魏庄村、花胡庄村 4101000401 150

郑州市 市区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祭城农场、庙张社区（部分）、金庄社区（部分） 4101000401 150

郑州市 市区 金光路办事处 贾陈、马楼、柳园口、徐庄、刘江 4101000401 150

郑州市 市区 博学路办事处 贾岗社区 4101000401 150

郑州市 市区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薛岗社区、夏庄社区、姚桥社区、时埂社区、磨李社区、后牛岗社区（原小金庄村分村）、陈三桥社区 4101000401 150

郑州市 市区 圃田乡 河沟王村、圃田村、小孙庄村 4101000401 150

郑州市 市区 新城街道办事处 宋庄村、毛庄村、东赵村 4101000501 147

郑州市 市区 迎宾路街道办事处 木马村、青寨村、马庄村、西黄刘村 4101000501 147

郑州市 市区 花园口镇 京水村、大庙村 4101000501 147

郑州市 市区 西流湖街道办事处 赵坡村 4101000502 147

郑州市 市区 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 石羊寺村、冯湾村、段庄村、郭厂村、密垌村 4101000502 147

郑州市 市区 嵩山路办事处 刘砦社区 4101000502 147

郑州市 市区 人和路办事处 荆胡社区、贾砦社区 4101000502 147

郑州市 市区 侯寨乡
罗沟村、盆刘村、郭家咀社区、铁三官庙村、荆砦村、南岗刘村、大田垌村、八卦庙社区、上闫垌社区、

尖岗村、刘庄村、侯寨社区、曹洼社区、东胡垌社区、红花寺社区、张李垌村
4101000502 147

郑州市 市区 马寨镇
杨寨社区、马寨社区、坟上社区、程炉社区、张河社区、湾刘村、张寨村、王庄社区、水磨社区、刘胡垌

村、娄河村
4101000502 147

郑州市 市区 十八里河镇
柴郭村、站马屯村、南刘庄村、小王庄村、大王庄村、十八里河村、八郎寨村、南小李庄村、小刘村、刘

东村、河西袁村、王垌村
4101000502 147

郑州市 市区 南曹乡
苏庄村、小湖村、刘德城村、席村、南曹村、姚庄村、郎庄村、野曹村、李马庄村、张华楼村、大湖村、

毕河村
4101000502 147

郑州市 市区 杨金路办事处
杨槐村、河村、周庄村、大贺庄村、新庄村、马头岗村、小贺庄村、徐庄村、马林村、柳林（国基路办事

处飞地）内
4101000601 129



郑州市 市区 兴达路街道办事处 北录庄村 4101000601 129

郑州市 市区 花园口镇 八堡村、祥云寺村 4101000601 129

郑州市 市区 明湖办事处 赵庄社区、螺蛭湖社区、梁湖社区、李南岗村、东杨社区、西杨社区、毛庄社区、老南岗社区 4101000701 127.5

郑州市 市区 沟赵办事处 祥营村 4101000801 121.5

郑州市 市区 双桥办事处 沟赵村、榆林村、郭村、庄王村、葛寨村、岳岗村 4101000801 121.5

郑州市 市区 梧桐办事处 郭庄村、洼刘村、秦庄村、瓦屋李村、兰寨村 4101000801 121.5

郑州市 市区 枫杨办事处 石佛村、大谢村、丁楼村、师新庄村、东史马村、关庄村、北里村、大里村 4101000801 121.5

郑州市 市区 石佛办事处 百炉屯村、南流村、陈庄村、孙庄村 4101000801 121.5

郑州市 市区 新城街道办事处 贾河村、胖庄村、弓寨村 4101000801 121.5

郑州市 市区 老鸦陈街道办事处 双桥村、下坡杨村、苏屯村、师家河村、杜庄村 4101000801 121.5

郑州市 市区 古荥镇 程庄村、马村、纪公庙村、古荥村、曹村坡村、南王村 4101000801 121.5

郑州市 市区 大河路街道办事处 保合寨村、铁炉寨村、大河路黄河滩区、牛庄村、惠济桥村、新庄村、岗李村、前刘村 4101000801 121.5

郑州市 市区 西流湖街道办事处 西岗村、孙庄村、铁炉村、大李村、常庄村、址刘村、刁沟村、赵仙垌村 4101000801 121.5

郑州市 市区 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 道李村 4101000801 121.5

郑州市 市区 须水街道办事处
须水村、三王庄村、丁庄村、天王寺村、付庄村、小李庄村、三十里铺村、二砂村、庙王村、白寨村、马

庄村、桐树王村
4101000801 121.5

郑州市 市区 马寨镇 申河社区、闫家咀社区 4101000901 105

郑州市 市区 侯寨乡
全垌社区、麦秸垛沟社区、台郭社区、袁河社区、三李社区、郭小寨社区、桐树洼社区、西胡垌社区、黄

龙岗社区、大路西社区、上李河社区、樱桃沟社区
4101000901 105

郑州市 市区 潮河办事处 曹古寺村、二郎庙社区、单庄社区、营岗社区、王士明村、司赵村、耿庄村、弓马庄村 4101000902 105

郑州市 市区 花园口镇 花园口黄河滩区、南月堤村、花园口村、申庄村、石桥村 4101001001 102

郑州市 市区 新城街道办事处 新城黄河滩区、常庄村、李西河村 4101001001 102

郑州市 市区 古荥镇 古荥黄河滩区、黄河桥村、第三苗圃、张定邦村、岭军峪村、孙庄村 4101001001 102

郑州市 市区 兴达路街道办事处 马渡村、任庄村、小金庄村、金水区黄河滩区、来童寨村、黄岗庙村、黄庄村 4101001001 102

郑州市 市区 沟赵办事处 枣陈村、任砦村、张五砦村、牛砦村、岗崔村、水牛张村、朱砦村、西连河村、东连河村、堂李村、赵村 4101001101 90

郑州市 市区 梧桐办事处 贾庄村 4101001101 90

郑州市 市区 京航办事处 大孙庄村、吴庄村、石王村、大王庄村。 4101001102 90

郑州市 市区 白沙镇
白坟村、高庄村、岗李村、南岗村、前程村、大雍村、康庄村、魏庄村、杜桥村、堤刘村、大陈村、小陈

村、白沙村、大有庄村、李湖桥村、龙王庙村
4101001001 102

郑州市 市区 杨桥办事处 万滩、娄庄、孙庄、杨桥、台肖、永定庄 4101001001 102

郑州市 市区 豫兴路办事处
马仙李村、常白村、岗赵村、后梁村、后湾村、北周庄村、后洼村、王庄村、彦庄村、大吴村、马杨村、

杨庄村、西徐庄村、贺庄村、姚湾村、小冉庄村、岗吴村、赵寨村、朱庄村、刘集村
4101001001 102

郑州市 市区 白沙镇 南寺、袁庄村、韩庄、冉庄 4101001102 90

郑州市 市区 郑庵镇 常庄、贾堂、范庄、小杜庄、潘店寨、螺蚔湖、坡刘、路庄 4101001102 90

郑州市 市区 九龙镇
九龙村、蒋冲、西贾村、国庄村、能庄、东贾村、肖庄村、任楼村、八里湾村、太平庄村、谢庄村、阎坟

、黄商、后王村、祥云寺村、后魏村、祥符卢村、前王村、席庄村、王庄村。
4101001102 90



郑州市 航空港区 郑港办事处 陡沟村、谷庄村、后宋村、胡岗村、山石王村、寺东孙村、冢刘村 4101840801 78

郑州市 航空港区 银河办事处 岗王村、古城村、郭村韩村、刘庄村、庙后安村、牛村、平庄村、蒲庄村、宋庄村、苏村郑村、辛庄村 4101840801 78

洛阳市 伊川县 酒后镇
三王村、寺上村、寨上村、南庄村、有方村、梁圪塔村、高洼村、新庄村、路庙村、大王庙村、柴庄村、

白瑶村、南王村、翟沟村、罗庄村、南村、庄科村、田园村、上李村、下李村、黑龙沟村、寺沟村
4103290402 60

洛阳市 伊川县 葛寨乡
黄楝树村、吉章村、前富山村、后富山村、黄庄村、梁沟村、黄兑村、张棉村、赵村、沙园村、黄岭村、

陡沟村、王庄村、南坪村、幸福寨村、西岭村
4103290402 60

洛阳市 伊川县 白元镇 富留店村、王其店村（王耆店村）、杨寨村、魏寨村、洁泊村、洁泊寨村、吴起岭村 4103290403 60

洛阳市 伊川县 白沙镇 石岭村、杨岭村、小王村、新寨村 4103290403 60

洛阳市 伊川县 水寨镇 司马沟村 4103290404 60

洛阳市 伊川县 江左镇

江左村、石张庄村、苑庄村、程村、遵王村、刘楼村、苏村、相寨村、杨窑村、魏村、上王村、塔沟村、

王瑶村、官庄村、杨沟村、张瑶村、武寨村、白村、吴沟村、李寨村、刘村、乔村、王庄村、翟村、晋庄

村、周村、温寨村、张洼村、李屯村、五里头村、耿村、贾村、段村、白土瑶村、孟家瑶村、乡林场

4103290404 60

洛阳市 伊川县 白沙镇
焦王村、孙岭村、吴堂村、下磨村、郝湾村、孝村、高岭村、陈村、程庄村、炉坪村、程子沟村、豆村、

叶村、刘庄村
4103290404 60

洛阳市 伊川县 半坡镇
半坡村、孙村、段庄村、李村、侯沟村、刘窑村、鲁沟村、老君堂村、大郭沟村、小郭沟村、何庄村、白

窑村
4103290404 60

洛阳市 伊川县 吕店镇

田院村、宋寨村、拉马店村、吕店村、周沟村、霍沟村、姚沟村、符村、沟张村、于集村、王化沟村、后

庄村、后瑶村、孙瑶村、孙沟村、冯沟村、邵沟村、老庄村、张沟村、下范村、九洼村、翟沟村、袁庄村

、海神庙村、邢坡村、魏瑶村、良沟村、温沟村、姚堂村、苏沟村、南村、北村、丁流村、赵庄村、竹园

村、上庄村、西河村、王村

4103290404 60

洛阳市 伊川县 彭婆镇
吕涧村、王岭村、陈沟村、赵沟村、东牛庄村、许营村、西牛庄村、柏树沟村、磨洼村、郭洼村、智沟村

、杨涧村、张沟村、万坡村、苗沟村、侯沟村、杨沟村、刘沟村、张涧村
4103290404 60

洛阳市 偃师市 城关镇
新新村、齐庄社区、东寺庄村、西寺庄社区、高庄社区、后庄村、塔庄村、新城村、槐庙村、窑头村、城

西村
4103810101 112.5

洛阳市 偃师市 工业区 前杜楼村、后杜楼村、石硖村、杏元村、嚇田寨村 4103810201 102

洛阳市 偃师市 城关镇 潘屯村、新寨村、大槐树村 4103810201 102

洛阳市 偃师市 城关镇 北窑村、北关村、许庄社区 4103810202 102

洛阳市 偃师市 首阳山镇
石桥村、新庄村、羊二庄村、古城村、城东村、前纸庄村、白村、前张村、后张村、沟口头村、南蔡庄村

、香峪村、大冢头村、坟庄村、后纸庄村
4103810301 75

洛阳市 偃师市 岳滩镇
喂北村、喂南村、西谷村、东谷村、堤头村、周堂村、尚庄村、黄大王庙村、佛滩头村、赵庄寨村、仝庄

村、寇圪垱村、前马郡村、后马郡村、岳滩村、东庄村、王庄村、赵庄街村
4103810302 75

洛阳市 偃师市 顾县镇
苗湾村、李湾村、段东村、段西村、安滩村、杨村、回龙湾村、史家湾村、营防口村、木阁沟村、中宫底

村、西宫底村、曲家寨村、东王村、顾县村
4103810303 75

洛阳市 偃师市 高龙镇 赵寨村、半个寨村、五岔沟村、高龙村、石牛村、高崖村、辛村 4103810304 75

洛阳市 偃师市 邙岭镇 省庄村、杨庄村、牛庄村、牛新村 4103810401 67.5

洛阳市 偃师市 首阳山镇 渔骨村、义井村、龙虎滩村、保庄村、韩旗村、寺里碑村、郭坟村、邢沟村、寨后村 4103810402 67.5

洛阳市 偃师市 山化镇 东屯村、汤泉村、台沟村、王窑村、山化村、寺沟村、忠义村、石家庄村 4103810403 67.5



洛阳市 偃师市 翟镇
大炉庄村、东洼村、西洼村、北许村、二里头村、宁南村、宁北村、田中村、田西村、田北村、四角楼村

、圪垱头村、前李村、甄庄村、王七村、卧龙村、翟西村、翟东村、前王村
4103810404 67.5

洛阳市 偃师市 缑氏镇 化寨村、盆窑村、程子沟村、缑氏村、崔河村 4103810405 67.5

洛阳市 偃师市 高龙镇 铺刘村、左村、逯寨村、大屯村、郭屯村、谢村、陶化店村、郜寨村、姬桥村 4103810405 67.5

洛阳市 偃师市 大口镇 西张村、草庙村、吕桥村、后周村、大口村 4103810405 67.5

洛阳市 偃师市 府店镇 新寨村、府西村、府北村、府南村 4103810406 67.5

洛阳市 偃师市 大口镇
温村、韩村、袁寨村、宁村、经周村、南窑村、经周寨村、西寨村、肖村、铁村、马村、焦村、引礼寨村

、符寨村、郭村、翟寨村、曹寨村、张大寨村、南寨村、山张村、董村、宋村、翟湾村
4103810501 60

洛阳市 偃师市 缑氏镇
刘庄村、孙坡村、邢村、郑窑村、夫子庙村、南家村、双泉村、布村、扒头村、官庄村、李庄村、唐僧寺

村、马河村、柏谷坞村、金屯村、王湾村、马屯村、贾屯村、滹沱村
4103810501 60

洛阳市 偃师市 府店镇

西管茅村、东管茅村、西口孜村、东口孜村、夹沟村、寨孜村、双塔村、参驾店村、韩庄村、唐窑村、刘

村、牛窑村、东窑村、来定村、杨窑村、柏峪村、安乐村、佛光村、杏沟村、史家窑村、曹窑村、任窑村

、车李村、周寨村、庙前村

4103810501 60

洛阳市 偃师市 邙岭镇 赵坡村、丁门口村、西蔡庄村、东蔡庄村、兰庄村、刘坡村 4103810502 60

洛阳市 偃师市 山化镇 蔺窑村、新明村、向阳村、牙庄村、马洼村、光明村、游殿村、张窑村、关窑村 4103810503 60

洛阳市 偃师市 邙岭镇 古路沟村、申阳村、吉家沟村、周山村 4103810503 60

平顶山市 卫东区 鸿鹰街道办事处 大营社区 4104030101 217.5

平顶山市 卫东区 皇台街道办事处 皇台徐村、东任庄村 4104030101 217.5

平顶山市 卫东区 申楼街道办事处 申楼村 4104030101 217.5

平顶山市 湛河区 马庄街道办事处 马庄村、西铁炉村、岳庄村 4104110101 217.5

平顶山市 湛河区 姚孟街道办事处 李乡宦村、姚孟村 4104110101 217.5

平顶山市 湛河区 九里山街道办事处 芦铁庄村、叶刘村、李堂村 4104110101 217.5

平顶山市 湛河区 轻工路街道办事 高楼村、柏楼村、东铁炉村 4104110101 217.5

平顶山市 湛河区 高阳路街道办事处 小营村、召村、后城村、杨西村 4104110101 217.5

平顶山市 湛河区 南环路街道办事处 程庄村、牛庄村 4104110101 217.5

平顶山市 湛河区 北渡街道办事处 油坊头村、谢庄村、莲花盆村、石庙村、北渡村 4104110101 217.5

平顶山市 湛河区 荆山街道办事处 统张村、徐庄村、胡杨楼村、荆山村、辉岗村、沙王村、牛楼村 4104110101 217.5

平顶山市 湛河区 河滨街道办事处 郭庄村、苗侯村 4104110101 217.5

平顶山市 市区 曙光街街道办事处 李庄村 4104810101 217.5

平顶山市 市区 光明路街道办事处 王庄村 4104810101 217.5

平顶山市 市区 西高皇街道办事处 西高皇村、高庄村（部分）、温集村、郝堂村 4104810101 217.5

平顶山市 市区 西市场街道办事处 武庄村 4104810101 217.5

平顶山市 市区 矿工路街道办事处 陈庄村 4104810101 217.5

平顶山市 卫东区 蒲城街道办事处 蒲城村、门楼张村、任寨村、辛南村 4104030201 193.2

平顶山市 卫东区 申楼街道办事处 叶庄村、王斌庄村、赵庄村、焦庄村 4104030201 193.2

平顶山市 卫东区 东环路街道办事处 魏寨村、吴寨村 4104030201 193.2

平顶山市 卫东区 东高皇街道办事处 高皇村 4104030201 193.2



平顶山市 卫东区 光华路街道办事处 辛北村 4104030201 193.2

平顶山市 卫东区 北环路街道办事处 上张村、下牛村 4104030201 193.2

平顶山市 湛河区 曹镇乡 银王村、曹西村、曹东村、曹北村 4104110201 193.2

平顶山市 湛河区 河滨街道办事处 陶寨村、杜庄村、潘庄村 4104110201 193.2

平顶山市 湛河区 北渡街道办事处 汴城村 4104110202 193.2

平顶山市 湛河区 荆山街道办事处 卫寨村、景庄村、高庄村、任庄村、梁李村 4104110202 193.2

平顶山市 市区 西高皇街道办事处 高庄村（部分） 4104810201 193.2

平顶山市 市区 焦店镇 焦店村、褚庄村、新留村 4104810201 193.2

平顶山市 市区 西市场街道办事处 张泉庄村 4104810201 193.2

平顶山市 卫东区 东高皇街道办事处 上徐村 4104030301 153

平顶山市 卫东区 东工人镇街道办事处 吕庄村 4104030301 153

平顶山市 卫东区 光华路街道办事处 程庄村 4104030302 153

平顶山市 湛河区 曹镇乡 黄庄村、邢铺村、齐庄村、杨西村、连庄村、秦庄村、谢庄村、曹北村 4104110301 153

平顶山市 湛河区 北渡街道办事处 双楼村 4104110301 153

平顶山市 湛河区 河滨街道办事处 王庄村、肖庄村、湾李村、褚庄村、沟刘村 4104110301 153

平顶山市 市区 焦店镇 新庄村、张庄村、野王村、东果店村、西果店村、余沟村、西吴庄村、刘沟村 4104810301 153

新乡市 长垣县 满村镇

吴坡村、唐凹村（唐洼村）、毛庄村、宜丘村（宜邱村）、老李庄村、周宜丘村（周宜邱村）、满村（后

满村）、邓西村、邓北村、邓东村、新庄村（辛庄村）、三官庙村、大杨楼村、前满村、东梨园村、陈墙

村、冯墙村、孙墙村（前墙村）、小吕村、曹吕村、吕村寺村、双庙村、苏吕村

4107280201 78.75

新乡市 长垣县 武邱乡 曹店村、青城村 4107280201 78.75

新乡市 长垣县 佘家镇

北关村、东关村、郭岸下村、高岸下村、王岸下村、金岸下村、南关村（南关村、南寨村）、东连庄村、

西连庄村、东黄村（东黄找寨村）、武找寨村、西黄村、寺门村、杨板城村、陈板城村（西庄村）、韩板

城村、黄庄村、新起寨村、葛寨村、陈庄村、太平庄村、西邵寨村、邵二寨村、车寨村、北邵寨村、东找

寨村、河里高村、鬼王庄村（魁王庄村）、朱口村、佘西村、佘新庄村、后佘村、西张弓寨村、牛庄村、

东张弓寨村、粮所、前楼村（前王庄村、南王庄村、前楼村）、西郝村、东郝村、佘南村、佘东村、钟家

村、翟家村、赵家村、高店村、苗找寨村、佘家镇一林场、佘家镇二林场、佘家镇砖瓦窑场

4107280201 78.75

新乡市 长垣县 孟岗镇
杨寨村、孙寨村、埝南村、张野寨村、大王庄村、西陈村、九棘村（九南村、九北村、吴占村）、埝北村

（田石头庄村、侯石头庄村）、石头庄村、王石头庄村、北陈村、孔村村、苇园村
4107280201 78.75

新乡市 长垣县 南蒲办事处 朱庄集村（朱庄村）、翟家村（翟寨村） 4107280202 78.75

新乡市 长垣县 魏庄办事处

王庄村、董寨村（东董寨村）、马房村、东了墙村（东了东村、东了西村）、丁寨村、孟寨村、总管村、

杨楼村、后刘口村、候寨村（侯寨村）、前刘口村、岳寨村、参木村（前参木、后参木、毛参木、卢参木

、林参木）、华寨村、梁寨村、合阳村、大车西村、西杨庄村、大车东村

4107280202 78.75

新乡市 长垣县 恼里镇
西辛庄村、东辛庄村、龙相村、碱厂村（碱场村）、周口村（周村口村）、武寨村（武占村）、冯寨村

（冯占村）、小岸村、恼里集村（恼里村）、镇政府驻地
4107280202 78.75

新乡市 长垣县 芦岗乡
将水李村（浆水李村）、桥寨村（乔寨村）、杨桥村、刘慈寨村（刘慈占村）、姬寨村（姬占村）、三青

观村、韩庙村、关公刘村、小辛庄村、东河集村、七古柳村
4107280202 78.75

新乡市 长垣县 魏庄办事处 董寨村（东董寨村）、王刘村、戚寺村、茅芦店村、孙堂村、陈寨村、高寨村、大留寺村 4107280301 75.75



新乡市 长垣县 恼里镇

西油房村（西油村、西油房占村）、吴寨村（吴占村）、东油房村（东油村、东油房占村）、武楼村、南

杨庄村、小辛庄村、小马寨村、东沙窝村、西沙窝村、乌岗村、胡寨村（胡占村）、蔡寨村、郑新庄村

（郑辛庄村）、后文户村、左寨村（左占村）、高章士村、前文户村、大马寨村（大马占村）、畜牧场、

六里庄村

4107280301 75.75

新乡市 长垣县 赵堤镇
鲍家村、前小渠村、孙庄村、瓦屋寨村、东赵堤村、刘小寨村（后刘村）、杨小寨村（小寨村）、后桑园

村、中桑园村、前桑园村
4107280301 75.75

新乡市 长垣县 方里镇 王寨村、苏庄村、铁炉村 4107280301 75.75

新乡市 长垣县 孟岗镇 孟岗村、埝南村、埝北村（田石头庄村、侯石头庄村）、石头庄村 4107280301 75.75

新乡市 长垣县 芦岗乡

尚寨村（尚占村）、张寨村（张占村）、崔寨村（崔占村）、程寨村（程占村）、姜庄村、里寨村（李寨

村）、程庄村、大路韩（韩寨村）、金寨村（金占村）、周营村、刘唐村（刘堂村）、西陈村、芦岗村、

官路张村、郑寨村（郑占村）、滑店村、习礼王村、冯楼村、王辛庄村、双庙村、后马寨村（马寨村）、

西小青村、中小青村、东小青村、杜店村、大付寨村（大付占村）、白河村、王寨村（王占村）、芦岗乡

林场、白河农场

4107280301 75.75

新乡市 长垣县 苗寨镇

林寨村、西柳中村、东柳中村、胡口村、前李拐村、安寨村、苗寨村、西榆林村、东榆林村、西旧城村、

东旧城村、贾庄村、农科站（苏旧城村）、韩寨村、文寨村、梁寨村、坟台村、高庄村、河吕张村、马野

庄村、魏寨村、后宋庄村、前宋庄村、田寨村、西关村、小街村、武寨村、后辛庄村、南岳村、东庙村、

许寨村、九岗村、杜寨村、后李拐村、张寨村、杨楼村、阎庄村

4107280301 75.75

新乡市 长垣县 武邱乡

常里村（常村里村、长村里村）、马寨村（马占村）、赵庄村、曹店村、神台庙村、西角集村、大鲍占村

（鲍占村）、三合村、黄寨村、罗家村、红门村、北嘴头村（北嘴村）、勾家村、茅茨庄村（茅庄村）、

张庄村、牛庄村、小渠村、南何家村（南何店村）、灰池村、南嘴头村（南嘴村）、于寨村（于占村）、

罗圈村、尚寨村（尚占村）、陈寨村（陈占村）、罗寨村（罗占村）、青城村、河自上村、前师村（前师

家村）、后师家村、顿家村、武邱村、纸房村、卓寨村（卓占村）、滩邱村（滩邱村、敬占村）、三义村

4107280301 75.75

新乡市 长垣县 魏庄办事处 河务局 4107280401 72

新乡市 长垣县 芦岗乡 河务局 4107280401 72

新乡市 长垣县 恼里镇 河务局 4107280401 72

新乡市 长垣县 武邱乡 河务局 4107280401 72

新乡市 长垣县 苗寨镇 河务局 4107280401 72

焦作市 市区 中心城区 解放区、山阳区建成区 4108010101 232.5

焦作市 市区
山阳区新城街道办事

处
常庄村、恩村一街、恩村二街、恩村三街 4108010101 232.5

焦作市 市区
山阳区太行街道办事

处
涧兴实业公司（影视路以南）、山阳实业公司（影视路以南） 4108010101 232.5

焦作市 市区
解放区王褚街道办事

处
新店村、新庄村（南水北调河以东） 4108010101 232.5

焦作市 市区
山阳区太行街道办事

处
涧兴实业公司（影视路以北）、山阳实业公司（影视路以北） 4108010201 150

焦作市 市区
解放区上白作街道办

事处
马涧村（中心城区建成区以外）、田涧村（中心城区建成区以外）、上白作村（中心城区建成区以外） 4108010202 150



焦作市 市区
解放区王褚街道办事

处
嘉禾屯村、新庄村（南水北调河以西）、士林村（中心城区建成区以外）、光华公司 4108010203 150

焦作市 市区
山阳区新城街道办事

处
墙南村（中心城区建成区以外） 4108010204 150

焦作市 市区
示范区文苑街道办事

处
张建屯村 4108010204

焦作市 市区
解放区王褚街道办事

处

东王褚村飞地、西王褚村飞地、武警农场、河南省军区农场、焦作军分区农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中州农场、新河农场
4108010205 150

焦作市 市区
示范区文苑街道办事

处
仇化庄村、民政局农场 4108010206 150

焦作市 市区
示范区李万街道办事

处
示范区建成区（新河以北） 4108010206 150

焦作市 市区
解放区上白作街道办

事处
闫河村（中心城区建成区以外）、狮涧村、龙寺村、影视城 4108010301 112.5

焦作市 市区
山阳区中星街道办事

处
庙河村、冯河村（中心城区建成区以外） 4108010302 112.5

焦作市 市区
山阳区中星街道办事

处
李河村（中心城区建成区以外） 4108010303 112.5

焦作市 市区
山阳区新城街道办事

处
墙北村、苏蔺村 4108010304 112.5

焦作市 市区
解放区王褚街道办事

处
焦作林场、灵泉陂村、小北张村、后庄村、郭村 4108010401 87

焦作市 市区
解放区上白作街道办

事处
老牛河村、春林村 4108010401 87

焦作市 市区
中站区许衡街道办事

处
中站建成区、李封一村、李封二村、李封三村 4108010401 87

焦作市 市区
中站区府城街道办事

处
启心村、府城村、造店村、店后村、南敬村、北敬村、北朱村、南朱村 4108010401 87

焦作市 市区 示范区阳庙镇 鹿村、沙邱铺村、北西尚村、聂村 4108010401 87

焦作市 市区
示范区李万街道办事

处

示范区建成区（新河以南）、北李万村、大北张村、宝丰寨村、西大寨村、南张村、永治屯村、杨庄村、

秦屯村、耿作村
4108010401 87

焦作市 市区
示范区文苑街道办事

处

示范区建成区（新河以南）、和屯村、永兴屯村、芦堡村、钦平陵村、史平陵村、周平陵村、抄平陵村、

韩平陵村、住郭庄村、南李万村
4108010401 87

焦作市 市区 示范区宁郭镇 马村、桥湾村 4108010401 87

焦作市 市区
示范区文昌街道办事

处

铁匠庄村、新安镇村、姚郭庄村、辛庄村、金炉村、李屯村、孙村、马庄村、杨楼村、北霍村、靳村、朱

庄村、东学固村、大寨村、小寨村、前南谢村、后南谢村、小杨庄村、石庄村、大高村、北高村、北俎近

村、东俎近村、南马庄村、西俎近村、西长位村、陈范桥村、马范桥村、石范桥村、刘范桥村、纪孟村、

乡农场、乡畜牧场、乡粮种场、乡蚕场、乡园艺场、县园艺场

4108010401 87

焦作市 市区
马村区待王街道办事

处
马村建成区、下马村、白庄村、靳作村、西待王村、义门村、小王村、待王村、王庄村、小庄村 4108010401 87



焦作市 市区
山阳区中星街道办事

处
桶张河村、中马村、李贵作村 4108010401 87

漯河市 临颍县 繁城镇

孙朱村、营王村、大杨村、米湾村、杜庄村、锅永口村、夏庄村、尼庄村、湾宋村、徐庄村、司马村、扁

担杨村、双路姚村、靳庄村、辛庄村、吴刘村、马井村、大杜村、大韦村、前杨村、贾刘村、付杨村、面

坊村、木掀杨村、韦寺村、关庙村、罗庄村

4111220301 58.5

漯河市 临颍县 王岗镇

岗口赵村、大坑李村、祁庄村、韩场村、墩台李村、周湾村、谢庄村、北郭村、吕庄村、承差桥村、善庄

阎村、善庄腾村、薛庄村、南王庄村、水牛宋村、梁岗村、梨元张村、杓李村、南郭村、小庄李村、猫眼

庄村、坡孙村、滕寺村、沙坑王村、赤里岗村、葛家村、寺后村、袁庄村、石桥李村、岗李村、纸坊村、

赵家村、严湾村、闫楼村

4111220301 58.5

漯河市 临颍县 三家店镇
罗庄村、南江村、冢城村、康庄村、石庄村、王绍宇村、吴庄村、前东杨村、前西杨村、邢庄村、高宗寨

村、郑庄村、崔庄村、平宁城村、前卜庄村、宋老桥村、宋小庄村、边刘村、安庄村、安郑村、清义塚村
4111220301 58.5

漯河市 临颍县 窝城镇
城南张村、军张村、前胡村、肖庄村、朱庄村、城南董村、司庄村、许庄村、豆庄村、大王庄村、拐子村

、姜庄村、黄庄村、沟张村、单庄村、白坡村、邢庄村、大李庄村、张堂村、湖里曹村
4111220301 58.5

漯河市 临颍县 大郭镇

葛岗村、陶庄村、何庄村、社西村、岗杨村、陈策村、闫庄村、大牛村、谷庄村、魏庄村、前营村、胡桥

村、尚庄村、张杨村、路西村、社东村、孙庄村、坡李村、菜王村、周庄村、刘城村、曹城村、纣北村、

纣南村、辛庄村、李城村

4111220301 58.5

漯河市 临颍县 石桥乡
岳庄村、袁庄村、陈庄村、二马张村、北马庙村、成陈村、银庄村、藕河村、双王村、杜庄村、另子李村

、三角村、方庄村、吴刘村、大吴村、李庄村、驼铺村
4111220301 58.5

漯河市 临颍县 固厢镇 金仝村、大田村、阳坞村、岗东村、小师村 4111220301 58.5

漯河市 临颍县 陈庄乡
管庄村、伙邵赵村、洛程村、潘庄村、夏城村、黄连城村、前研岗村、后研岗村、贾太石村、胡庄村、二

甲王村、四家李村、大蒋庄村
4111220301 58.5

漯河市 临颍县 王孟镇

伍汲杜村、石拐村、张庄村、陈留东村、陈留西村、罗庄村、化庄村、李拐村、汤店村、北宋村、轩庄村

、轩桥村、前杨村、仝沟村、高村、马庄村、宋庄村、潘庄村、巢村、坟台村、大范村、娄王村、邹庄村

、西王庄村

4111220301 58.5

漯河市 舞阳县 舞泉镇
牛市口街居委会、杨庄（大杨庄村）、双庙村、西蔡村、董庄村、张楼村、北街、东街、西街、中心街、

瑶璋村、南大街、高庄村、柴庄村
4111210101 76.5

漯河市 舞阳县 辛安镇 大邢村、前李村、康庄村、老蔡村、冯庄村、茨园黄村、大尹村、芬张村、杨庄村、吴岗村、茨元张村 4111210101 76.5

漯河市 舞阳县 文峰乡 泰山庙村、李楼村、城角杨村、何庄村 4111210101 76.5

漯河市 舞阳县 吴城镇
苇塘街村、仙桥街村、学府街村、昭寺街村、南陈村、南高村、寨子张村、寨子朱村、寨子李村、东王村

、后曹村、赵寨村、西王村、黄庄村、西军王村、东军王村、尚店村、后刘村、前刘村
4111210201 65.25

漯河市 舞阳县 辛安镇
辛安村、双楼张村、官杨村、赵庄村(南赵庄村)、沟李村(大沟李村)、庙后王村（庙后村）、刘庄村、吴

堂村、水牛刘村、杨楼村、河东郭村、郝庄村、后吴村、河子李村
4111210201 65.25

漯河市 舞阳县 文峰乡
焦楼村、郭坟村、桐陈村、郑庄村、代庄村、何庄村、小河刘村、碾刘村、齐礼村、乔庄村、英李村、冯

岗村、七里沟村、金庄村、白果树村、李斌庄村
4111210201 65.25

漯河市 舞阳县 保和乡 保和村、何庄村、十里铺村、钟庄村、袁集村、宗堂村 4111210201 65.25

漯河市 舞阳县 章化乡 章化村、康庄村、榆林村 4111210202 65.25

漯河市 舞阳县 侯集镇 候王村、候集村 4111210203 65.25

漯河市 舞阳县 太尉镇 齐桥村、太尉村、邢庄村 4111210204 65.25

漯河市 舞阳县 北舞渡镇 官厅街村、文昌街村、中山街村、顺河街村、西大街村、黄庄村 4111210205 65.25



漯河市 舞阳县 马村乡 马北村、马南村 4111210206 65.25

漯河市 舞阳县 莲花镇 拐子王村、白庄村 4111210207 65.25

漯河市 舞阳县 九街镇 九街村 4111210208 65.25

漯河市 舞阳县 孟寨镇 孟寨村 4111210209 65.25

漯河市 舞阳县 姜店乡 姜东村、姜西村、焦庄村、李湾村 4111210210 65.25

漯河市 舞阳县 吴城镇
板张村、英张村、边庄村、坡刘村、袁庄村、玉皇庙村、北高村、谷老村、东坡杨村、申店村、协义村、

沟陈村、端公陈村、惠庄村、双楼村、汪庄村
4111210301 57

漯河市 舞阳县 辛安镇 石桥村、薛店村 4111210301 57

漯河市 舞阳县 文峰乡
宋庄村、葛庄村、薛村、藕池村、东梁村、大汉李村、前梁村、杨文进村、潘齐庄村、乌金陈村、段庄村

、张集村
4111210301 57

漯河市 舞阳县 保和乡

棉李村、坡宋村、孟庄村、洼徐村、段庄村、魏庄村、大张村、路林村、竹园李村、朱耀环村、贾庄村、

冯河村、卸西村、卸东村、赵寨村、张古洞村、大路李村、上澧村、沟李村、关庄村、乔沟村、二郎庙村

、湾马村、岗张村、陡沟陈村、郭庄村、苗庄村、高堂村、楼宋村、华庄村

4111210301 57

漯河市 舞阳县 北舞渡镇
田李村、鹿店村、蒿庄村、鹿庄村、郑李村、军张村、东魏村、冢张村、左沟村、坡杨村、尚庄村、贾湖

村、泥河王村、菜园刘村
4111210301 57

漯河市 舞阳县 莲花镇

半李村、闫湾村、韩寨村、王寨村、三官庙村、长村赵村、马湾村、玉皇庙村、沈庄村、刘庄村、吴李村

、天边杨村、小赵村、大赵村、史渡口村、弯庄村、桂庄村、李湾村、于庄村、兴国周村、朱寺村、包庄

村、郭庄村、李寨村、薛寨村

4111210301 57

漯河市 舞阳县 孟寨镇

介庄村、宋桥村、干杨村、邵店村、寇庄村、吴庄村、黑郭村、福来王村、黄庄村、梅庄村、龙东村、龙

西村、周马庄村、魏寨村、潘楼村、刘集村、庄罗村、大周庄村、曹孟村、寨子王村、孙李村、小王庄村

、柿园胡村、赵马村、效集村、孟王村、丰庄村、浬河村、周柴村、邢王村、大丁湾村、小丁湾村、吉米

张村

4111210301 57

漯河市 舞阳县 太尉镇
东郭庄村、西郭庄村、五虎村、幸福刘村、善德王村、蔡营村、关寨村、庙张村、林庄村、守义张村、魏

集村、花赵村、老刘庄村、朱埠口村、扁担徐村
4111210301 57

漯河市 舞阳县 马村乡

尚张村、湾王村、乔庄村、段窑村、张王庄村、湖西蔡村、王徐村、前姚村、绰陈村、范台村、仙庄杨村

、沟陈村、红旗村、小寨村、任桥村、黄林村、放磨店村、岗寺村、碾王村、大郭庄村、关寨东村、关寨

西村、郭炎庄村、慕庄村、庞店村、华店村

4111210301 57

漯河市 舞阳县 侯集镇

秦庄村、显王村、西小张村、碾张村、孙庄村、金砖刘村、湖李村、陈庄村、油坊头村、马庄村、柿园杨

村、寨李村、东莲花村、芦郭村、高寺村、大黄村、栗子园村、于庄村、闫刘村、汤庄村、端公刘村、小

裴城村、东小张村、苏庄村、线郭村、大岗村、康庄村、王小贵村、井庄村、西莲花村、河北街村、大张

村

4111210301 57

漯河市 舞阳县 姜店乡

郎庄村、和善李村、大刘村、徐庄村、光国杨村、冻庄村、杨天池村、塘河村、路庄村、朱庄村、李庄村

、田陈村、大宋村、孙湾村、白付湾村、隆周村、干沟王村、冯赵村、华马村、徐孟庄村、董南村、董北

村、湖东蔡村、牛庄村、冯庄村、殷庄村、连寺村、大王村

4111210301 57

漯河市 舞阳县 九街镇

都岗村、胡岗村、石岗村、井李村、屈岗村、王桥村、顿庄村、扁担赵村、马岗村、后魏村、伸张村、王

庄村、桥张村、朱庄村、胡庄村、三刘村、田庄村、大杨村、罗张村、边庄村、吕湾村、老山孙村、尹庄

村、徐集村、牛赵村、王渡口村、拍刘村、臧湾村、王岗村、老樊村、何口村、左庄村

4111210301 57

漯河市 舞阳县 章化乡

孙郭庄村、梅湾村、军李村、魏楼村、付庄村、魏庄村、店街村、刘庄村、河湾村、简城村、大路孙村、

绳刘村、任寨村、岭谢村、朱左村、湾李村、赵庄村、岭张村、老官李村、韩庄村、前古城村、后古城村

、李吉东村、智王村、李吉西村

4111210301 57



三门峡市 湖滨区 崖底街道办事处 崖底村、师家渠村、梁家渠村 4112020101 180

三门峡市 湖滨区 崖底街道办事处 家王庄村、三里桥村、岗上村、陈宋坡村、西贺家庄村、向阳村、后川村、韩庄村 4112020201 132

三门峡市 湖滨区 会兴街道办事处 上村、会兴村 4112020201 132

三门峡市 湖滨区 崖底街道办事处 斜桥村、东贺家庄村 4112020301 115.5

三门峡市 湖滨区 会兴街道办事处 建房村、槐树洼村、新兴村 4112020301 115.5

三门峡市 湖滨区 交口乡 野鹿村、候桥村 4112020301 115.5

三门峡市 湖滨区 会兴街道办事处 山前村、山后村、王官村、马坡村 4112020401 87

三门峡市 湖滨区 交口乡 交口村、卢家店村、马家店村、朱家沟村、富村、侯家沟村、杨家沟村、北梁村、南梁村、晁家庄村 4112020401 87

郑州市 航空港区 明港办事处
八千村、丁庄村、东王马村、坟后吕村、高夏村、河南王村、刘店村、吕槐村、苗庄村、坡刘村、双楼村

、陶庄村、湾左村、王庄村、枣陈村、钟观社区、大路韩村
4101840801 78

郑州市 航空港区 新港办事处
北街村、店张村、姜庄村、南街村、炮李村、坡地刘村、柿园吴村、寺王村、田王村、王庄村、油坊庄村

、枣岗村、翟庄村、柿吴村
4101840801 78

郑州市 航空港区 龙王办事处
杨家寨村、赵郭李村、二甲张村、龙王村、庙前刘村、霹雳店村、铁李村、小左村、安新庄村、陈楼村、

岗冯村、耿坡村、万家村、王道村
4101840801 78

郑州市 航空港区 三官庙办事处
白庙、坟西马、高庄陈、耿家、教场王、教场袁、皛店、坡刘、坡董、前段、秦家、三官庙村、岗李、王

庄、杨庄、三异张、湾王、魏家、吴村、祥符、野王、张马、双楼王村、小辛庄村
4101220601 78

郑州市 航空港区 清河办事处 八李、大路张、郝营、黑李、洪家、侯庄、石家、圈后、申家、水西、武张 4101220601 78

郑州市 航空港区 张庄办事处 大关庄村、小关庄村、吕坡、前霍、宋庄、小马、生金李、翟庄、张庄 4101220601 78

郑州市 航空港区 龙港办事处 八岗、白庄、常店、单家、丁刘、冯庄村、河头陈、树头村、祥符刘、伊家村 4101220601 78

郑州市 航空港区 郑港办事处 老张庄村、小李庄村、凌庄、湛庄 4101220601 78

郑州市 航空港区 冯堂办事处
大辛庄、丁庄、冯家、冯堂、高家、圪垱街、蒿家、候村寺、后李、姜家、楼王、楼赵、芦家、前李、清

明李、马家、水牛张、宋家、苏家、土墙、赵家、郑家
4101220601 78

郑州市 航空港区 滨河办事处 大河刘、大老营、大马、大寨、姬庄、马庄、小河刘、纸坊村 4101220601 78

郑州市 航空港区 八岗办事处 蔡庄坡、滹沱张、庙后、蒲北孙、前吕、前张、挖臼梁、张堂 4101220601 78

郑州市 上街区 新安路街道办事处 二十里铺社区 4101060101 150

郑州市 上街区 济源路街道办事处 夏侯社区 4101060101 150

郑州市 上街区 中心路街道办事处 聂寨社区 4101060101 150

郑州市 上街区 峡窝镇 左照村、郊段村、寨沟村 4101060201 120

郑州市 上街区 工业路街道办事处 东柏社村、肖洼村、朱寨村 4101060301 90

郑州市 上街区 中心路街道办事处 任庄村 4101060301 90

郑州市 上街区 峡窝镇
大坡顶、方顶、石咀、马固、沙固、西涧沟、观沟、北峡窝、武庄村、上街村、东街、西街、冯沟、魏岗

村、柏庙、新生居委会
4101060301 90

郑州市 上街区 峡窝镇 营坡顶、西林子、东林子、杨家沟、老寨河 4101060401 60

郑州市 中牟县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 明山庙、邢庄、小孙庄 4021220101 93

郑州市 中牟县 广惠街街道办事处 岗头桥、后潘庄、刘申庄、占李、二十里铺村、刘圪垱、占杨、桃村李、毕虎、徐庄 4021220101 93

郑州市 中牟县 东风路街道办事处 六里岗 4021220101 93

郑州市 中牟县 广惠街街道办事处 三王 4101220201 90



郑州市 中牟县 刘集镇 朱塘池、崔庄、冯庄、祥符营、大冉庄、鲁庙、徐庄、水牛段、贺兵马、冉老庄 4101220201 90

郑州市 中牟县 广惠街街道办事处 后路俭 4101220202 90

郑州市 中牟县 广惠街街道办事处 朱博士 4101220203 90

郑州市 中牟县 东风路街道办事处 五里岗、孟庄、郭庄、史庄 4101220204 90

郑州市 中牟县 万滩镇 杨岗、坡岗李、董岗 4101220301 87

郑州市 中牟县 大孟镇
湾张、崔庵、毛拐、彦岗、土寨、郑岗、信王、沙岗王、岳吴庄、朱大汉、大庙李、闫堂、李小安、大韩

庄、洪岗、大吕、大孟、草场、茶庵、王林庄、邱堂、大衡庄、李南溪、余庄、岩庄店
4101220301 87

郑州市 中牟县 郑庵镇 刘巧、前路俭、后李庄、贾庄、韩河、前李庄、小庄、郝庄、大庄、前杨 4101220301 87

郑州市 中牟县 姚家镇 七里岗、十里头 4101220301 87

郑州市 中牟县 万滩镇 安庄、关家、王庄、三刘寨、毛庄、耿石屯、油坊头、十里店、七里店、李显吾、沙坡池、杜湾村 4101220401 82.5

郑州市 中牟县 雁鸣湖镇
九堡、万庄、辛寨、张庄、太平庄、东漳西村、司口、小朱、岳庄、丁村、闫寨、穆山村、孙拔庄、穆山

村、杏街、东漳东村、朱固、韩寨、魏岗、小店、魏岗
4101220401 82.5

郑州市 中牟县 大孟镇 万胜、新郑岗、张湾王万岭、芦岗 4101220401 82.5

郑州市 中牟县 郑庵镇 大汾店、刘庄、东赵、黑牛张、彦张、郑油么、砚台寺、台前 4101220401 82.5

郑州市 中牟县 姚家镇
校庄、老八庄、姚家、春岗、时家、十八里卢、车棚张、杨庄、雍家、罗宋、念罗、绪张、刘张、雷家、

闫家、岗王、小胡、土山店、大胡、梁家
4101220401 82.5

郑州市 中牟县 韩寺镇
荣庄、五里岗、大洪、大李庄、西营、东营、郭辛庄、马家、陈桥、半截楼、东岗、刘庄、潘店湖、小韩

、南岗、寺后、姚家、古城、董店、瓦灰郭、你悟岗、胡辛庄
4101220401 82.5

郑州市 中牟县 官渡镇

官渡桥、西吴、中吴、下吴、后董村、党庄、后黑砦、仓寨、韩庄、前黑砦、水溃、金苑社区、前庄、许

村、小李庄、大马砦、原仓寨乡直、小马寨、下坂峪、李庄、二十里铺、板桥、大段庄、邱庄、北宋庄、

邵岗、赵寨、冉庄、十里铺、马庄桥、魏寨、前于、店李口、吴庄、孙庄、田庄、郑庄、付庄、周庄、段

庄、小王庄、董庄、惠庄、北沟村、石井村

4101220401 82.5

郑州市 中牟县 狼城岗镇
南仁、辛庄、北韦滩、南韦滩、西狼城岗、东狼城岗、太平堤、南北街、青谷堆、后史庄、曹寨、姚寨、

瓦坡、全店村、北堤
4101220501 75

郑州市 中牟县 黄店镇
武家村、李村、西谢、前杜、王俭、前马庄、冯家、岗陈、黄店、段村、罗家、庵陈、杓王、油坊王、打

车李、业王、八府赵、袁家、绰王、祥符营、冉家
4101220502 75

郑州市 中牟县 刁家乡

牛家、水沱寨、宋家、庙张、白家、汴家、西陶、葛家、东陶、赵集、小王庄、城前张、蒋家、马家、石

家村、河田、孙家、龙王庙、莲花池、坡东李、韩家、沟张、刁家、石灰窑、藕池任、沃孙、付李庄、豆

腐刘

4101220502 75

郑州市 荥阳市 索河街道办事处 城关村、惠场村、杨五楼村、楚楼村 4101820101 115.5

郑州市 荥阳市 京城街道办事处 吉家寨村、曹李村、冯寨村、堡王村、平庄村、狼窝刘村、石寨村、康砦村 4101820101 115.5

郑州市 荥阳市 乔楼镇 七里村 4101820101 115.5

郑州市 荥阳市 豫龙镇
焦寨村、茹寨村、罗垌村、二十里铺村、西张砦村、翟寨村、黑张村、刘村、石柱岗村、碾徐村、槐西村

、瓦屋孙村
4101820101 115.5

郑州市 荥阳市 索河街道办事处 槐树洼村 4101820201 109.5

郑州市 荥阳市 乔楼镇
任庄村、蔡砦村、沈洼村、孙砦村、陈砦村、东郭村、陈沟村、韩村、狮村、张王庄村、辛岗村、聂楼村

、李沟村、张村庙村、冢子岗村、付河村
4101820201 109.5

郑州市 荥阳市 豫龙镇
毛砦村、寨杨村、晏曲村、关帝庙村、赵家庄村、陈庄村、蒋砦村、樊砦村、柿园村、楚寨村、兴国寺村

、赵家垌村、王寨村、京襄城村、南张砦村
4101820201 109.5



郑州市 荥阳市 崔庙镇 项沟村、丁沟村、盆窑村、马寨村 4101820201 109.5

郑州市 荥阳市 贾峪镇 李家台村、石硼村 4101820201 109.5

郑州市 荥阳市 城关乡
上集社区、三十里铺村、李克寨村、西史村、汪沟村、龙泉寺村、高袁寨村、东史村、北付河村、柿园村

、王庄村、张楼村、杨垌村、小王村、五龙寨村、大王村、洪界村、皋寨村、阴赵寨村
4101820201 109.5

郑州市 荥阳市 金寨回族乡 金寨村、北楚楼村 4101820201 109.5

郑州市 荥阳市 广武镇

桃花峪村、霸王城村、王顶村、陈垌村、张垌村、樊河村、张河村、胡村、车庄村、东苏楼村、黑李村、

董庄村、广武村、冯庄村、倪店村、三官庙村、西苏楼村、丁洼村、军张村、插闫村、大师姑村、白寨村

、南董村、苏寨村、后王村、丁楼村、东魏营村、西魏营村、丹阳村、孙砦村

4101820301 102

郑州市 荥阳市 王村镇
柏朵村、段坊村、仁里村、韩村、后新庄村、留村、前新庄村、西大村、许庄村、蒋头村、前白杨村、新

店村、小村
4101820301 102

郑州市 荥阳市 汜水镇 滹沱村 4101820301 102

郑州市 荥阳市 城关乡 宫寨村、安庄村 4101820301 102

郑州市 荥阳市 高村乡 司马村、张村、后圈子村、穆寨村、前圈子村、真村、官庄村、吴村 4101820301 102

郑州市 荥阳市 乔楼镇 楚堂村 4101820302 102

郑州市 荥阳市 豫龙镇 郝砦村 4101820302 102

郑州市 荥阳市 贾峪镇
洞林寺村、鹿村、南王村、贾峪村、马沟村、双楼郭村、槐林村、祖始村、楼李村、邢村、周垌村、岵山

村、楚村、郭岗村、高河村、北沟村
4101820302 102

郑州市 荥阳市 王村镇 后白杨村、房罗村、王村、后殿村、司村、薛村、竹园村 4101820401 82.5

郑州市 荥阳市 汜水镇 汜水村、清静沟村、赵村、东河南村、西邢村 4101820401 82.5

平顶山市 市区 新新街街道办事处 谢庄村、校尉营村 4104810301 153

平顶山市 卫东区 北环路街道办事处 竹园村 4104030401 120.9

平顶山市 卫东区 东高皇街道办事处 观上村、土寨沟村、小店村、岳家村 4104030401 120.9

平顶山市 湛河区 白龟山水库管理局 白龟山水库管理区 4104110401 120.9

平顶山市 湛河区 曹镇乡
曹坑村、关庄村、河岸李村、吉村、李三庄村、泥河村、彭庄村、齐务村、宋寨村、苏庄村、五虎刘村、

张庄村、赵庄村
4104110401 120.9

平顶山市 湛河区 曹镇乡 朱堂村、李庄村、焦庄村 4104110402 120.9

平顶山市 市区 焦店镇 龙门口村、场房村、郏山阳村 4104810401 120.9

平顶山市 市区 青石山街道办事处 胡庄村 4104810401 120.9

平顶山市 市区
香山街道办事处筹备

组
杨官营村（铁路北）、岳庄村、石桥营村（铁路北）、连庄村、边庄村、曹庄村、徐洼村（铁路北） 4104810401 120.9

平顶山市 市区
香山街道办事处筹备

组
杨官营村（铁路以南）、石桥营村（铁路以南）、徐洼村（铁路以南） 4104810501 95.4

平顶山市 市区 滨湖街道办事处 东留村、中留村、西留村、东洼村、闫柴村（闫庄村） 4104810501 95.4

平顶山市 市区 湖滨街道办事处 朱砂洞村（硃砂洞村）、东天平村、西天平村、李奄村（李庵村）、东王营村、郑营村、井营村 4104810501 95.4

平顶山市 市区 应滨街道办事处 薛东村、薛西村、南宋村、东滍村、北滍村、肖营村、花山村 4104810501 95.4

平顶山市 市区 滍阳镇
东羊石村、韩寨村、贺营村、梁庄村、毛营村、闫口村、姬庄村、焦庄村、夏店村、马跑泉村、周庄村、

幸福村、何庄村、西滍村、惠洼村、库庄村、叶营村、西王营村
4104810501 95.4

平顶山市 石龙区 龙河街道办事处 捞饭店社区 4104040101 69



平顶山市 石龙区 人民路街道办事处 南顾庄社区、夏庄社区、关庄社区 4104040101 69

平顶山市 石龙区 高庄街道办事处 高庄社区 4104040201 64.5

平顶山市 石龙区 龙兴街道办事处 赵岭社区、军营社区 4104040201 64.5

平顶山市 石龙区 龙河街道办事处 大庄社区、刘庄社区 4104040201 64.5

平顶山市 石龙区 高庄街道办事处 山高社区、张庄社区 4104040301 63

平顶山市 宝丰县 城关镇
东街社区、西街社区、仓巷社区、东关社区、友好社区、大寺社区、南关社区、东中社区、北街社区、群

英社区
4104210101 10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杨庄镇 王铁庄社区、姜湾社区、姬袁庄社区、范庄社区 4104210101 10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周庄镇 辛庄、皮庄、丁楼、陈营社区、何庄、王子孟、周庄村 4104210101 10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前营乡 前营村 4104210201 88.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赵庄乡 赵庄、岔河寺、大黄村 4104210202 88.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商酒务镇 商酒务村 4104210203 88.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大营镇 大营一、大营二、大营三、大营四、大营五、南街、小营村、大营六 4104210204 88.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石桥镇 石桥村 4104210205 88.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张八桥镇 张八桥村 4104210206 88.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闹店镇 闹店村 4104210207 88.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李庄乡 李庄、翟西、翟东、闪庄、禄庄、杨庄、翟庄村 4104210208 88.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肖旗乡 七里营、三里营、朱洼、史营、五里头、方旗营村、郭庄 4104210209 88.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杨庄镇 石灰窑、崔庄、大温庄、杨庄社区、石洼、东彭庄、柳沟营、同岭、白水营、小店 4104210209 88.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周庄镇 西黄庄、马川新村、刘湾、马旗营、余东、上河、南王庄、牛庄、余西、杨岗、林营村 4104210209 88.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观音堂乡 观音堂村 4104210301 7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前营乡
小店头、槐树岭、岳坟沟、店西、店东、店南、翟庄、马庄、张洪庄、杨庄、何寨、袁庄、张旗营、郭庄

、大吴庄、关帝庙、大连庄、韩王庄、小连庄、五龙庙、郜湾、张吴庄、郭湾、曹庄村
4104210302 7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大营镇

李坪、赵庄、上高庄、边庄、郝沟、上李庄、宋坪、韩庄、清凉寺、白石坡、斋公庄、柳沟、古垛、何庄

、沈河、康洼、李文驿、胡茄庄、段寨、赵楼、小岭王、大岭王、小李庄、牛庄、西古庄、西张庄、小沈

河、蛮子营、相厂、苏家洼

4104210302 7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商酒务镇

郜辛庄、梁庄、张洛庄、户庄、黄洼、梨湾沟、大王庄、石岗营、房庄、白庄、焦楼、龙泉寺、杨沟、泥

河樊、孙官营、韩庄、柳林、张家庄（张庄）、皂角树、水牛里、何庄、古城、武岗、赵官营一、赵官营

二、赵官营三村

4104210302 7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张八桥镇
下河、闫洼、苗李、河湾、大刘、外良、姚洼、草场、咀陈、西火山、姚店铺、孔庄、没梁庙、山张、东

火山、赵圪垱、袁店、草庙陈、白塔营、王堂、马厂、大栗庄、贾岭、李庄、祁庄、斋公庄、马庄村
4104210302 7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赵庄乡
晁庄、张庄、官衙、泥河、木中营、吴庄、刘庄、军营、范庄、闵庄、娄庄、岳寨、周营、白店、小黄、

任寨、大韩、袁庄、马辛庄村
4104210302 7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肖旗乡
枣庄、范寨、丁岭、岭湾、乔庄、鲁庄、柴庄、赵岭村

4104210302 7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杨庄镇 朱庄、西彭庄、堂洼、小李庄、马山根村、宋湾村 4104210302 7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石桥镇

东大庄、寺门、邱楼、吕寨、谷官营、塚坡、师庄、高铁炉、何寨、李丰山、大牛、大边庄、肖楼、肖坟

、水泉、兴隆、田庄、小颜湾、交马岭、邢庄、竹园、王庄、高皇庙、赵庄、阎庄（闫庄）、大胡庄、西

大庄村

4104210302 7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周庄镇 孙庄、中和寨、耿庄、东王庄、东黄庄、崔庄、陆庄村 4104210302 7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闹店镇
李官营、范营、西牛、洼李、周营、肖营、洪寺营、火神庙、五龙庙、户口、马沟、西杨庄、大张庄、贾

寨、小张庄、连庄（连店）、张沟、靳李、刘集、寺坡、军营、双口、司庄村
4104210302 7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李庄乡
徐庄、马圪垱、马楼、南牛、幸福村、下丁、新寨、祁家、杨树沟、尚王、贺窑、程庄、姬家、龙池、程

寨沟居委会、外口、马庄、纸坊、龙山居委会村
4104210302 7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杨庄镇 马南、马北、薛潭、胡庄村 4104210303 75

平顶山市 宝丰县 观音堂乡
滴水崖、北水峪、罗顶、三间房、金庄、闫三湾、余家、回龙庙、小南庄、庄科、垛上、大石扒、宋沟、

马堂、石板河、赵沟、崔家村
4104210401 60

平顶山市 叶县 遵化店镇

溪庄村、张寨村、韩庄村、祁营村、蒲楼村、石灰厂村、戴庄村、遵化店村、北大王庄村、汝坟桥村、北

屈庄村、西赵村、张楼村、张村、霍张村、北陈庄村、桑庄村、温庄村、裴庄村、节张村、孙庄村、周湾

村、严村、张庄村

4104220101 135

平顶山市 叶县 昆阳街道办事处 南大街、南关 4104220102 135

平顶山市 叶县 九龙街道办事处 北大街、北关、东菜园 4104220102 135

平顶山市 叶县 昆阳街道办事处 三里湾村、大王庄村、程庄村、潘寨村、南大桥村、新李寨村、新湾李村、堰口村、圪垱店村、聂楼村 4104220201 90

平顶山市 叶县 九龙街道办事处
西李庄、西菜园、韩奉村、典庄村、张圪垱村、堤郑村、孟奉店北村、邱寨村、大林头北村、大林头南村

、孟奉店南村、西北杨庄村、秦赵村
4104220201 90

平顶山市 叶县 盐都街道办事处
孙湾村、问村、程寨村、东卫庄村、刘庄村、焦庄村、草厂庚村、李村、郑庄村、曹庄村、沟李村、徐庄

村、胡村、余庄村
4104220201 90

平顶山市 叶县 任店镇 犨河村、寺庄东村、寺庄西村、双河营村、后营村、前营村、任店二村、任店一村、任店三村、任店四村 4104220201 90

平顶山市 叶县 马庄回族乡 小河赵村、李庄村、张庄村、马庄村、习楼村、水郭村、雷庄村、大陈庄村 4104220201 90

平顶山市 叶县 田庄乡 张申庄村、道庄村、邵丰店村、宋庄村、东李村、邵丰街村、岗马村、康台村、田庄村、孙娄庄村 4104220201 90

平顶山市 叶县 廉村镇
路庄村、刘店村、葛刘村、后王村、坟台徐村、姚王村、瓦赵村、黄谷李村、湾张村、廉村村、王三寨村

、刘宋庄村、东马庄村、纸陈村、汪庄村、甘刘村
4104220201 90

平顶山市 叶县 邓李乡 后炉村、庙李村、张高村 4104220201 90

平顶山市 叶县 龚店乡

金庄村、楼马村、余王村、贺渡口村、后棠村、前棠村、汝坟店村、节庄村、坡宋村、余营村、王营村、

常李村、耿湾村、叶寨村、泥河张村、龚西村、小辛庄村、龚东一村、十里铺村、史堂村、水牛杜村、苏

科村、蒋庄村、龚东二村、司赵村、边庄村、支刘村、姜庄村

4104220201 90

平顶山市 叶县 洪庄杨乡 曹李村、石王村、焦李庄村、贾庄村、河北高村、白庄村、张集村 4104220201 90

平顶山市 叶县 仙台镇 东北拐村、西北拐村、东南拐村、西南拐村 4104220202 90

焦作市 市区
中站区府城街道办事

处
大家作村、六家作村、老君庙村、小尚村 4108010501 69

焦作市 市区
中站区许衡街道办事

处
王庄村、新庄村、东王封村、西王封村、东冯封村、西冯封村 4108010501 69

焦作市 市区 示范区阳庙镇 杨庄村、南西尚村、马庄村、和庄村、贺村、小梁庄村、李鹿宿村、沈鹿宿村、梁陈村、前四村、阳邑村 4108010501 69



焦作市 市区 示范区苏家作乡
司家寨村、寨卜昌村、刘路村、侯卜昌村、车家作村、怀村、西官庄村、东官庄村、吉庄村、封庄村、南

石涧村、北石涧村、东齐村、苏家作村
4108010501 69

焦作市 市区 示范区宁郭镇 宁郭村、邱庄村、东尚村、大驾村、黄庄村、石庄村、北田塘村、大麻村、张庄村 4108010501 69

焦作市 市区
山阳区中星街道办事

处
寺河村、高岭村、巡返村、上马村 4108010502 69

焦作市 市区
马村区待王街道办事

处
东孔庄村、北孔庄村、张弓村、郭张弓村、范张弓村、邓庄村、王母泉村、秦庄村、西孔庄村 4108010503 69

焦作市 市区 示范区宁郭镇 北官庄村、大李村、杨梧槚村、岳梧槚村、姜毛庄村、小李村、南睢村 4108010504 69

焦作市 市区
示范区文昌街道办事

处
南霍村、北睢村、刘范村、张延陵村、薛延陵村 4108010504 69

焦作市 市区
解放区上白作街道办

事处
洪河村 4108010601 57

焦作市 市区
中站区龙翔街道办事

处

桑园村、北业村、赵庄村、十二会村、栗井村、周窑村、东张庄村、许河村、大洼村、龙洞村、西张庄村

、刘庄村、寺后村、河口村
4108010601 57

焦作市 市区
马村区安阳城街道办

事处

西韩王村、东韩王村、罗庄村、义庄村、东马村、毛寨村、张田河村、李庄村、田门村、马界村、前岳村

、南岗村、安阳城村、山底村、庙前村、谷堆后村、小李庄村、上刘庄村、后岳村、土门掌村、姜冯营村

、魏冯营村、庞冯营村、马冯营村

4108010602 57

焦作市 市区
马村区演马街道办事

处

演马村、西演马村、前夏庄村、后夏庄村、王张村、小卢庄村、仓上村、亮马村、陆村、赵屯村、高寨村

、山后村、北庄村、寺庄村、耿村、聩城寨村、前蒋村、油坊蒋村、韩蒋村、赵蒋村、魏村、官庄村
4108010602 57

焦作市 修武县 城关镇
西门村、河北新庄村、西关村、王官庄村、江旁庄村、小梁庄村、小韩村、闫庄村、南台村、郭屯村、东

关村、南门村、秦厂村、刘庄村、刘桥村（位于城关镇建成区内）、城关镇林场
4108210101 90

焦作市 修武县 郇封镇 田庄村、陈村（长济高速以北）、大纸坊村 4108210101 90

焦作市 修武县 周庄镇 五里堡村、刘庄村、周庄村、张弓铺村、郜屯村、李村、曹村、洼村、孔村、东长位村、孟村 4108210201 72

焦作市 修武县 城关镇 大梁庄村、尚楼村、杨厂村、关爷庙村、三里屯村、大韩村 4108210201 72

焦作市 修武县 五里源乡 卧龙岗村、张庄村、河湾村、磨台营村、小泊村、军分区农场 4108210201 72

焦作市 修武县 王屯乡 前董村、后董村、东延陵村、郜延陵村、王村、习村（长济高速以北） 4108210201 72

焦作市 修武县 五里源乡 马道河村 4108210202 72

焦作市 修武县 城关镇 王庄村、赵厂村、新街村、侯庄村、东门村、北门村、顺城关村、北关村 4108210202 72

焦作市 修武县 西村乡 当阳峪村、东交口村、圪料返村、洼村 4108210301 61.5

焦作市 修武县 五里源乡
李固村、北焦庄村、五里源村、马坊村、南庄村、北辛庄村、烈杠营村、钓台营村、西板桥村、东板桥村

、西水寨村、东水寨村、碑桥村、葛寺村、朱营村、大堤屯村、新河农场
4108210302 61.5

焦作市 修武县 小营工贸区 小营村 4108210302 61.5

焦作市 修武县 郇封镇

常桥村、官司桥村、官司村、常庄村、李庄村、东新庄村、庞屯村、葛庄村、东王庄村、王里长屯村、万

箱铺村、二十里铺村、十里铺村、裕国庄村、小文案村、大位村、小位村、军庄村、后雁门村、前雁门村

、郇封村、焦庄村、东常村、中常村、西常村、雪庄村、南柳村、古庄村、兰封村、陈村（长济高速以

南）、小纸坊村、大文案村、千仓村、京里村、经济干校、县良种场、乡良种场

4108210302 61.5

焦作市 修武县 王屯乡
周流村、段屯村、王屯村、付屯村、东黄村、西黄村、新庄村、前南孟村、范庄村、后南孟村、习村（长

济高速以南）
4108210302 61.5

焦作市 修武县 云台山镇 岸上村、古洞窑村 4108210302 61.5



焦作市 修武县 七贤镇
韩庄村、铁匠庄村、赤庄村、沙墙村、宰湾村、坡前村、方庄村、沿山村、古汉村、小官庄村、申国村、

丁村、王庄村、蔡坡村、西下庄村、东下庄村、孟村、白庄村、西涧村、中州铝厂、部队靶场
4108210302 61.5

焦作市 修武县 云台山镇 西沟村、兵盘村、龙门村、东岭后村、纸坊沟村、横河村、片马村、一斗水村、锯齿山林场、金岭坡林场 4108210401 56.25

焦作市 修武县 七贤镇 里窑村、外窑村、佐眼村、崔庄村、王窑村、赵窑村、平窑村、孙窑村 4108210401 56.25

焦作市 修武县 西村乡

小南坡村、磨石坡村、西村、虎路峪村、洞湾村、小东村、黑岩村、孟泉村、宋营村、东大掌村、大南坡

村、大东村、六股涧村、平顶爻村、双庙村、后河村、影寺村、桃园村、裴庄村、长岭村、孤山村、甲板

创村、田坪村、葡萄峪村、柿元村、艾曲村、小东沟村、金陵坡村、西交口村、西岭后村、西大掌村、马

头山林场

4108210401 56.25

焦作市 博爱县 清化镇街道办事处 建成区(文化路以南、团结路以东、玉祥路以北、滨河路以西) 4108220101 105

焦作市 博爱县 鸿昌街道办事处 建成区(文化路以南、团结路以东、玉祥路以北、滨河路以西) 4108220101 105

焦作市 博爱县 清化镇街道办事处 建成区(文化路以北、团结路以西、玉祥路以南、滨河路以东)、西关村、五街村、葛庄村、后莎庄村 4108220201 81

焦作市 博爱县 鸿昌街道办事处
建成区(文化路以北、团结路以西、玉祥路以南、滨河路以东)、原马营村、马营观村、芦桥村、麻庄村、

西庄村（发展大道以南）、七方村、马营村、下庄村
4108220201 81

焦作市 博爱县 柏山镇 酒奉村 4108220201 81

焦作市 博爱县 清化镇街道办事处
小中里村、太子庄村、北朱营村、砖井村、罗庄村、高庙村、王庄村、官庄村、牛王庙村、南关村、十街

村、前莎庄村、南朱营村、国营博爱县原种场
4108220301 62.25

焦作市 博爱县 鸿昌街道办事处 下期城村（焦柳铁路以南）、前乔村、西庄村（发展大道以北、焦柳铁路以南） 4108220301 62.25

焦作市 博爱县 月山镇

前庄西村（焦柳铁路以南）、后庄西村、皂角树村、图王村、西杨庄村、乔村（焦柳铁路以南）、司中道

村、杨中道村、侯山村、苏寨村、牛磨村、石桥村、上庄村（焦柳铁路以南）、小辛庄村、九府庄村（焦

柳铁路以南）、后乔村（焦柳铁路以南）、花园村（焦柳铁路以南）

4108220301 62.25

焦作市 博爱县 磨头镇

北十字村、牛庄村、柳庄村、胭粉庄村、东张赶村、西张赶村、后十里村、东南村、西南村、李洼村、南

十字村、前李村、小庄村、尚后村、二仙庙村、崔庄村、大礼元村、关王庙村、狮口村、玉皇庙村、瞿庄

村、闪拐村、西庄村、磨头村、小屯村、前十里村、蔡庄村、原庄村、陈庄村、际东村、际西村、东马村

、王堡村、大屯村、国营博爱农场

4108220301 62.25

焦作市 博爱县 柏山镇
上期城村（焦柳铁路南）、柏山村（焦柳铁路以南）、水运村、上屯村、贵屯村、李洼村、义沟村、大中

里村、倒槐树村、杨洞村
4108220301 62.25

焦作市 博爱县 许良镇
大新庄村、许良村、泗沟村、下水磨村、南道村、西中道村、冯竹园村、连张村、狄林村、江陵堡村、吕

店村、唐庄村、赵后村、陈范村、机房村、范庄村、三栗庄村
4108220301 62.25

焦作市 博爱县 孝敬镇

徐庄村、木千庄村、吴庄村、西界沟村、唐村、齐村、双庙村、坞庄村、东界沟村、蒋村、留村、南水屯

村、北水屯村、赵郭村、东原庄村、张村、任村、程村、小王庄村、西王贺村、东内都村、中内都村、西

内都村、东王贺村、小岩村、孝敬村、扒庄村、大岩村

4108220301 62.25

焦作市 博爱县 金城乡

西马营村、西金城村、薛村、白马沟村、张茹集村、刘村、东良仕村、张武村、秦庄村、西良仕村、武阁

寨村、南里村、南张茹村、西张茹村、韩庄村、南庄村、王保村、西碑村、东邱村、西邱村、东马营村、

钟庄村、禹庄村、东碑村、史庄村、北里村、南邱村、东金城村

4108220301 62.25

焦作市 博爱县 鸿昌街道办事处 下期城村（焦柳铁路以北）、西庄村（焦柳铁路以北） 4108220401 55.5

焦作市 博爱县 柏山镇 柏山村（焦柳铁路以北）、闫庄村、上期城村（焦柳铁路以北） 4108220401 55.5

焦作市 博爱县 许良镇 于庄村、许湾村、小东庄村、下伏头村、吴窑村、郭顶村 4108220401 55.5

三门峡市 湖滨区 磁钟乡 磁钟村、贾庄村 4112020401 87



三门峡市 湖滨区 高庙乡 大安村、小安村、位家沟村、羊虎山村、黄底村、王家岭村、候村、李家坡村、穴子仓村 4112020501 82.5

三门峡市 湖滨区 会兴街道办事处 东坡村 4112020501 82.5

三门峡市 湖滨区 磁钟乡 南鹿坡村、杨洼村、寺庄村、杨家窑村、泉脑村、赵家后村 4112020501 82.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城关镇
孟岭村、西关村（河流以北）、塔泥村（陇海铁路以北）、北街村（陇海铁路以北）、一里河村（陇海铁

路以北）
4112210101 96

三门峡市 渑池县 仰韶镇 乔岭村、马岭村、高村、崇村 4112210101 96

三门峡市 渑池县 陈村乡 黄花村（河流以北）、一心村（飞地） 4112210101 96

三门峡市 渑池县 城关镇 西关村 4112210201 7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仰韶镇
崔门村、东阳村、贺滹沱村、乐村、刘郭村、韶阳村、苏门村、天桥村、天坛村、西天坛村、西阳村、张

沟村、中涧村、庄子村
4112210201 7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陈村乡 池底村、上南庄村、韶兴村、下马头村（河流以北）、鱼池村、黄花村（河流以南） 4112210201 7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城关镇
塔泥村（陇海铁路以南）、北街村（陇海铁路以南）、西关村（河流以南）、南街村、一里河村（陇海铁

路以南）、东关村、苏湾村、峪沟村、孟岭村（飞地）
4112210202 7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城关镇 班村、李家洼村、十里铺村、西河南村 4112210301 61.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英豪镇
东马村、谷水村、后营村、槐树洼村、姜王庄村、苇园洼村、西曲村、新岭村、英东村、英豪村、英西村

、英新村
4112210301 61.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张村镇
庵北村、曹窑村、杜家村、河南庄村、荆村、利津村、漏泉村、秦村、三化沟村、桑树坪村、杨家新村、

张村
4112210301 61.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洪阳镇
堡后村、北沟村、德厚村、东洪阳村、胡坑村、雷沟村、刘村、柳庄村、上洪阳村、上庄村、石盆村、吴

庄村、崤店村、义昌村、赵窑村
4112210301 61.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天池镇

堡南村、朝阳村、陈沟村、东坡头村、东天池村、笃忠村、杜村沟村、贾沟村、龙潭沟村、鹿寺村、马沟

村、南昌村、南涧村、山韭沟村、石泉村、水泉洼村、宋沟村、陶村、西天池村、西园村、杨大池村、张

大池村、张吕村、竹峪村

4112210301 61.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仰韶镇 甘涧村、后涧村、礼庄寨村、裴窑村、韶华村、阳光村、仰韶村、林场村 4112210301 61.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仁村乡 北坻坞村、大水沟村、东段村、东张村、高堂村、林场村、南坻坞村、蟠桃村、仁村、上西村 4112210301 61.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果园乡
八里寨村、北平泉村、东安头村、东村、耿村、果园村、涧北村、涧新村、康洼村、孟村、南段村、南平

泉村、南庄村、牛峪沟村、苏庄村、杨村、峪峒村、赵庄村
4112210301 61.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陈村乡
陈村村、范洼村、贯沟村、后河村、滹沱村、柳雍村、苜蓿村、石板沟村、万寿村、西段村、雍家院村、

朱城村、下马头村（河流以南）
4112210301 61.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坡头乡 不召寨村、城头村、观吊村、韩家坑村、岭南村、茹窑村、韶峰村、太山村、林场村 4112210301 61.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张村镇 高桥村 4112210401 56.2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仁村乡 红花窝村、台口村、雪白村、杨河村 4112210401 56.2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陈村乡 白浪村、槐扒村、五爱村、小口里村、一心村 4112210401 56.2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坡头乡 白羊山村、浪地村、坡头村、土岭村、汪坟村、西川村、杨树洼村、窑地村 4112210401 56.2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段村乡 柏隆村、东庄沟村、段村、林场村、南岭村、上涧村、四龙庙村、宋村、赵沟村、中朝村、中关村 4112210401 56.2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南村乡 柏树圪塔村、北仁村、关底村、后川村、金灯河村、林场村、南村、南洼村、青山村、西山底村 4112210401 56.2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英豪镇

东城南村、东七里村、富村、槐英村、孟窑头村、南马村、牛王岭村、仁灵村、上渠村、水源村、寺庄村

、寺庄坪村、王都村、王沟村、王家坪村、吴窑头村、西庵头村、西城南村、西英豪村、翟延村、周家山

村

4112210402 56.2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天池镇 藕池村 4112210402 56.2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果园乡
东岭村、杜家门村、杜寺村、李家村、刘头村、刘窑村、路村、毛沟村、孟家沟村、石堆村、石沟村、太

平庄村、西村、西坡村、下庄沟村、窑屋村、展庄村?
4112210402 56.25

三门峡市 渑池县 天池镇 东杨村、芮沟村、桐树沟村、下马筵村 4112210403 56.25

三门峡市 陕州区 大营镇 城村、大营村、官庄村、黄村、吕家崖村、南曲沃村、温塘村、五原村、辛店村 4112220101 94.5

三门峡市 陕州区 原店镇 郭家村、原店村 4112220101 94.5

三门峡市 陕州区 张湾乡
蔡白村、关沟村、雷家湾村、南关村、七里堡村、桥头村、上陈东村、土桥村、下陈东村、新桥村、尤家

湾村、张赵村
4112220101 94.5

三门峡市 陕州区 大营镇 寺古洼村、兀家洼村、峪里村 4112220201 78

三门峡市 陕州区 原店镇 岔里村、新建村、寨根村 4112220201 78

三门峡市 陕州区 张汴乡 北营村、卢庄村、庙后村、曲村、寺院村（飞地）、西王村、窑底村、张汴村 4112220201 78

三门峡市 陕州区 张湾乡 大坪村、红旗村、芦村、三元村、西罐村、新庄村 4112220201 78

三门峡市 陕州区 观音堂镇 段岩村、观音堂村、韩岩村、南寨村、石壕村、 4112220202 78

三门峡市 陕州区 店子乡 义煤集团 4112220202 78

三门峡市 陕州区 西张村镇

庙上村、张一村、张二村、张三村、张四村、白草湾村（白草村）、陈村、大安头村、丁管营村、东沟村

、东阳村、东窑院村(窑院村)、凡村、反上村、丰阳村、沟东村、后关村、南沟村、南原村、坡头村、前

关村、人马村、人马寨村、石原村、水淆村、太阳村、王村、五花岭村、西沟村、西阳村、小安头村、辛

庄村、窑头村、宜村、营前村、赵村、中岭林场

4112220301 63

三门峡市 陕州区 张汴乡 刘寺村、寺院村、西过村 4112220301 63

三门峡市 陕州区 张湾乡 柳林村、指望村 4112220301 63

三门峡市 陕州区 菜园乡

坳渠村、北湾村、北阳村、菜元村、菜园乡林场、崔家村、刁家村、东凡村、东梁村、东寨村、杜村、芬

沟村、杠庙村、沟南村、官村、过村、后架河村、交林村、南湾村、南县村、南阳村、桥洼村、上窑村、

石门村、双庙河村、桃王村、田家庄村、卫家庄村、西凡村、下庄村、赵原村、中庄村

4112220301 63

三门峡市 陕州区 张茅乡
白土坡村、草地村、丁家庄村、东村、贯耳沟村、韩家沟村、后崖村、麻塘湾村、南头村、清泉沟村、山

口村、上坡村、宋王庄村、苏村、位村、西坡脑村、西崖村、杨村、张茅村、张茅乡林场
4112220301 63

三门峡市 陕州区 观音堂镇 段家门村、葛条沟村、七里村、阮坪村、张村 4112220302 63

三门峡市 陕州区 观音堂镇
陈营村、大延洼村、观音堂镇林场、韩洼村、韩庄村、铧尖嘴村、界岩村、君王村、刘庄洼村、芦草村、

糯米沟村、石堆村、下潮村、阳洼村、窑院村
4112220303 63

三门峡市 陕州区 硖石乡
车壕村、东岭村、高崖村、黄坡村、荆山村、庙沟村、南坡村、三教地村、石门沟村、王家寨村、王庄村

、卫家沟村、硖石村、硖石乡寨山林场
4112220401 56.25

三门峡市 陕州区 王家后乡
柏树山村、柴洼村、朝阳村、东庄村、坟上村、贺村、葫果村、老泉村、刘家山村、龙潭村、鹿马村、庙

前村、上庄村、王家后村、崖底村、燕山村、赵里河村、赵庄村、支社村
4112220401 56.25

三门峡市 陕州区 西张村镇
陈村(飞地)、凡村（飞地）、涧里村、涧西村、庙上村（飞地）、庙洼村、人马村（飞地）、水淆村（飞

地）、寺下村、辛庄村（飞地）、窑店村、窑店林场、义马矿务局林场、张一村（飞地）
4112220401 56.25

三门峡市 陕州区 张汴乡 草庙村、五七村 4112220401 56.25

三门峡市 陕州区 菜园乡 草店村、连家洼村、雁翎关村 4112220401 56.25

三门峡市 陕州区 张茅乡 刘家河村、庙坡村、瓦山沟村、张茅乡林场、五四林场 4112220401 56.25



三门峡市 陕州区 西李村乡

白埠村、陈家庄村、陡沟村、访礼村、高沟村、古店村、河洼村、李村、柳沟村、龙脖村、南岩村、泉沟

村、上断村、塔罗村、唐家沟村、王彦村、王营村、魏家窑村、吴家坑村、五七林场、下张村、岩里村、

杨岭村、元上村、原村、岳庄村、寨上村、张沟村

4112220401 56.25

三门峡市 陕州区 宫前乡

蔡家湾村、铁炉沟村、池芦村、池头村、宫前村、韩川村、黑山沟村、金凤村、刘家庄村、马圪塔村、明

山村、农场村、青涧村、三道院村、太子沟村、头峪村、瓦窑沟村、苇元沟村、五峪村、西坡村、卸花池

村、杏花村、杨河村、岳家沟村、竹园村

4112220401 56.25

三门峡市 陕州区 店子乡 白石崖村、陈家源村、大石涧村、店子村、黄塘村、宽坪村、栗子坪村、湾子村、杨家河村 4112220401 56.25

郑州市 荥阳市 高山镇 苌岗村、高山村、冯沟村、竹川村、冢岗村 4101820401 82.5

郑州市 荥阳市 广武镇 桃园村、闫村 4101820402 82.5

郑州市 荥阳市 高村乡 高村寺村、高村、李山村 4101820402 82.5

郑州市 荥阳市 刘河镇
陈家岗村、分水岭村、架子沟村、窝张村、石庄村、花河村、庵上村、刘河村、王河村、徐沟村、小寨村

、申庄村、任洼村
4101820403 82.5

郑州市 荥阳市 崔庙镇 邵寨村、老庄村、石坡村、栗树沟村、竹园村、索坡村、崔庙村、翟沟村 4101820403 82.5

郑州市 荥阳市 城关乡 雷垌村、北周村、桃李村、竹叶河村、大庙村、瓦窑坡村、南周村、石板沟村 4101820403 82.5

郑州市 荥阳市 广武镇 北陈沟村、寨峪村、王沟村、北任村、张庄村、中任村、唐垌村、车大沟村、水泉村、汉王城村、任河村 4101820501 67.5

郑州市 荥阳市 王村镇 丁村、木楼村、梁庄村、洼子村 4101820501 67.5

郑州市 荥阳市 高村乡
油坊村、史坊村、荆砦村、马砦村、刘沟村、官峪村、枣树沟村、陈铺头村、刘铺头村、牛口峪村、邙山

村、安仁寨村、周砦村、秦铺头村、宋村、马沟村、杜常村、韩常村、张常村
4101820501 67.5

郑州市 荥阳市 汜水镇 虎牢关村、南屯村、周沟村、口子村、老君堂村、十里堡村、寥峪村、新沟村 4101820502 67.5

郑州市 荥阳市 高山镇
纸坊村、潘窑村、许村、穆沟村、竹园村、苗顶村、妥要村、乔沟村、杨桥村、余顶村、吴沟村、庙沟村

、石洞沟村、白水峪村
4101820502 67.5

郑州市 荥阳市 刘河镇 反坡村、官顶村、司庄村、杏花村、环翠峪村、二郎庙村、陈庄村、东沟村 4101820503 67.5

郑州市 荥阳市 崔庙镇 寺沟村、石井村、郑庄村、白赵村、车厂村、王泉村、卢庄村、郑岗村、王宗店村、界沟村 4101820503 67.5

郑州市 荥阳市 贾峪镇 龙卧凹村、梁沟村、朱顶村、上湾村、塔山村、石碑沟村、大堰村、老邢村 4101820503 67.5

郑州市 新密市 青屏街街道办事处

周楼社区居委会、北文峰街社区居委会、青峰路社区居委会、北密新路社区居委会、幸福街社区居委会、

农业路社区居委会、青屏大街社区居委会、广场社区居委会、嵩阳路社区居委会、气象街社区居委会、百

花巷社区居委会、梁沟社区居委会、方寨社区居委会、开阳路社区居委会、于家港社区居委会、长乐路社

区居委会

4101830101 133.5

郑州市 新密市 西大街街道办事处 金凤路社区居委会、平安路社区居委会、祥和街社区居委会 4101830101 133.5

郑州市 新密市 新华路街道办事处
文化街社区居委会、新惠街社区居委会、石庙沟社区居委会、和平街社区居委会、民康路社区居委会、商

运街社区居委会、嵩山路社区居委会
4101830101 133.5

郑州市 新密市 城关镇 西街村、东街村、楚沟村、南街村 4101830201 105

郑州市 新密市 米村镇 米村镇林场 4101830201 105

郑州市 新密市 西大街街道办事处 开阳村、马庄村、后士郭村、前士郭村、马鞍河村、青石河村、下庄河社区居委会 4101830201 105

郑州市 新密市 新华路街道办事处 赵坡村、惠沟村、人民路社区居委会、五里店、杨寨村 4101830201 105

郑州市 新密市 白寨镇 良水寨村、白寨村 4101830301 84

郑州市 新密市 米村镇 米村、下王村、方山村 4101830302 84



郑州市 新密市 袁庄乡 袁庄村、靳沟 4101830303 84

郑州市 新密市 岳村镇 园林村、芦沟村、老庄村、桥沟村、马沟村、岳村村 4101830304 84

郑州市 新密市 牛店镇 武村村、李湾村、牛店村 4101830305 84

郑州市 新密市 平陌镇 界河村、平陌村、葛沟村 4101830306 84

郑州市 新密市 超化镇 王村、河西村、东店村、樊寨村、申沟村、超化村、周岗村 4101830307 84

郑州市 新密市 城关镇 高沟村、甘寨村 4101830307 84

郑州市 新密市 大隗镇 大隗村、观寨村、桃园村、河屯村、纸房村 4101830307 84

郑州市 新密市 来集镇 陈沟村、裴沟村、来集村 4101830308 84

郑州市 新密市 刘寨镇 宋寨村、刘寨村 4101830309 84

郑州市 新密市 曲梁镇
马庄村、岗牛村、高洼村、坡刘村、蒋坡村、五虎庙村、下牛村、朱寨村、李庄村、庙朱村、沟刘村、沃

郑村、牛集村
4101830310 84

郑州市 新密市 苟堂镇 苟堂村 4101830311 84

郑州市 新密市 苟堂镇 关口村 4101830312 84

郑州市 新密市 米村镇 杨岗村、马寨村、慎窑村 4101830401 76.5

郑州市 新密市 袁庄乡 姚山村、姜沟村 4101830401 76.5

郑州市 新密市 来集镇 王家窝村、马沟村、岳岗村、赵沟村 4101830402 76.5

郑州市 新密市 袁庄乡 小台沟村、拐沟村、井沟村、青河村 4101830402 76.5

郑州市 新密市 岳村镇 驼腰村、竹杆园村、张沟村、红泉沟村、乔地村 4101830402 76.5

郑州市 新密市 城关镇 翟沟村、湾子河村、东瓦店村、西瓦店村 4101830403 76.5

郑州市 新密市 米村镇 于湾村 4101830403 76.5

郑州市 新密市 牛店镇 打虎亭村、张湾村 4101830403 76.5

郑州市 新密市 西大街街道办事处 下庄村 4101830403 76.5

郑州市 新密市 白寨镇

柳沟村、刘堂村、高庙村、西腰村、油坊庄村、皇帝岭村、杨树岗村、三岔口村、山白村、周家寨村、东

岗村、寨沟村、张楼沟村、光武陈村、韦沟村、黑峪沟村、史沟村、牌坊沟村、王寨河村、堂沟村、翟沟

村

4101830501 69.75

郑州市 新密市 超化镇
湖地、龙潭、莪沟村、王岗村、郑家庄、杏树岗、黄固寺、李坡村、圣帝庙、崔庄村、新庄村、楚岭村、

油坊沟村、任沟村、黄路山村、草庙村、栗林村
4101830501 69.75

郑州市 新密市 大隗镇
香坊庄村、龙王庙村、和合村、五里堡村、孙沟、振北回族村、黄湾寨村、大庙、大路沟村、窑沟村、双

楼村、陈庄村、铁匠沟村、大坡寨村、进化村、老耆沟村、刘湾村、侯庄村、王沟村、张庄村
4101830501 69.75

郑州市 新密市 苟堂镇

石庙村、靳寨村、小刘寨村、付寨村、栗树岗村、大磨岭村、九龙村、劝门村、张寨村、平山庵村、南土

门村、樊沟村、石桥村、玉皇庙村、养老湾村、付家门村、孙家庄村、张门村、南方沟村、范堂沟村、申

门村、槐树岭

4101830501 69.75

郑州市 新密市 尖山风景区管委会
神仙洞村、钟沟村、丁沟村、楼院村、沙古堆村、尖山村、田种湾村、五虎沟村、巩密关村、下寺沟村、

牛心石村、国公岭村
4101830501 69.75

郑州市 新密市 来集镇
翟坡村、巩楼村、桧树亭村、东于沟村、西于沟村、王堂村、郭岗村、马武寨村、宋楼村、李堂村、杨家

门村、韩家门村、黄寨村、苏砦村
4101830501 69.75

郑州市 新密市 刘寨镇
水竹园村、赵贵岗村、刘沃村、李岗村、八里岔村、观音堂村、西马庄村、王溝村、吕楼村、东马庄村、

小李寨村、崔岗村、园林村、赵沟村、老寨村、张庄村、王嘴村、新寨村
4101830501 69.75



郑州市 新密市 米村镇
温庄村、金井沟村、茶庵村、蔓菁峪村、白槐村、杨寨沟村、柿树湾、月寨村、拐峪村、贾砦村、范村村

、朱家庵村、宋村村、孟庄村
4101830501 69.75

郑州市 新密市 牛店镇
助泉寺村、花家店村、南龙村、小寨村、北召村、宝泉村、高村村、寨脖村、石匠窑村、谭村湾村、阎沟

村、月台村、林场村、古角村、三岔口村、西土门村、张坡村
4101830501 69.75

郑州市 新密市 平陌镇
崔沟村、扎子沟村、虎岭村、牛岭村、马家门村、龙岗、耿堂村、大坡村、刘门、龙泉村、杨台、簸箕掌

村、香山村、禹寨村、杨里沟村、白龙庙村、刘沟
4101830501 69.75

郑州市 新密市 曲梁镇
窦沟村、牛角湾村、张湾村、冯家村、河西村、曲梁村、东岗村、柿园村、杨庄村、全庄村、大樊庄村、

尚庄村、草岗村、田庄村、黄台村、周庄村
4101830501 69.75

郑州市 新密市 袁庄乡
方沟村、槐阴寺村、张华岭村、乱石坡村、郑冲村、郭庄村、吴家庄村、龙泉寺村、石贯峪村、陈垴村、

山顶村、张家村
4101830501 69.75

郑州市 新密市 岳村镇 王家沟村、火石岗村、岗坡村、尹村、马寨村、苇园村、中王庙村、土门村、赵寨村、司家门村、任岗村 4101830501 69.75

郑州市 新郑市 新建街道办事处
西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北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南街社区居民委员会、东关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北关街社区

居民委员会、东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1840101 127.5

郑州市 新郑市 新华街道办事处 小高庄社区居民委员会、毛园社区居民委员会、张玉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1840201 112.5

郑州市 新郑市 龙湖镇
柏树刘村、崔垌村、东张寨村、侯庄村、荆垌村、李垌村、林锦店村、沙窝李村、魏庄村、小乔村、郑堡

村、郑老庄村
4101840301 90

郑州市 新郑市 梨河镇 三里岗村 4101840401 78

郑州市 新郑市 新华街道办事处

白庙范社区居民委员会、双龙寨社区居民委员会、后屯社区居民委员会、五宅庄社区居民委员会、仓城社

区居民委员会、阁老坟社区居民委员会、裴大户寨社区居民委员会、领秀城社区居民委员会、张龙庄社区

居民委员会

4101840402 78

平顶山市 叶县 叶邑镇 北村、常庄村、中村、南村、东止张村 4104220203 90

平顶山市 叶县 保安镇 保安一村、保安二村、保安三村 4104220204 90

平顶山市 叶县 任店镇

刘岭村、新营村、郭营村、高营村、毛庄村、古路湾村、宋营村、史营村、尚武营村、岳庵村、月庄村、

灰河营村、柳疙瘩营村、胡庄村、竺李庄村、屈庄村、中旗营村、燕庄村、辉岭营西村、瓦店村、辉岭营

东村、刘口村、大营村、平李庄村、汪营村、克庄村

4104220301 75

平顶山市 叶县 保安镇 庙岗村、辛庄村、李湾村、柳庄村、吕楼村、白庙村、魏岗铺村、南寨河村、前古城村、东官庄村 4104220301 75

平顶山市 叶县 仙台镇

布杨村、罗庄村、崔王村、娄庄村、北庞庄村、柳树王村、孟王村、东寨村、阁老吴村、西寨村、大贾庄

村、老程庄村、韩庄寺村、火山铺村、贾刘村、前王村、坡魏村、邱庄村、老樊寨村、盐店东村、吴庄村

、东董庄、大孙庄村、楼刘村、王老君村、盐西村、杨庄村、后司村、刘建庄村、董庄村、吴哲庄村、大

李庄村、辛楼村、西马庄村、草寺杨村、董寨村、扁担李村、潘庄村、南庞庄村、丰王村、刁庄村、辛堂

村、黄李村、大耙张村、王吉庄村、小辛村

4104220301 75

平顶山市 叶县 昆阳街道办事处 沟王村、陈庄村 4104220301 75

平顶山市 叶县 夏李乡

许岭村、西田庄村、大杨庄村、小官庄村、孙庵村、岗马村、董湖村、北张庄村、一炮、曹王村、二炮、

小河郭村、夏北村、姜园村、下马村、雷草湾村、郭庄村、叶县牧场、前董村、岳楼村、夏南村、十二里

村、滹沱村、葛庄村、侯庄村、向阳村、小集村、丁庄村、先庄村、牛头李村

4104220301 75

平顶山市 叶县 常村镇 养凤沟村、栗林店村、文集村、文庄村、常村村、孤山村 4104220301 75

平顶山市 叶县 龚店乡 台刘村 4104220301 75

平顶山市 叶县 田庄乡
黄营村、西孙庄村、牛庄村、梁寨村、尤潦村、柏树李村、东杨庄村、张林庄村、三官庙村、后党村、英

李村、大张村、半坡常村、千兵营村、前党村、后李村、武楼村、金岗李村
4104220301 75



平顶山市 叶县 辛店镇
岗王村、大徐村、中邢村、岗底村、龚庄村、张寺滩村、东白庄村、杨八缸村、遂庄村、新丁庄村、常楼

村、李寨村、辛店村、新杨庄村、田寨村、程庄村、油坊李村、赵寨村、东房庄村、东柳庄村、赵沟村
4104220301 75

平顶山市 叶县 叶邑镇

大乔庄村、朱岗村、兰庄村、邮亭村、金湾村、老鸦张村、梅湾村、北水城村、水郭村、蔡庄村、收金店

村、赵庄村、段庄村、吴圪垱、思诚村、沈湾村、大陈庄村、李公甫村、连湾村、万渡口村、高道士村、

西王庄村、倒马沟村、樊庄村、同心寨村、夏庄村、孟庄村、东刘庄村、宋寨村、安庄村、杜庄村、八里

园村、南水城村、双庄村、南大王庄村、东毛庄村、辛庄村

4104220301 75

平顶山市 叶县 龙泉乡

娄樊村、牛杜庄村、郭吕庄村、全集村、北大营村、慕庄村、权印村、小河王村、南曹庄村、冢张村、小

河郭村、大何庄村、铁张村、龙泉村、大湾张村、大来庄村、赵庄村、白浩庄村、贾庄村、齐庄村、武庄

村、王楼村、南大营村、碾张村、彭庄村、沈庄村、草厂街村、雷岗村、单营村、胡营村、李明己村、谢

营村、南莫庄村、辛善庄村、半截楼村

4104220301 75

平顶山市 叶县 水寨乡

黄庄村、余寨村、高庄村、只吴村、关庙沟村、河北赵村、张侯庄村、灰河郭庄村、伍刘村、后白观村、

军王村、董刘村、留侯店村、孤佛寺李村、东屈庄村、东盆王村、蒋李村、桃丰宋村、桃奉村、老街村、

前白观村、水寨村、夸子营村、丁华村、霍姚村、南坡王村、关庙李村、天边徐村、蔡寺村、太康寨村、

徐王村、小庄王村、杜楼村

4104220301 75

平顶山市 叶县 邓李乡

湾李村、杜谢村、泥车村、吕庄村、孙寨村、妆头村、魏王村、马湾村、郝庄村、大魏庄村、后邓村、尚

阎村、邓李村、北碾张村、銮场李村、杜杨村、璋环寺村、丁杨村、许庄村、董平村、康营村、雷辛庄村

、何马村、军张村、庙王村、后彭村、中彭村、东徐庄村、构树王村

4104220301 75

平顶山市 叶县 洪庄杨乡
湛河董村、麦刘村、唐马村、王湾村、裴昌村、洪西村、洪东村、小庄村、王庄村、洛岗北村、观上村、

姜渡口村、炼石店村、洛岗南村、翟杨村、蒋湾村、张徐村
4104220301 75

平顶山市 叶县 廉村镇

穆寨村、台杨村、赫杨村、台李村、肖马村、申王村、沙渡口村、王博如村、王丰贞村、韩桥村、老段庄

村、闫庄村、韩庄村、任庄村、水郭村、高柳村、老龚庄村、谷店东村、谷店西村、齐贤王村、袁庄村、

庆庄村、新顾村、大刘庄村、二郎庙村、后崔村、东张庄村、桥陈村、乔庄村、沟孙村、南齐庄村、南吕

庄村、南余庄村、牛王庙村、王店村、前崔村

4104220301 75

平顶山市 叶县 保安镇 罗冲村、花山吴村、杨令庄村、花阳村、夏园村 4104220401 60

平顶山市 叶县 夏李乡 油坊头村、苗庄村、坟沟村、彦岭村 4104220401 60

平顶山市 叶县 常村镇

五间房村、柴巴村、月台村、金沟村、大楼庄村、金龙嘴村、李家庄村、暖泉村、西刘庄村、大毛庄村、

瓦房庄村、柳树王村、下马庄村、黄湾村、孤古岭村、艾小庄村、和平岭村、中马村、响堂村、石院墙村

、艾小庄与和平岭争议、杨林庄与和平岭争议、李九思村、府君庙村、杨林庄、毛洞村、孤石滩水库、南

马庄村、葛河村、刘东华村、赵岭村、罗圈湾村、毛洞村与坟沟村争议、尹湾村、马顶山村、叶县林场

4104220401 60

平顶山市 叶县 保安镇
陈岗村、牛庵村、杨四庄村、大辛庄村、寨王村、杨湾村、暴沟村、菜屯村、冯庵村、文寨村、燕山水库

、余康村、小杨庄村、燕山水库遗留地5、燕山水库遗留地6、燕山水库遗留地10
4104220402 60

平顶山市 叶县 叶邑镇 小竹园村 4104220402 60

平顶山市 叶县 辛店镇
柿园村、桐树庄村、卞沟村、大竹园村、杨庄寨村、西徐庄村、郭岗村、常派庄村、新蒋庄村、铁佛寺村

、王文成村、南房庄村、大木厂村、刘文祥村、南焦庄村、蕾草洼村、杨茂吴村、南王庄村
4104220402 60

平顶山市 鲁山县 鲁山县建成区 鲁山县建成区 4104230101 9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露峰街道 新华社区、下洼社区、叶茂社区、后营社区、东关社区 4104230101 9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鲁阳街道 大同社区、城厢社区、河滨社区、黉学社区、阳光社区、望城岗社区、前进社区 4104230101 9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琴台街道 贾王庄社区、马洼社区、宗庄社区、爱民社区 4104230101 9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汇源街道 詹营、申庄、赵庄村 4104230101 9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鲁阳街道 七里社区、小贾庄社区、五里社区 4104230201 70.5

平顶山市 鲁山县 琴台街道 米章社区、八里仓社区 4104230201 70.5

平顶山市 鲁山县 辛集乡 肖老庄、东肖楼村、孙义、核桃园 4104230202 70.5

平顶山市 鲁山县 下汤镇 西张庄村 4104230202 70.5

平顶山市 鲁山县 汇源街道 大王庄、军王、王瓜营 4104230202 70.5

平顶山市 鲁山县 梁洼镇 保障、连沟、鹁鸽吴、泉上村、北朗店村、楝树店村、许坊村 4104230202 70.5

平顶山市 鲁山县 张店乡 林王庄 4104230202 70.5

平顶山市 鲁山县 琴台街道 刘营社区、余堂社区 4104230202 70.5

平顶山市 鲁山县 露峰街道 上洼社区 4104230202 70.5

平顶山市 鲁山县 下汤镇 老街社区、新街社区 4104230203 70.5

平顶山市 鲁山县 张良镇 段庄村、张良东村、张良北村、张良西村、张南、李庄、范庄村 4104230204 70.5

平顶山市 鲁山县 瓦屋镇 瓦屋 4104230301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观音寺乡 观音寺 4104230302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董周乡 西高村、董村 4104230303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尧山镇 贾店、新庄、尧山、下河、马公店 4104230304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赵村镇 上汤、赵村、东坪 4104230305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赵村镇 中汤 4104230306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下汤镇 叶庄村、王庄村 4104230307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昭平台库区乡 张湾村 4104230307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昭平台库区乡 婆娑、栗树村 4104230308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瀼河乡 邓寨东村、邓寨西、瀼河西村（瀼西村）、瀼河东 4104230309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董周乡 大元庄、殷庄、十里头、乔店、武庄 4104230309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张店乡 张店、马村、宋村 4104230309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梁洼镇 北街、东街、南郎店、西街、南街、郎坟、八里坪、许坊 4104230310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辛集乡 辛集寨、郝村、黄村、傅岭、三街东村、三街西村、程西、小河李 4104230311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马楼乡 楼张东、楼张西 4104230312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马楼乡 贾集、马楼 4104230313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张良镇 小周楼、营东村、营西村、纪营村、西营南村、贺塘村 4104230314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张良镇 余庄、东营村、前营村 4104230315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磙子营乡 磙子营 4104230316 63

焦作市 博爱县 月山镇
前庄西村（焦柳铁路以北）、上庄村（焦柳铁路以北）、九府庄村（焦柳铁路以北）、后乔村（焦柳铁路

以北）、花园村（焦柳铁路以北）、东矾厂村、西凡厂村、黄岭村、乔村（焦柳铁路以北）、月山林场
4108220401 55.5

焦作市 博爱县 寨豁乡

青天河村、田院村、南坡村、张三街村、黄塘村、白坡村、大底村、汉高城村、上岭后村、玄坦庙村、江

岭村、东仲水村、小底村、探花庄村、司窑村、张毛光村、焦谷堆村、方山村、谢庄村、寨豁村、茶棚村

、馒头山村、下岭后村、桥沟村、大塘林场

4108220401 55.5



焦作市 武陟县 木城街道办事处 胜利街村、北街村、和平街村、西街村 4108230101 103.5

焦作市 武陟县 龙泉街道办事处 东马曲村（迎宾大道以西）、西马曲村 4108230101 103.5

焦作市 武陟县 龙源街道办事处 孙庄村、龙源村（郑焦晋高速以南）、西石寺村、西仲许村、东仲许村 4108230101 103.5

焦作市 武陟县 龙源街道办事处 小徐岗村 4108230201 79.5

焦作市 武陟县 龙泉街道办事处 东马曲村（迎宾大道以东）、黄树村、北贾村、三里庄村、郭堤村 4108230201 79.5

焦作市 武陟县 木栾街道办事处 大城村（郑常公路以北、河朔大道以西） 4108230201 79.5

焦作市 武陟县 木城街道办事处 小原村、原庄村、余原村 4108230301 75

焦作市 武陟县 三阳乡 东大原村、西大原村 4108230301 75

焦作市 武陟县 龙源街道办事处 龙源村（郑焦晋高速以北）、央庄村、古徐店村、闫徐店村、白徐店村 4108230302 75

焦作市 武陟县 木栾街道办事处
西水寨村、小岩村、大城村（郑常公路以南、河朔大道以东）、高伊村（武西高速以西）、前牛村（郑焦

晋高速以南）、后牛村（郑焦晋高速以南）
4108230303 75

焦作市 武陟县 龙泉街道办事处 荆辛庄村、南贾村、西小庄村 4108230303 75

焦作市 武陟县 嘉应观乡 东小庄村、中水寨村（武西高速以西） 4108230303 75

焦作市 武陟县 圪垱店乡 岗头村（武西高速以西）、程伊村（武西高速以西）、秦伊村（武西高速以西） 4108230303 75

焦作市 武陟县 龙源街道办事处 万花村、常庄村、后龙睡村、祝徐店村、卢徐店村、梁徐店村、任徐店村 4108230401 60

焦作市 武陟县 谢旗营镇

兰封村、辛杨村、谢旗营村、蒯村、亢杨村、冯李村、和杨村、前高村、后高村、徐庄村、程封村、宋庄

村、扈庄村、庙小段村、王道村、杨村、张官滩村、梁官滩村、刘官滩村、后圪垱村、南大段村、北大段

村、北小段村、陈堤村、小寨村、陈小段村、薛小段村、杨堂村

4108230401 60

焦作市 武陟县 木栾街道办事处 前牛村（郑焦晋高速以北）、后牛村（郑焦晋高速以北）、高伊村（武西高速以东） 4108230401 60

焦作市 武陟县 木城街道办事处 东关村 4108230401 60

焦作市 武陟县 乔庙乡

韩村、杨村、前赵村、后赵村、黄村、张村、杨洼一街村、杨洼二街村、杨洼三街村、刘庄村、马宣寨村

、张寨村、前冯堤村、后冯堤村、冯菴村、邸郃村、孟村、冯丈村、宋陵村、商村、陈村、牛庄村、李村

、千村、关王庙村、周村、杜村、詹堤村、马村

4108230401 60

焦作市 武陟县 圪垱店乡

程伊村（武西高速以东）、秦伊村（武西高速以东）、王伊村、圪垱店村、冯村、岗头村（武西高速以

东）、汤王堤村、邢庄村、毛庄村、毛菴村、安庄村、郭庵村、小刘庄村、白庙村、观音堂村、耿村、西

王庄村、宝村

4108230401 60

焦作市 武陟县 詹店镇

何营东村、何营西村、雁赵庄村、南宋庄村、马营村、小马营村、李庄村、小许庄村、大许庄村、王庄村

、陈庄村、小庄村、魏庄村、冯庄村、詹店东村、詹店西村、小茶堡村、杨延井村、郭庵村、大茶堡村、

何井村、东厂村、溜村、东大刘庄村、王菜园村、张菜园村、老田庵村

4108230401 60

焦作市 武陟县 嘉应观乡
刘村、西五村、大刘庄村、杨庄村、东水寨村、中水寨村（武西高速以东）、吴小营村、后小庄村、范庄

村、二铺营村、西营村、东营村、御坝村、秦厂村
4108230401 60

焦作市 武陟县 西陶镇

西陶村、东滑封村、西滑封村、交斜铺村、王顺村、周家庄村、郭庄村、西白水村、南东陶村、中东陶村

、北阳村、南阳村、古城村、东张集村、古樊村、小南张村、大南张村、陶村、东白水村、石荆村、张武

村、北东陶村

4108230401 60

焦作市 武陟县 三阳乡

三阳村、南小庄村、北小庄村、西封村、樊庄村、塚头村、西尚村、柴尚村、前刘庄村、刘庄村(后刘庄

村)、北樊村、大樊村、付村、小刘村、段口村、王家庄村、炉里村、中封村、李梧槚村、裴梧槚村、苗庄

村、北张村、牛庄村、东尚村、南田塘村、代村、丰顺店村、留后村、张桥村、大油村、小油村、小麻村

、大聂村、中聂村、小聂村、武陟宁郭农场

4108230401 60



焦作市 武陟县 小董乡
北王村、高村、大陶村、南官庄村、南归善村、北归善村、小董村、卧牛村、贾村、南耿村、北耿村、磨

庄村、岗头村、新李庄村、乔庄村、楼下村、朱村、沁阳村、渠下村、南王村
4108230401 60

焦作市 武陟县 大封镇

驾部五村、驾部六村、大封村、南湖村、东水运村、南孟迁村、北孟迁村、老达寨村、南催庄村、老催庄

村、保安庄村、前孔村、后孔村、小孔村、孟门村、大屯村、南屯村、东屯村、大司马村、司马岗村、王

落村、东唐郭村、西唐郭村、驾部一村、驾部二村、驾部三村、驾部四村、东岩村、西岩村、赵庄村、董

宋村、寨上村

4108230401 60

焦作市 武陟县 大虹桥乡

大虹桥村、岳庄村、西小虹村、东小虹村、寺王庄村、小高山村、大高山村、南虹桥村、彭庄村、曲村、

西温村、东温村、赵北古村、陈北古村、李北古村、原北古村、高西村、高东村、南古村、西阳召村、西

刘村、东刘村、东阳召村、中后村、后阳城村、郭下村、前阳城村、江岗村、原马蓬村、李马蓬村、童贯

村、南关村、布庄村、老城村、杨庄村、朱原村、土城村、王张村、李张村、安张村、韩庄村、东张村、

南张村、原和村、西司徒村、中司徒村、大官庄村、八里岗村、韩原村

4108230401 60

焦作市 武陟县 北郭乡

小司马村、贾作村、裴庄村、北郭东村、北郭西村、蔡庄村、益庄村、南古岗村、下庄村、上庄村、镇南

庄村、东西岗村、任后庄村、原岗村、罗作村、李后庄村、岳马蓬村、赵马蓬村、西草亭村、东草亭村、

方陵村、马后庄村、涧沟村、城子村、东安村、解封村、高余会村、西余会村、韩余会村、索余会村

4108230401 60

焦作市 温县 温泉镇

北新街、滩王庄村、张庄村、东张王庄村、中张王庄村、西张王庄村、东关街、福利街、工茂街、建设街

、马道街、南大街、新建街、永兴街、育才街、东梁所村、后上作村、前东南王村、前上作村、西梁所村

、张圪垱村

4108250101 93

焦作市 温县 岳村乡
三家庄村、边沟村、方头村、后秦岭岗村、牛洼村、裴昌庙村、前秦岭岗村、五里远村、岳村、关白庄二

村
4108250101 93

焦作市 温县 黄庄镇

林村、林李村、蒲被村（村公章上被字有“艹”字头）、卜杨门村、常庄村、东宋庄村、董杨门村、后崔

庄村、后张庄村、牛林肇村、前崔庄村、前张庄村、西林肇村、东林肇村、西宋庄村、徐吕村、闫杨门村

、姚庄村、余杨门村、郑杨门村、訾杨门村、任杨门村、米庄村、西王村

4108250201 75

焦作市 温县 北冷乡
北冷村、陈卜庄村、东保丰村、东南冷村、东周村、杜庄村、靳冯蔺村、西保丰村、西南冷村、西周村、

许北张村
4108250201 75

焦作市 温县 温泉镇 柴门庄村、后东南王村、刘门庄村、西南王村、小南张村、郑门庄村、觉石头村 4108250201 75

焦作市 温县 南张羌镇
北渠河村、陆庄村、北张羌村、常店村、大渠河村、马庄村、南渠河村、南张羌村、段沟村、冉沟村、卫

沟村、徐沟村、杨沟村、朱沟村
4108250201 75

焦作市 温县 祥云镇
晁召村、古贤村、北贾村、关召村、王召村、韩郭作村、西郭作村、杨庄村、赵郭作村、吕村、南贾村、

苏庄村
4108250201 75

焦作市 温县 武德镇 苏王村 4108250201 75

焦作市 温县 岳村乡 岳村、吕村、韩郭作村、赵郭作村、边沟村、方头村、杨庄村、西坡村、东坡村、贺村 4108250201 75

焦作市 温县 番田镇

白沟作村、蔡庄村、大金香村、大吴村、段村、范庄村、秦计村、三陵村、宋村、王庄村、小金香村、原

庄村、郑庄村、东小吴村、番田村、后峻山村、前峻山村、西小吴村、余村、北孟村、后北马村、后杨垒

村、刘马庄村、刘谢村、南孟村、南镇村、前北马村、前杨垒村、孙郝庄村、王太保村、王薛村、尹庄村

、东城外村、东留石村、南张伦村、三张伦村、树楼村、王张伦村、西城外村、西留石村、西南马村、东

口村

4108250301 60

焦作市 温县 黄庄镇

北镇村、耿庄村、郭李庄村、买庄村、卫村、西郭村、东郭村、珍珠村、刁李庄村、东王里村、南王里村

、西王里村、西虢村、白庄村、东高召村、东虢村、东韩村、东留村、黄庄村、康庄村、南韩村、西高召

村、西韩村、西留村

4108250301 60



三门峡市 卢氏县 城关镇 东街村（居委会）、高村、西南街村、西关村、北关村、寨子村、石桥村、农场、东湾林场、西北街村 4112240101 7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东明镇 东明村、火炎村、石龙头村（二调为石龙村）、张麻村、黑马村、河西村、东湾林场 4112240101 7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文峪乡 涧西村、黑了宿村、南窑村、王村 4112240101 7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横涧乡 营子村、照村、衙前村 4112240101 7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横涧乡 横涧村、下柳村、雷家村、代家坪村、马窑村、白土坡村、林场村 4112240201 66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文峪乡 麻家湾村、南王村、胡洼村、张村、望家村、南石桥村 4112240201 66

三门峡市 卢氏县 东明镇
先峪村、当家村、小湾村、祁寸湾村、后河村、东坪村、段家村、东湾林场、铁峰村、东明镇镇林场、涧

北村
4112240201 66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沙河乡 马家村、张家村、颜东村 4112240201 66

三门峡市 卢氏县 范里镇 范里村、后峪村 4112240202 66

三门峡市 卢氏县 范里镇
涧底村、留村、骨垛村、阳坡根村、苗村、东寨村、大原村、东沟村、南苏村、孟窑村、清涧村、镇林场

、柏坡村、蔡家骨垛村、骨垛沟村、王湾村、阳坪村
4112240301 60.7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东明镇
东营村、蒋渠村、北苏村、高庄村、谢家路村、太平村、庙凹村、铁峰村、峰云村、东湾林场、东明镇镇

林场
4112240301 60.7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文峪乡
文峪村、杨家场村、吴家沟村、庙沟村、立水庙村、姚家山村、寺洼村、窑子沟村、杨家场村吴家沟村争

议地
4112240301 60.7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横涧乡
寺上村、董家村、陈家塄村、蒋槽村、杜家岭村、七寸村、雷家村、大村村、薛家沟、大干村、青山村、

韩家山村、蒋槽村与梅家村争议
4112240301 60.7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沙河乡
沙河村、杨家村、北庄村、范家驼村、寺沟村、辛家村、双庙村、留书村、三角村、周家村、宋家村、王

家村、寨子村、果角村、东湾林场争议
4112240301 60.7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杜关镇 杜关村、马院村、康家湾村（部分）、十字路村 4112240302 60.7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官道口镇 官道口村、永渡村、寨上村、百间房村 4112240302 60.7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木桐乡 木桐村、刘家村 4112240304 60.7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潘河乡 潘河村 4112240305 60.7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徐家湾乡 徐家湾村 4112240306 60.7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双龙湾镇 磨沟口村 4112240307 60.7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官坡镇 官坡村 4112240308 60.7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双槐树乡 双槐树村 4112240309 60.7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五里川镇 五里川村、河南村、南坡村、路沟村 4112240310 60.7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朱阳关镇 朱阳关村、河南村、王店村 4112240304 60.7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官坡镇
沟口村、竹园村、庙台村、碾道村、育林村、蔡家村、白花村、火炎村、沙沟村、丰庄村、大块村、兰草

村、火神村、兰东村、安坪村、兰西村
4112240401 56.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双龙湾镇
西虎岭村、上店村、龙驹村、曲里村、蚂蚁岭村、前虎峪村、后虎峪村、肖家村、久富村、草沟村、乱石

村、东虎岭村、石家村、蚂蚁岭村与淤泥村争议区、河东村、官木村
4112240401 56.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潘河乡
清河村、卢氏沟村、下河村、上川村、砖楼村、山岔村、东河村、西河村、花马村、两岔村、黄叶村、下

黄叶村、阳坡村、前坪村、岗头村、梅家村
4112240401 56.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五里川镇
瓦穴子村、仓房村、古墓窑村、毛坪村、北阳坡村、温口村、南峪沟村、黄耀沟村、前村、马连村、雷家

坪村、李子坪村、马耳岩村、煤沟村、青石沟村
4112240401 56.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汤河乡
汤河村、高沟村、义节沟村、梧鸣沟村、河口村、高沟口村、大坪村、杨家庄村、胡芦嘴村（二调为胡卢

嘴村）、低里坪村、高里坪村、小沟河村、柴家沟村、新坪村、淇河林场
4112240401 56.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文峪乡
磨上村、常家庄村、松树嘴村、菠菜沟村、大石河村、干沟村、大桑沟村、香子坪村、通河村、假沙爬村

、张前沟村、灰堆石村、煤沟口村
4112240401 56.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横涧乡
耿家村、畜牧村、桦栎树村、淤泥河村、车厂村、熊耳村、吴家村、庄沟村、碾盘村、马庄河村、石枣河

村
4112240401 56.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范里镇

杨家岔村、新庄村、刘家岭村、车道沟村、庙子村、前窑村、南沟村、大峪村、柳泉村、西庄村、楼房村

、南庄村、里铺村、冯家岭村、干沟村、三门村、白玉沟村、王窑村、秋树岭村、三门岭村、庙坪村、关

道村、窑上村、东岭村、清涧村与东湾林场争议、碾子沟村、马跑泉村、小岭壕村、何窑村

4112240401 56.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木桐乡 刘家村、鸟桥村、夜长坪村、张家村、拐峪村、三关村、河口村、窑沟村、灵神村 4112240401 56.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狮子坪乡
狮子坪村、三岔村、杨庄村、花园寺村、黄柏沟村、下庄科村、东沟村、前庄村、毛河村、颜子河村、柳

树湾村、淇河林场
4112240401 56.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瓦窑沟乡
瓦窑沟村、西大坪村、韩庄村、耿家店村、金庄村、庙上村、代柏村、上河村、里曼坪村、下河村、龙泉

坪村、胡家坪村、高河村、观沟村、淇河林场
4112240401 56.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杜关镇

龙王庙村、郭家村、刘家村、郑家湾村、康家湾村（部分）、瑶峪村、梁家坡村、骆家池村、民湾村、南

盘村、显众村、北沟村、桑树沟村、荆彰村、草店村、北王村、尧头村、刘双村、石峪村、东湾林场争议

、尧头村与刘双村争议地、刘双村与灵宝争议地

4112240401 56.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官道口镇

岭南村、秋凉河村、江槽村、耿家庄村、金架沟村（金家沟村）、耿家村、庄科村、新坪村、三官庙村、

郭家埝村、磨上村、大岭村、车家岭村、杨眉河村、黑牛村、东湾林场、官道口镇与灵宝争议、东湾林场1

、东湾林场2、东湾林场3

4112240401 56.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朱阳关镇 毛庄村、王店沟村、莫家营村、槐树村、状子沟村、漂池村、木庄村、涧北沟村、淇河林场 4112240401 56.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双槐树乡
石门村、西茄村（二调为西河）、东桃花村、中桃花村、西桃花村、香山村、寺合院村、东川村、乡林场

、庆家沟村、西川村、北川村
4112240401 56.25

三门峡市 卢氏县 徐家湾乡 丰太村、石断河村、桐木沟村、徐庄村、干沟村、良木村、松木村、黄湾村、熬家村 4112240401 56.25

三门峡市 义马市 新区办事处 裴村社区 4112810101 111

三门峡市 义马市 新区办事处
二十铺社区、郭庄社区、矿务局农场、马岭社区、三十铺社区、付村社区（连霍高速以南）、梁沟社区

（连霍高速以南）、千秋社区(陇海铁路以北)
4112810201 92.25

三门峡市 义马市 东区办事处 义马街社区（义马街、部分） 4112810201 92.25

三门峡市 义马市 新区办事处 礼召社区、千秋社区（陇海铁路以南） 4112810301 73.5

三门峡市 义马市 东区办事处
常村社区、程村社区、霍村社区、马庄社区、苗元社区、南河社区、石佛社区、湾子社区、河口社区（连

霍高速以南）、义马街社区（义马街、部分）、北露天煤矿、常村煤矿
4112810301 73.5

三门峡市 义马市 新区办事处 梁沟社区（连霍高速以北）、付村社区（连霍高速以北）、石门社区 4112810301 73.5

三门峡市 义马市 东区办事处 河口社区（连霍高速以北） 4112810401 57.75

三门峡市 灵宝市 城关镇 南田村、北田村、牛庄村、涧东村、东关村、解放村、建设村、西华村、五龙村 4112820101 97.5

三门峡市 灵宝市 尹庄镇
娄下村、小中原村、大中原村、南阙山村、北阙山村、唐窑村、留村、李村、车窑村、尹庄村、西车村、

辛庄村、新村、涧口村、张湾村、思平村、东车村、浊峪村、果树试验场、农科所、原种场
4112820101 97.5

三门峡市 灵宝市 阳店镇 西水头村、东水头村、小河村、东岭村 4112820201 76.5

三门峡市 灵宝市 函谷关镇 墙底村、岸底村、西留村、梁村、北坡头村、店头村、王垛村、孟村、长安寨 4112820201 76.5

三门峡市 灵宝市 焦村镇 东村、南安头村、辛庄村、焦村 4112820201 76.5



三门峡市 灵宝市 尹庄镇
开方口村、涧西村、伍洞村、寺洼村、岳渡村、官庄村、前店村、杨公寨村、大岭村、闫李村、杏洼村、

南滩村
4112820201 76.5

三门峡市 灵宝市 川口乡
三圣村、湾底村、秋梓村、科里村、横渠村、闫谢村、北泉村、南泉村、南沟村、北庄村、川口村、赵吾

村、川口乡园艺场
4112820201 76.5

三门峡市 灵宝市 大王镇
东南朝村、冯佐村、李家寨村、重王村、新店村、偏沟村、西南朝村、北朝村、五原崤村、干店村、小北

村、马谢村
4112820202 76.5

郑州市 新郑市 新烟街道办事处
和庄社区居民委员会、金芒果花苑社区居民委员会、解放路社区居民委员会、道西社区居民委员会、渔夫

子路社区居民委员会、烟厂东区社区居民委员会、车站社区居民委员会、永宁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1840402 78

郑州市 新郑市 和庄镇
崔黄庄村、杜楼村、河东高老庄村、河西高老庄村、老庄刘村、陆庄村、穆庄村、香坊吴村、小岗王村、

小连楼村、郑庄村、歹庄村、河赵村、任庄村、傅庄村、尹庄村
4101840402 78

郑州市 新郑市 新区
高千庄居民委员会、苟郑社区居民委员会、韩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能庄社区居民委员会、赵庄社区居民委

员会、李唐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常庄社区居民委员会、王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4101840402 78

郑州市 新郑市 龙湖镇
东徐村、古城村、郭庄村、荆王村、山后杜村、泰山村、王许村、西张寨村、小乔沟村、菜园沟村、刘口

村、梅山村、山西乔村、王口村、于寨村、张沟村
4101840501 75

郑州市 新郑市 郭店镇

八府村、北街村、常家庄村、大范庄村、东李庄村、冯寺村、岗时村、高孟村、高寺村、郭庄村、海寨村

、河范村、洪沟村、华阳寨村、陵岗村、陵后村、南街村、前时村、三十里铺村、石羊寨村、司洼村、铜

佛赵村、五里堡村、武岗村、小李庄村、小司村、小杨庄村、鄢陵府村、张辛庄村、新李营村、双岭村、

山根村

4101840501 75

郑州市 新郑市 薛店镇
常刘村、大吴庄村、岗周村、花庄村、龙占洼村、西场李村、薛集村、岳庄村、草店村、草庙马村、小马

庄村、菜园马村、格大张村、贾庄村、庙东陈村、山后马村、王张村、文正村、?嶂山村、观沟村
4101840501 75

郑州市 新郑市 孟庄镇

曹庄村、北常口村、南常口村、潮河新城社区、城后马村、冯辛庄村、耿湖村、洪府村、酒孙村、口张村

、栗元史村、麻线张村、孟庄村、碾卢村、三旺马村、石槽王村、寺后张村、寺西王村、唐河村、唐寨村

、肖庄村、小石庄村、小韩庄村

4101840501 75

郑州市 新郑市 新村镇
时垌村、吴庄村、七里井村、县农场、新村村、张垌村、二十里铺村、郝家岗村、焦沟村、梨园村、马垌

村、牌坊庄村、王毕庄村
4101840501 75

郑州市 新郑市 城关乡 大周庄村、端庄村、沟张村、胡庄村、乔庄村、王刘庄村 4101840501 75

郑州市 新郑市 八千乡
大闫庄村、二郎店村、花园村、君赵村、李久昌村、楼刘村、路庄村、梅河村、沙张村、宋庄村、香炉朱

村、小合庄村、小李庄村、邢庄村
4101840502 75

郑州市 新郑市 辛店镇 后高庄村、化雨庄村、靳沟村、刘湾村、鲁楼村、欧阳寺村、辛店村、岳庄村、赵家寨村 4101840601 69

郑州市 新郑市 城关乡 东郭寺村、高皮匠村、官刘庄村、敬楼村、西贾庄村、小占庄村、薛庄村、张庄村 4101840601 69

郑州市 新郑市 新村镇 鲍家村、代湾村、裴李岗村、前洼王村、水泉村、孙庄村、屯孙村、王垌村、文士湾村、云湾村 4101840601 69

郑州市 新郑市 梨河镇 大高庄村、河李村、刘楼村、七里堂村、七里闫村、双楼赵村、新蛮子营 4101840602 69

郑州市 新郑市 辛店镇
周湾村、西李庄村、东土桥村、西土桥村、袁集村、人和寨村、南李庄村、铁炉村、界牌村、北靳楼村、

贾岗村、贾嘴村
4101840701 66

郑州市 新郑市 观音寺镇
菜王村、大董村、沟冯村、贾庄、林庄村、楼李村、南场村、前河刘村、十里铺村、石固堆村、太清村、

唐户村、唐庄村、田庄村、王行庄村、夏庄村、闫庄村、姚张村、潩水寨村、英李村、岳口村
4101840702 66

郑州市 新郑市 具茨山管委会
白庙村、大槐树村、风后岭村、郭老庄村、李庄村、苗家沟村、千户寨村、青岗庙村、山陈村、史垌村、

柿树行村、驼窑村、油坊沟村、转沟脑村
4101840702 66

郑州市 新郑市 梨河镇
绰刘村、陈庄村、岗李村、高班庄村、高新庄村、官庄村、黄甫蔡村、黄桥村、老观李村、梨河村、刘吉

安楼村、前吕村、三刘村、吴庄村、学田村、周庄村
4101840702 66



郑州市 新郑市 辛店镇
草场沟村、后小庄村、黄岗村、军李村、刘岗村、马沟村、裴商庙村、齐河村、前小庄村、史庄村、王庄

村、许岗村、仰望坡村、湛张村、赵老庄村
4101840702 66

郑州市 登封市 嵩阳街道办事处
登封市建成区、嵩山村、迎仙阁、日眕街、望箕路、嵩阳桥、民族路、双溪园、玉溪路、新兴街、文庙街

、长春园、七星街、鸡鸣街、守敬路、颍河路、苹果园、嵩溪园
4101850101 142.5

郑州市 登封市 嵩阳街道办事处 北旨村 4101850201 118.5

郑州市 登封市 中岳街道办事处 新店、北高庄、韩村、中岳庙、东十里铺 4101850201 118.5

郑州市 登封市 少林街道办事处 耿庄、西十里、马庄、王庄 4101850301 112.5

郑州市 登封市 少林街道办事处 玄天庙 4101850401 90

郑州市 登封市 中岳街道办事处 花楼、康村、东张庄、交河口村 4101850402 90

郑州市 登封市 东华镇 王村、任村、何门、赵沟 4101850402 90

郑州市 登封市 告成镇 贾沟 4101850402 90

郑州市 登封市 卢店镇
卢店镇建成区、卢西、龙头沟、西五司、张家、卢南、东五司、杨岗、卢东、卢北、崔岗、栗子沟、申家

窑、刘家沟
4101850501 82.5

郑州市 登封市 大金店镇
大金店镇建成区、金东、金西、金中、崔坪、三王庄、龙尾沟、顾家河、袁桥、游方头、朱家坪、文村、

海河湾
4101850501 82.5

郑州市 登封市 大冶镇 朝阳沟、沙沟、冶西、冶东、冶南、火石岭、川口、松华 4101850501 82.5

郑州市 登封市 东华镇 石桥、郭村、少阳寨、袁村、东金店 4101850501 82.5

郑州市 登封市 告成镇 五度、茶亭沟、范店、森子沟 4101850501 82.5

郑州市 登封市 少林街道办事处 雷家沟、塔沟、郭店、少林寺 4101850501 82.5

郑州市 登封市 唐庄乡 唐东、唐西、张村、下迁 4101850501 82.5

郑州市 登封市 阳城区 袁爻、高界头、铝庄、北烟庄、吴家村、南烟庄 4101850502 82.5

郑州市 登封市 告成镇 豹沟、告成 4101850502 82.5

郑州市 登封市 大冶镇 西施村、东施村、新兴沟、王家庄、大路北、石岭头、炮坊沟 4101850601 70.5

郑州市 登封市 卢店镇 景店、屈家坊、竹元、瓦窑沟、吴岗 4101850601 70.5

郑州市 登封市 唐庄乡 玉台、营西 4101850601 70.5

郑州市 登封市 颍阳镇 颍北、颍东、颍西 4101850602 70.5

郑州市 登封市 君召乡 胥店、君召、南洼 4101850603 70.5

郑州市 登封市 大金店镇 黄村、雷村、太后庙、梅村、书堂沟 4101850604 70.5

郑州市 登封市 大金店镇 三里庄、南寨 4101850605 70.5

郑州市 登封市 大冶镇 桥板河、后柿杭、前柿杭、雅山、东庄头、五里庙、垌头、温沟、新村、西刘碑、东刘碑、老井 4101850605 70.5

郑州市 登封市 东华镇 背阴坡、库庄、张寺庄、南店、杨寺庄、马寺庄、傅寺庄 4101850605 70.5

郑州市 登封市 告成镇 杨沟、八方、王村、韩界头、曲河、北沟、竹园、双庙沟 4101850605 70.5

郑州市 登封市 石道乡 石道、王楼 4101850606 70.5

郑州市 登封市 送表乡 西送表、东送表 4101850607 70.5

郑州市 登封市 白坪乡 西白坪、东白坪 4101850608 70.5

郑州市 登封市 徐庄镇 徐庄 4101850609 70.5

郑州市 登封市 宣化镇 宣化镇建成区、王村 4101850610 70.5



郑州市 登封市 唐庄乡
塔水磨、搬倒井、范家门、花玉、郭庄、井湾、三官庙、冯沟、王河、磨沟、范庄、寺沟、高家沟、垌上

、龙头、竹园、南坡、雪沟、西沟、杨庄、向阳
4101850701 61.5

郑州市 登封市 白坪乡 程窑、二岚沟、梁家庄、煤窑沟、南窑、三元、沙锅窑、石门、寨东、寨西 4101850702 61.5

郑州市 登封市 大金店镇 安庙、毕家村、陈楼、磴槽、段西、段中、段东、段南、海眼、箭沟、李家沟、桑楼、王上、王堂、庄头 4101850702 61.5

郑州市 登封市 大冶镇 陈家沟、粉坊、弋湾、沁水、塔湾、吴庄、周山 4101850702 61.5

郑州市 登封市 东华镇 安窑、刘庄、骆驼崖、券门、土门口、幽兰、张楼、周庄 4101850702 61.5

郑州市 登封市 告成镇 蒋庄、庙庄、石羊关、水峪、田家沟、王家、王窑、苇园沟、冶上 4101850702 61.5

郑州市 登封市 君召乡
常寨、陈窑、大泘沱、范堂、海渚、红石头沟、黄城、晋爻、李庄、蔺沟、钱岭、石坡爻、水磨湾、宋沟

、孙庄、王庄、杨沟、周洼
4101850702 61.5

郑州市 登封市 石道乡
陈村、陈家、崔楼、范爻、范庄、冠子岭、郭沟、郝沟、侯沟、后河、老庄沟、李窑、苗庄、阮村、上窝

、邵爻、术村、西爻、许韩、闫坡、游王庄、张沟、赵庄
4101850702 61.5

郑州市 登封市 送表乡 安庄、丁村、和沟、梁庄、刘楼、马窑 4101850702 61.5

郑州市 登封市 徐庄镇 安沟、高坡、何家、刘沟、柳泉、马峪口、普堂、祁沟、屈沟、孙桥、王屯、杨林、郑庄 4101850702 61.5

郑州市 登封市 宣化镇
蔡沟、佛垌、荟翠山、老栗树、七里庙、青石沟、山岔口、山沟、山海、申家沟、寺沟、土门、岳窑、钟

楼、朱垌
4101850702 61.5

平顶山市 鲁山县 张官营镇 营北、营东、营西、营中、安寨、营南 4104230317 63

平顶山市 鲁山县 土门办事处 武家庄、庙庄、老林、土门、侯家庄、构树庄、焦山、虎盘河、叶坪的集体土地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下汤镇
岳庄、尹和庄村、松垛沟村、杨家庄村、王画庄村、、乱石盘村、十亩地洼、红义岭村、龙潭村、石寺村

（红石寺村）、松树庄村、袁庄村、林楼、社楼村、西许庄、和尚岭村、竹园沟村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梁洼镇 张相公庄、半坡羊、段店、楝树店、泉上、北朗店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张官营镇

梁官营、后城、小营、前城、大贾庄、西师寨、刘寨、洪营、紫金城、陈营、吴营、东张庄、东土楼、耿

堂、魏寨、杨孙庄、韭菜里、南阎庄、李柴庄、朱庄、白杜孙、南王庄、肖营、胡楼、黄庵、亢庄、榆树

湾、李乐庄、南丁庄、临河、康庄、楝树、棠树、玉皇店、惠堂、南杨庄、坡寺、小常、大吴营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张良镇

湾张、杜庄村、黄庄、贾寨村、闫洼村、福林庄村、石庙村、辛庄（辛家庄）、刘庄、东留庄村、王营村

、东袁寨村、盆窑、黄五常村、陶庄、老庄、李法河、姚吴程村、郭沟村、杨李沟村、三间房、王岗村、

麦川村、朱马沟村、芹菜沟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尧山镇
关帝庙、桃林、四道河、铁匠炉、坡根、凉水泉、下沟、灶君庙、西竹园、大庄、木庙、下坪、想马河、

东竹园、上坪、营盘沟、霍庄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赵村镇

寨子沟、关岈、南阴、下寺、白草坪、阎庄（闫庄）、堂沟、火神庙、后山、三岔口、河南、国贝石、三

道庵、桑盘、大杷、宽步口、朱楼沟、小尔城、雷偏、土峰沟村、柳树沟、朱家坟、李子峪、温汤庙、大

丰沟村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四棵树乡 张沟、黄沟、柴沟、平沟、南营、彭庄、土楼、沃沟、代坪、街西、合庄、车场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团城乡 泰山庙、寺沟、小团城、应山、鸡冢、枣庄、辣菜沟、牛王庙、玉皇庙、花园沟、五道庙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熊背乡
大麦王、南子营、大年沟、熊背、李沟、草店、宝山、老庙庄、宿王店、黄土岭、晒衣山、桃园沟、月明

石、雁鸣庄、茶庵、交口、横梁河、寺前、孤山、葛庄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瀼河乡
碱场、尹村、余流、石佛寺、江河村、黑石头、赊沟、北沟、平高城、东新、马圪档（马圪垱）、老庄西

、陈圪垱（陈圪垱）、老庄东、袁寨村、江寨、稻谷田、陈楼、红岗、头道庙、方山、赵楼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瓦屋镇
红石崖、长畛地、耐庄、卧羊坪、楼子河、马停、白土窑、李老庄、土桥、水滴沟、大潺寺、上竹园寺、

马老庄、刺坡岭、汤河、刘相公、石门、太平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观音寺乡 西陈庄、岳村、三间房、马三庄、鲁窑、桐树庄、下孤山、石坡头、太平保、竹园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背孜乡 背孜、盐店、石板河、东山、长河、郜沟、葛花园、上孤山、井河口、柳树岭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仓头乡
白窑、黄楝树、薄坪、堂上、刘河、孙湾、潘窑、军王、李窑、赵竹园、井庄、白河、小寺沟、清古寺、

刘芳庄、魏庄、上仓头、赵窑、下仓头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董周乡

兴龙岗、场房沟、何家庄、西马楼、石峡沟村、黄背洼、杨树沟、沈沟、阎河、汪家庄、郝沟、龚庄、沈

庄、铁家庄、双庙、群虎岭、蔡庄、焦庄、常庄、平安、土楼王、南张庄、西盆窑、和庄、孔庄、杨树底

、小集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张店乡 张窑、雷叭、邢沟、崔沟、王湾、白庄、界板沟、郭庄、白象店村、袁家沟、李村、刘湾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辛集乡
四山、马庄、尚王、漫流、史庄、湖里王、盆郭、高村、桃园、清水营、徐营、荆圪垱、柴庄、西羊石、

石庙王、张庄、程东、贯刘、范店、白村、邓寨、庙王、蜂李、河扒移民新村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磙子营乡

孙街、田庄、白炼堂、新孔庄、宝林、刘八庄、马头赵村、小杜庄、岗薛、韩信北村、高庄、韩信西、洼

、双龙店、平庄、柳林、白庙、东董庄、井泉村、关西庄、古塘庄、韩庄、大尹庄、郭胡桥、孙沟村、杨

村北、杨村东、杨村南、东葛庄、杨林、石岭、山刘庄、马场、三山、里沟、魏冲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昭平台库区乡
曹楼、搬走岭、权村、明山寺、纸房、金沟、白沟、王村、西沟、东许庄、黑虎石、火石岈村、铁沟、桐

树庄、韩湾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鲁山县 马楼乡

娘庙、铁寨垣、苏庄、马塘庄、小庄、仓房庄、良西庄、孙庄、双柳树村、官庄、杨庄、沙渚汪村、陈庄

、绰楼、冢留、大赵楼、燕楼村、甘树里、官店村、何寨、薛寨、小程庄、释寺、大程庄、梁庄、丁庄、

麦庄、碾盘庄、丁楼、商峪口、尧场、小石门、庹村、彭泉村、宋口、吴洼、南坡村、山岔口、董庄、里

王庄、元盘村（园盘村）、许庄、沙庄

4104230401 57

平顶山市 郏县 龙山街道办事处
迎宾街社区、西关街社区、崇文街社区、南街社区、大观堂社区、东中心社区、东关街社区、北大街社区

、西大街社区、南后街社区、东街社区、小东门社区
4104250101 97.5

平顶山市 郏县 东城街道办事处 鱼池社区、大屯社区、四里营社区、八里营社区、寨子社区、王家庄社区 4104250101 97.5

平顶山市 郏县 王集乡 枣庄村、史庄村、汪庄村、柴堂村、雨霖头村、蔡庄村、兰庄村、候店村、孔楼村、辛庄村 4104250201 70.5

平顶山市 郏县 渣园乡 二十里铺村、十里铺村、杜庄村、马鸿庄村、仝楼村、郝庙村、小卢寨村、宋堡村 4104250202 70.5

平顶山市 郏县 广阔天地乡 石庙村、赵花园村、西苏庄村、大李庄村、邱庄村、吴堂村 4104250202 70.5

平顶山市 郏县 白庙乡 郝庄村、贾坡村、五里庙村 4104250203 70.5

平顶山市 郏县 茨芭镇 傅村、前庄村、苏坟寺村、吴洞村、管村、邢村、平盘村、刘村、茨芭村、 4104250301 63

平顶山市 郏县 黄道镇 黄道北村、黄道南村 4104250302 63

平顶山市 郏县 安良镇 神前村、塔林坡村 4104250303 63

平顶山市 郏县 安良镇 安西村、肖河村、王平庄村、孔楼村、安东村、南街、芦河 4104250304 63

平顶山市 郏县 薛店镇
薛庄村、下宫村、青杨庙南村、胡村、韩庄村、田湾村、吴村、李庄村、王圪垱村、薛店北村、薛店西村

、薛店南村、青杨庙东村、青杨庙西村
4104250305 63

平顶山市 郏县 白庙乡 谒王庄村、赵庄村、张村、白庙村 4104250305 63

平顶山市 郏县 渣园乡
查庄村、王赵庄村、马头张村、西王楼村、西冯庄村、东冯庄村、叶庄村、下孙村、大王庄村、渣园村、

朱庄村
4104250305 63



平顶山市 郏县 广阔天地乡 小程庄村、大程庄村、桃园铺村、青龙庙村、杨庄村 4104250306 63

平顶山市 郏县 长桥镇
龙泉寨村、黄庄村、西谷刘村、东谷刘村、罗沟村、王风梧村（玉凤梧村）、王老庄村、老李庄村、窦堂

村、东长桥村、李光明村、双槐赵村、楼王村、白庄
4104250307 63

平顶山市 郏县 王集乡 西岩村、东岩村、董村、北李庄村、毛庄村、吴楼村、龙头槐村、刘庄村、王集村、徐楼村（徐庄村） 4104250307 63

平顶山市 郏县 白庙乡 国营郏县农场 4104250307 63

平顶山市 郏县 冢头镇
任刘庄村、高刘庄村、南三郎庙村、小李庄村、达理王村、拐河村、李子曰庄村、西寨村、东街村、北街

村
4104250307 63

平顶山市 郏县 堂街镇
堂街西村、曹庄村、南谢庄村、石桥店村、后庄村、丁庄村、李世和庄西村、李世和庄东村、段李庄村、

堂街东村、孔湾西村、孔湾东村、小寨
4104250308 63

平顶山市 郏县 姚庄回族乡 姚庄村、南三郎庙村、解庄村、小崔庄村 4104250308 63

平顶山市 郏县 李口镇 西北村、东南村、西南村、东北村、张店西村 4104250309 63

平顶山市 郏县 冢头镇

兰育村、柿园村、天地庙村、大花园村（花园村）、梁庄村、靳庄村、李渡口村、花刘村、秦楼村、仝村

、陈寨村、段村、小庙张村、柏坟周村、李梓楼村、圪塔王村、陆村、焦北村、焦南村、高庄村、北三郎

庙村、王寨村、前王庄村、纪村村、圪塔寨村

4104250401 55.5

平顶山市 郏县 安良镇

老山薛村、段沟村、高垌村、高门垌村、三岔沟村、磨石坑村、小寨村、西安良村、岩郭村、高楼村、高

庙村、田村、徐楼村、张庄村、北朱洼村、牛村、丁李庄村、苗楼村、刘武店村、水泉村、山头张村、水

磨湾村、狮东村、酸庄村、狮西村、鲁庄村、任庄村、王楼村、赵楼村、蜂刘村、邢楼、雷庄

4104250401 55.5

驻马店 正阳县 闾河乡
席庄村、大杨村、商庄村、杨店村、彭围孜村、夏庄村、黄山村、胡庄村、大吴庄村、新寺村、朱腰村、

大高村、邱店村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正阳县 大林镇
沿淮村、十门村、蔡庄村、彭庄村、钱寨村、姚庄村、柏王村、漫塘村、范店村、涂楼村、涂店村、叶庙

村、汤庙村、李寨村、冷冢村、江湾村、大林镇林场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正阳县 皮店乡 幸寨村、潘店村、朱店村、夏寨村、卢寨村、康店村、王庄村、孙寨村、小集村、罗堂村、皮店乡林场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正阳县 彭桥乡 大陈村、小赵村、大刘村、王店村、何庄村、板桥村、新店村、老店村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正阳县 兰青乡
江店村、郭楼村、刘湖村、大余村、杨楼村、王庄村、吴庄村、智庄村、胡塘村、张庄村、丁毛楼村、胡

冲村、李洼村、潘庄村、周孟村、兰青乡种子站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正阳县 汝南埠镇

陈门村、岗头村、魏龚村、大温村、谢寨村、小围孜村、孙庄村、滕庄村、洪山村、张夹村、杨围孜村、

前龚村、阮洼村、余楼村、杨岗村、陈围孜村、岳城村、袁庄村、齐寨村、梁湖村、于岗村、于寨村、谭

围孜村、汝南埠镇种子场、汝南埠镇林场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正阳县 陡沟镇
代湾村、张湾村、隗湾村、祝湾村、孟庄村、常闵村、小魏庄村（魏庄村）、西闵村、大鲁村、汪楼村、

谢庙村、八里村、孟寨村、尚田村、周湾村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确山县 盘龙街道 官庄社区、新生街社区、和平街社区、北关社区、生产街社区、东郊社区、西郊社区 4117250101 69

驻马店 确山县 朗陵街道 鲍庄社区、双楼社区、莲花社区、八里岔社区、赵庄社区、贯山社区、马庄社区、宋庄社区 4117250201 63

驻马店 确山县 三里河街道

董庄社区、后楼社区、刘庄社区、南泉社区、中店社区、北泉社区、老臧庄社区、秀山社区、尚庄社区、

盘龙社区与盘龙街道争议地、秀山社区与南泉社区争议地、武铁采矿采石厂、中店社区与秀山社区争议地

、中店社区与驿城区林场争议地、后楼村与土门林区争议地、南泉社区与刘庄社区争议地、南泉社区与中

店社区争议地

4117250201 63

驻马店 确山县 盘龙街道 罗岗社区、周湾社区、盘龙社区 4117250201 63

驻马店 确山县 普会寺乡 白山村、凡店村、马沟村、普会寺村、钱沟村、宋楼村、台子坡村、姚庄村、袁庄村、张营村 4117250301 58.5



驻马店 确山县 刘店镇
大刘庄村、大孙庄村、董埠口村、独山村、侯楼村、后山村、黄楼村、李楼村、刘店村、张路庄村、彭庄

村、前曹村、四座楼村、伍桥村、姚楼村、赵洼村
4117250301 58.5

驻马店 确山县 留庄镇 柴庄村、后营村、刘寨村、留庄村、毛绳村、石庄村、谭楼村、汪庄村、张里山村 4117250301 58.5

驻马店 确山县 瓦岗镇
邢店村、下沟村、邓庄村、泽沟村、田畈村、林庄村、贯台村、芦庄村、芦庄村与贯台村争议地、贯台村

与冲口村争议地、下沟村与驿城区争议地、石滚河乡何大庙村与芦庄村争议地
4117250301 58.5

驻马店 确山县 任店镇

大王楼村、任店村、黄店村、黄山坡村、蒋庄村、吕庄村、木寨村、前巩庄村、王班庄村、吴湾村、下岗

村、小王庄村、张冲村、赵湾村、胡寨村、黄店村与土门林区争议地、吕庄村与土门林区争议地、前巩庄

村与土门林区争议地、任店村与蒋庄村争议地、土门林区与小王庄村争议地、赵湾村与前巩庄村争议地

4117250301 58.5

驻马店 确山县 竹沟镇
鲍棚村、陈楼村、关沟村、竹沟村、杨庄村、堰塘庄村、徐庄村、肖庄村、西王楼村、西李楼村、王岗村

、四棵树村、匡庄村、后里河村、河东村
4117250401 54

驻马店 确山县 新安店镇

卞楼村、陈桥村、崔岗村、代楼村、丁楼村、段庄村、古庄村、朱庄村、周庄村、余冲村、闫庄村、熊庄

村、新安店村、郭庄村、顺山店村、申河村、三山村、李塔村、阚庄村、槐树庙村、后堡村、郝岗村、郭

庄村与任店镇倪庄村争议地、郭庄村与薄山林场争议地、郭庄村与薄山林场与薄山水库争议地、郝岗村与

熊庄村争议地

4117250401 54

驻马店 确山县 任店镇

薄庄村、曹庄村、陈门店村、陈庄村、巩庄村、鄢庄村、阳春村、倪庄村、猴庙村、和尚庄村、薄山林场

与薄庄村争议地、薄山水库薄山水库与薄山林场争议地、常庄村与芦庄林场争议地、陈庄村与薄山林场争

议、袁庙林场、新安店镇郭庄村与薄山林场争议地

4117250401 54

驻马店 确山县 瓦岗镇

常庄村、冲口村、孙岗村、叶老庄村、瓦岗村、刘老庄村、黑风寺村、芦庄村与芦庄林场争议地、刘老庄

村与驿城区争议地、竹沟镇西李楼村与叶老庄村争议地、芦庄林场与冲口村争议地、芦庄村与芦庄林场与

常庄村争议地、刘老庄村与叶老庄村争议地

4117250401 54

驻马店 确山县 留庄镇
崔楼村、赵楼村、代庄村、邢河村、三宗寺村、潘古洞村、梅庄村、刘大桥村、梁庄村、李庄村、黑刘庄

村、戴庄村与柴庄村争议地、
4117250401 54

驻马店 确山县 双河镇

蔡楼村、蔡庄村、陈店村、陈上庄村、大戴庄村、大邓庄村、大徐庄村、张楼村、张店村、余庄村、杨店

村、邢庄村、夏庙村、王堂村、王老庄村、唐庄村、双河村、施庄村、马坡村、刘龙集村、凌楼村、金沟

村、韩楼村、张楼村与唐庄村争议地、唐庄村与五三农场争议地

4117250401 54

驻马店 确山县 石滚河镇
陈冲村、赵楼村、斩龙庙村、袁棚村、辛庄村、小谢庄村、石滚河村、聂庄村、南王楼村、毛家棚村、刘

楼村、何大庙村、南王楼村与斩龙庙村争议地、毛家棚村与小谢庄村争议地
4117250401 54

驻马店 确山县 李新店镇
大杨庄村、二道河村、杨湾村、谢庄村、夏湾村、武棚村、吴庄村、王楼村、邵楼村、潘集村、洛庙村、

李新店村、胡岗村、二道河村与胡岗村争议地、胡岗村与潘集村争议地、邵楼村与潘集村争议地
4117250401 54

驻马店 泌阳县 古城街道办事处 东关居委、新兴居委、新华居委、古城居委 4117260101 75

驻马店 泌阳县 花园街道办事处 北曹庄居委 4117260101 75

驻马店 泌阳县 泌水街道办事处 西关居委、陈营居委 4117260101 75

驻马店 泌阳县 古城街道办事处 南杨庄居委 4117260201 70.5

驻马店 泌阳县 花园街道办事处 冢子居委、东李岗居委、三里岔居委、高新庄居委 4117260201 70.5

驻马店 泌阳县 泌水街道办事处 李楼居委、陈楼居委、老苗庄居委、孟庄居委 4117260201 70.5

驻马店 泌阳县 象河乡 象河村 4117260301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黄山口乡 老安庄村、耿庄村 4117260302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春水镇 春水村 4117260303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下碑寺乡 下碑寺村 4117260304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郭集镇 郭集居委 4117260305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羊册镇 羊东村、羊北村、羊南村、魏楼村 4117260306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付庄乡 范庄村 4117260307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泰山庙镇 泰山庙村 4117260308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官庄镇 官南村、官北村 4117260309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贾楼乡 贾楼村 4117260310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杨家集乡 杨集村 4117260311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王店镇 王店居委 4117260312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花园街道办事处 东陈庄居委、禹庄居委、大吴庄居委、张庄居委、黄楝树居委、岳王岗居委、冯庄居委、彭庄居委 4117260313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泌水街道办事处 韩岗居委、陈岗居委、小岗居委、张飞岗居委、榆树岗居委、十里居委、张新庄居委、桥上居委 4117260313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古城街道办事处 史楼居委、大岗居委、七里岗居委、杨院居委 4117260313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赊湾乡
赊湾村、杨岗村、刘岗村、香坊李村、董岗村、王闫村、关冯村、王庄村、柿园村、康庄村、田庄村、小

康村、马楼村、穆庄村、多庄村、闫庄村、赊湾乡林场、赊湾乡园艺场
4117260313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高邑乡 高邑村、罗沙坡村、侯庄村 4117260313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双庙街乡 双庙街村 4117260313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王店镇 小河村 4117260313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铜山乡 大路庄村、上邵村、彭庄村 4117260314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高邑乡 孙桥村 4117260314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高店乡
高店村、肖湾村、柏棚村、和岗村、九门岗村、程店村、吴沟村、二门村、瓦房村、中门村、中管村、刘

店村、陈薄地村、三道沟村
4117260315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盘古乡 席岗村 4117260316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马谷田镇 马谷田村 4117260317 67.5

驻马店 泌阳县 象河乡 槐树李村、岗王村、霍庄村、吴楼村、焦林村、何庄村、刘台村、上曹村、下曹村、陈平村、霍庄水库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泌阳县 黄山口乡 上周村、安淳李村、周陈村、沈庄村、下罗村、崔湾村、山庄村、石仁河村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泌阳县 春水镇
春东村、前邓村、毛胡张村、孟冲村、铁冲村、樊洼村、薛楼村、马庄村、和庄村、邵岗村、铁帽徐村、

罗楼村、魏庄村、火石山村、湾李村、张沟村、沈楼村、廖庄村、东大岗林场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泌阳县 下碑寺乡
尹庄村、石灰窑村、大郭庄村、和邵庄村、东李庄村、吕庄村、曹庄村、姚庄村、罗庄村、四合村、马岗

村、大张庄村、下碑寺林场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泌阳县 郭集镇
西马庄村、侉庄村、丁庄村、高庄村、三官庙村、大刘庄村、杨树岗村、刘安村、龙潭村、付金川村、石

子村、柳树王村、苏庄村、黑土魏村、王山村、何芦村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泌阳县 羊册镇

姚庄村、官田洼村、吉庄村、关帝庙村、殷庄村、大贾楼村、砖台李村、砚洼村、五里王村、下陶村、曹

岗村、铁佛寺村、宋庄村、陶庄村、王观村、荒庄村、毛庄村、上冯村、井湾村、郭明吴村、上安村、罗

庄村、文庄村、闫台村、古城村、华山水库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泌阳县 付庄乡
马洼村、刘庄村、梅林村、小崔庄村、小河村、龙王庙村、李岗村、庵子村、焦庄村、申铺村、竹林村、

南何庄村、谢林庄村、小河水库、付庄乡农场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泌阳县 泰山庙镇
赵庄村、荣庄村、赵岗村、黄陂桥村、大寨村、林里村、赵洼村、李老庄村、油坊庄村、乔庄经济开发区

居委、崔庄村、陈力庄村、泉河村、岗李村、常庄村、惠河村、苗庄寺村、毗河姚村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泌阳县 官庄镇
楼房村、段庄村、王庄村、王和村、吴庄村、蒋庄村、冯楼村、梁河村、前寨村、秦老庄村、石头河村、

麻庄村、寺东村、山前王村、铁王村、红河村、龙水村、王河村、岗上村、牛岗村、三山水库、石门水库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泌阳县 贾楼乡
稻谷田村、凤凰台村、菜园村、邱庄村、陡岸村、竹园村、禹楼村、杨台村、马湾村、玉皇庙村、大张沟

村、瓦房村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泌阳县 杨家集乡
董庄村、郭庄村、孟岗村、晁庄村、沔阳郭村、大禹庄村、大徐村、二铺村、华岗村、张铺村、王稳村、

汪庄村、小郑庄村、杨家集乡林场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泌阳县 王店镇
王楼居委、下湾居委、周庄村、冯蒋村、昌庄村、白庄村、曾庄村、老林村、上岗村、肖楼居委、高楼居

委、李庄村、马庄村、靳庄村、夏楼村、姜庄村、马寺茶场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泌阳县 高邑乡
党庄村、下陈洼村、史洼村、余洼村、谭园村、小屯村、王湾村、夭庙村、上邵牧场1、上邵牧场2、上邵

牧场3、上邵牧场4、上邵牧场5、上邵牧场6、上邵牧场7、上邵牧场8、转山林场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泌阳县 铜山乡

高庄村、毛桥村、羊进冲村、楼房岭村、闵庄村、邓庄村、缸窑村、铜峰村、罗沟村、曹庄村、柳河村、

郑庄村、肖庄村、山头村、焦竹园村、王店乡林场、大路庄乡蚕场1、大路庄乡蚕场2、大路庄乡蚕场3、乡

林场、汪冲林场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泌阳县 盘古乡
柏树庄村、周庄村、许庄村、王庄村、二郎村、卧牛山村、盘古村、磨山村、大磨村、桃园村、董冲村、

杨西庄村、席庄村、柴庄村、栗园村、吉洼村、柿树底村、安子沟村、老店村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泌阳县 马谷田镇
黄庄村、马道村、庙街村、王冲村、罗店村、茨园村、王庄村、陈庄村、肖岭村、罗桥村、河南村、西陈

庄村、小李庄村、陶店村、东高庄村、郭岗村、下河村、孙庄村、堡子村、南岗村、杨楼村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泌阳县 双庙街乡
一张村、肖集村、桑盘村、夭庄村、蔡庄村、付洼村、中心庄村、老康庄村、吉楼村、沟李村、枣庄村、

阎洼村、贾洼村、西周庄村、西刘岗村、武岗村、贾庄村
4117260401 58.5

驻马店 汝南县 古塔街道办事处 三里店社区 4117270101 69

驻马店 汝南县 汝宁街道办事处 西关社区 4117270101 69

驻马店 汝南县 古塔街道办事处
范胡村、果园村、南大吴村、屈庄村、汪庄村、五里岗社区、熊湾村、祝湾村、刘柏庄社区、刘屯社区、

十里铺社区、宋庄社区、付楼社区
4117270201 60

驻马店 汝南县 汝宁街道办事处 东关社区、大付庄社区 4117270201 60

驻马店 汝南县 三门闸街道办事处
白庙村、菜元王村、陈坡村、大石村、大唐村、大新庄村、高庄村、黄庙村、孔王村、老房庄村、六里庄

村、桃园铺村、五里庙社区、许庄村、杨刘村、赵庄村、老祖庙村、东城社区、姜庄社区、三里庄社区
4117270201 60

驻马店 汝南县 三桥镇

安庄村、褚庄村、桂庄社区、贺屯村、胡庄村、霍埠口村、君于庄村、廖屯村、刘寨村、马庄村、臻头河

村、沙口村、秫秆铺村、唐寺村、魏庄社区、伍湾村、余岗村、殷店村、野猪岗村、杨庄社区、秧湖村、

辛庄村、夏屯村、韩庄村

4117270301 54

驻马店 汝南县 韩庄镇
八里村、韩庄社区、和庄村、林庄村、聂庄村、陶桥村、王楼村、王竹园村、魏屯村、翁屯村、西马村、

西肖屯村、徐寨社区
4117270301 54

驻马店 汝南县 老君庙镇
白堰村、大肖村、杜庄村、房坡村、康店村、老胡庄村、老君庙村、孙屯村、孙沿村、伍庄村、余子河村

、闫砦村、肖屯村、小方庄村
4117270301 54

驻马店 汝南县 常兴镇

柏丈屯村、常兴社区、崔屯村、大申庄村、大田庄村、大王庄村、代塔村、冯楼村、韩寨社区、李楼村、

黄汤村、姜寨村、老湾村、马屯村、穆屯村、杨庄村、任桥村、台子寺村、王集村、魏埠口村、西王庄村

、曾庄村、严庄村、许屯村、小亮寺村

4117270301 54

驻马店 汝南县 板店乡
板店村、北潘庄村、柴庄村、冯屯村、顾庄村、刘营村、彭营村、苏庄村、唐营寨村、王庄村、魏岺村、

仲庄村、玉皇庙村、杨洼村
4117270301 54



驻马店 汝南县 王岗镇
北胡村、常营村、大胡村、韩坡村、何岗村、后营村、金庄村、孔寨村、卢岗村、路庄村、罗庄村、王岗

村、伍岗村、张岗村、余庄村、尹庄寨村、熊岗村、夏湾村
4117270301 54

驻马店 汝南县 留盆镇
田庄村、簸箩王村、大冀村、大余村、冯亮村、冯湾村、何庄村、后韩村、户庄村、冀店村、老冯村、留

盆村、前徐村、孙庄村、朱楼村、周庄村、殷湾村、杨寨村、杨集村、王桥村
4117270301 54

驻马店 汝南县 梁祝镇
陈冲村、安庄村、罗庄村、赵庄村、周庄村、冯庄村、赖屯村、老庄村、马北社区、马南社区、杨庄村、

张庄村、庞庄村、任庄村、王庄村、吴营村、徐坡村、雷庄村
4117270301 54

驻马店 汝南县 和孝镇
陈屯村、郭庄村、和孝社区、后马回族村、黄屯村、黄砦村、赖大庙村、梁岗村、林阁村、林楼村、吕屯

村、王楼村、邱井村、薛岗村、新集村、小田村
4117270301 54

驻马店 汝南县 金铺镇
陈庄村、大吴村、俄庄村、耿庄村、金铺居委会、金赵村、康庄村、老金村、李庄村、刘花门村、潘湾村

、前张村、宋寨村、霍寨村、姚寨村、徐庄村、小邱村、高庄村
4117270301 54

驻马店 汝南县 东官庄镇
大湾村、邓屯村、邓庄村、官庄居委会、胡寨村、焦庄村、赖楼村、李坡屯村、李塘村、李寨村、良屯村

、刘坡村、苗庄村、舍屯村、宋屯村、陶陂村、滕冢村、王和店村、王屯村、吴庄村、辛屯村、夏庄村
4117270301 54

驻马店 汝南县 罗店镇
王桥村、老村村、六合村、罗东社区、罗西村、施庄村、双庙村、张庄村、张竹园村、袁庄村、尤庄村、

小王寺村、杨楼村、李岗村、别桥村、邢桥村、大李庄
4117270301 54

驻马店 汝南县 张楼镇
方桥社区、河北社区、黄庄村、庙东村、守法李村、王沟村、吴寨村、张楼社区、姚湾村、杨沟村、邢庄

村
4117270301 54

驻马店 汝南县 南余店乡 郭店村、李楼村、门庄村、潘庄村、张湾村、余店村、杨围子村、秧湖村、薛庄村、徐庙村 4117270301 54

驻马店 遂平县 灈阳街道办事处 泰安社区居委会、金山社区居委会、富强社区居委会、铁西社区居委会、前进社区居委会 4117280101 76.5

驻马店 遂平县 莲花湖街道办事处 南海社区居委会、菊园社区居委会、陶成社区居委会、青龙社区居委会、民安社区居委会 4117280101 76.5

驻马店 遂平县 石寨铺镇 张楼村、大魏庄村、大陈庄村、大刘庄村、刁庄村、南魏庄村（现归驻马店开发区） 4117280102 76.5

驻马店 遂平县 灈阳街道办事处 马庄社区居委会、寄桥社区居委会 4117280201 67.5

驻马店 遂平县 褚堂乡 八里刘村 4117280201 67.5

驻马店 遂平县 和兴镇 赵庄村 4117280201 67.5

驻马店 遂平县 莲花湖街道办事处 三里桥社区居委会、刘庄社区居委会 4117280201 67.5

驻马店 遂平县 产业集聚区 郭庄社区居委会、徐店社区居委会、先庄社区居委会 4117280201 67.5

驻马店 遂平县 遂平新区 施庄社区居委会、党庄社区居委会、马庄社区居委会 4117280201 67.5

驻马店 遂平县 车站街道办事处 人民路社区居委会 4117280201 67.5

驻马店 遂平县 石寨铺镇 大张庄村、大金庄村、黄庄庙村、彭庄村、万庄村、石寨铺社区居委会 4117280202 67.5

驻马店 遂平县 车站街道办事处 付庄社区居委会 4117280202 67.5

驻马店 遂平县 常庄镇 吴集村、大王堂村、胡赵庄村、杜赵村 4117280301 61.5

驻马店 遂平县 灈阳街道办事处 高集社区居委会、王陈社区居委会 4117280301 61.5

驻马店 遂平县 和兴镇 和兴村、藕花村、大牛村、李庄村、金刘村、吴阁村、刘桥村、张庄村、刘店村、钟庄村 4117280301 61.5

驻马店 遂平县 阳丰镇 郑湾村、邢桥村、王悦村、大石桥村、索店村、朱屯村 4117280301 61.5

驻马店 遂平县 褚堂乡 褚堂村、小王庄村、屈庄村、周楼村、岗官庄村、沟南刘村、于楼村 4117280301 61.5

驻马店 遂平县 车站街道办事处
刘虎庄社区居委会、罗子张社区居委会、八里杨社区居委会、三官庙社区居委会、王老庄社区居委会、焦

庄社区居委会
4117280301 61.5



驻马店 遂平县 和兴镇
张店村、草庙村、李屯村、孙庄村、火龙庙村、程台村、席庄村、恒兴村、后楼村、青石桥村、大刘庄村

、魏楼村、赵陈村
4117280401 57.75

驻马店 遂平县 阳丰镇 黑赵村、阳丰村、杨庄村、罗李村、干石桥村、肖庄村、土楼村、刘楼村、赵楼村 4117280401 57.75

驻马店 遂平县 常庄镇
圈子王村、任庄村、边子张村、蔡岗村、前王庄村、蒋庄村、龙泉村、三里朱村、徐楼村、常庄村、大兴

村、大王庄村
4117280401 57.75

驻马店 遂平县 石寨铺镇 柳庄村、李集村、闫桥村、张湾村 4117280401 57.75

驻马店 遂平县 沈寨镇
罗池坑村、远城村、神沟庙村、双楼村、吴楼村、徐庄村、岗赵村、雷王庙村、小寨村、砖桥村、魏庄村

、刘阁村、薛庄村、沈寨村、沈庄村、高庄村、和店村、老庄村、田堂村、张赵庄村、杨楼村
4117280401 57.75

驻马店 遂平县 玉山镇
火龙庙村、吴寨村、初徐村、康庄村、贾庄村、坡李村、高竹园村、刘庄村、培楼村、柴庄村、玉山村、

苏庄村、吴庄村、悦庄村、黄庄村
4117280401 57.75

驻马店 遂平县  嵖岈山镇
土山村、大里王村、竹园村、常韩村、鲍庄村、窗户台村、韩楼村、魏楼村、周楼村、海眼村、赵庄村、

红石崖村、杨店村
4117280401 57.75

驻马店 遂平县 槐树乡
吴岗村、罗庄村、霍庄村、池庄村、袁庄村、柳树庄村、槐树村、陈庄村、大营村、高楼村、张吴楼村、

坡于村、胜桥村、李兴楼村
4117280401 57.75

驻马店 遂平县
凤鸣谷风景区管理委

员会
李尧村、栗园村、火石山村、张台村 4117280401 57.75

驻马店 遂平县
嵖岈山风景区管理委

员会
嵖岈山村、潘赵村、断山口村 4117280401 57.75

驻马店 遂平县 花庄镇
邓庄村、花庄村、长寺村、五车牛村、赵庄村、下阳村、魏楼村、陈庄村、小营村、高魏楼村、流水店村

、古泉山村
4117280401 57.75

驻马店 遂平县 文城乡
前李村、王楼村、先庄村、王来宾村、上仓村、文城村、马庄村、官庄村、吴庄村、靳庄村、东营村、前

湖村、马楼村、王庄村、黄西河村、魏湾村
4117280401 57.75

济源市 济源市 天坛街道
伯王庄、柴庄、东石露头、贾庄居委会、宋庄、北潘、南潘、高庄居委会、小韩村、大驿、西马蓬河西、

西马蓬河东、西石露头（部分)、泥河头、甘河、南白涧（部分)村
4190010101 107.25

济源市 济源市 北海街道 李庄、小刘庄、东高庄、北街、东关、马寨、纸坊、三庄、下街、庙街、铁岸、碑子、庙后（部分）村 4190010101 107.25

济源市 济源市 济水街道 东街、东庄、北街、狄庄、东园、南街、西街、西关村 4190010101 107.25

济源市 济源市 沁园街道
马庄、西留村、东马蓬、东留村、河合、御驾庄、东夫人头、赵礼庄、中礼庄、邱礼庄、宗庄、南夫人头

、屯军头（部分）
4190010101 107.25

济源市 济源市 玉泉街道 南堰头、亚桥、段庄、北堰头、西水屯、南水屯（部分） 4190010101 107.25

济源市 济源市 轵城镇 张岭新村（部分）、东留养（部分）、长泉新村（部分)、西留养（部分）、王礼庄（部分）村 4190010101 107.25

济源市 济源市 承留镇 韩村（部分） 4190010101 107.25

济源市 济源市 天坛街道 小庄、西石露头（部分）、南白涧（部分） 4190010201 83.25

济源市 济源市 北海街道 庙后（部分）、药园村 4190010201 83.25

济源市 济源市 沁园街道 屯军头（部分）村 4190010201 83.25

济源市 济源市 玉泉街道
堽头、东郭路、竹峪村、旧河庄、西郭路、王庄、苗店、白沟村、东马头、刘庄村、中马头、西马头、石

牛村、北水屯、陆家岭村、南水屯（部分）村
4190010201 83.25

济源市 济源市 五龙口镇

白龙庙、西逯寨、东逯寨、尚庄前、任寨、尚后村、西窑头、马村、逯村、化村、留村、和庄、王寨、河

头、辛庄、西正村、古杨树庄、谷堆头、闫庄村、西坡新村、西坡、董庄、莲东、裴村、休昌、北官庄、

五龙头

4190010201 83.25



济源市 济源市 梨林镇

沙后、沙东、沙西、屈东、屈西、良庄、安村、大许、东许、大交新村、沁市、小官庄、南庄、薛庄新村

、水东、薛庄、桥头、水运庄、梨林、塚上村、南官庄、北荣、后荣、程村、朱村、南程、逢薛村、关阳

村、牛社、西湖、范庄、东坡新村、北瑞、南瑞、永太、阎庄村、赵家庄、西蒋、前荣、熬坪新村、肖庄

村、东蒋、五里沟新村、裴城、桃园村

4190010201 83.25

济源市 济源市 天坛街道 小庄、西石露头（部分）、南白涧（部分） 4190010201 83.25

济源市 济源市 克井镇
王才庄、克井、勋掌新村、小郭富、大郭富、新庄、虎尾河、九务村、塘石、逢南、贾庄、青多、灵山、

勋掌双峰、北樊、中樊、南樊、原昌、佃头、柿槟、水运、西许、东许村
4190010201 83.25

济源市 济源市 思礼镇
荆王、牛湾新村、洛峪新村、黄庄新村、北姚、北官桥、三河寨、三河、涧南庄、西柴庄、范寺、石牛、

思礼、张村、涧北、花石村
4190010201 83.25

济源市 济源市 承留镇

北石、高沟、南石、孔庄、南勋、北勋、曲阳、张庄、曲阳水库、枣林、小南姚、周庄、卫庄、西官桥、

东官桥、大峪新村、南姚河西、王拐新村、南姚河东、北杜、南杜、栲栳、南沟、韩村（部分）、承留、

安腰村

4190010201 83.25

济源市 济源市 轵城镇

泽南、小王庄、石板沟、富源、王虎、西留养（部分）、东轵城、南河口、南李庄、柏坪、赵村、中王、

西添浆、东添浆、新峡、绮里、金河、张金、周楼、新安、南塚、宏泉、河岔、交兑新村、牛家庄、大郭

庄、王礼庄（部分）、北孙村、南孙村、良安新村、泽北、柿花沟、西轵城、桐花沟、泗涧、南郭庄、庚

章、长泉新村（部分）、东留养（部分）、张岭新村（部分）、金桥村

4190010201 83.25

济源市 济源市 坡头镇 坡头、留庄、马住、连地、西滩村 4190010202 83.25

济源市 济源市 轵城镇

丁斗、战天洞、槐滩、曹凹、雁门、翟庄、枣树岭、柏树庄、曹庙、许峰、背坡、彭庄、宋沟、源沟、柏

林、齐庄、赵庄、洪沟、红土沟、黄龙庙、泥沟河、南王庄、聂庄、桥凹、卫沟、毛田新村、泗涧、岭头

村

4190010301 69

济源市 济源市 坡头镇 柳玉沟村、石槽沟、店留、左山、栗树沟村、狄沟、郝山、佛涧、毛岭、双堂、白道河 4190010301 69

济源市 济源市 承留镇
上观、张河、虎岭、五三一、卫河、下观、玉阳、郑窑、李八庄、虎岭林场、小寨、中原特殊钢厂、当庄

、谷沱、东张、三皇、栗子、花石
4190010301 69

济源市 济源市 思礼镇 西宋庄、竹园沟、史寨、夏神庙、姬沟、三教堂、思礼镇林场、城岸、立城、庆华、高庄村 4190010301 69

济源市 济源市 克井镇
阎和、阎营、茶店、勋掌金水、北社、克井镇苗圃场、勋掌古泉、磨庄、石河、北乔庄、康村、南庄、枣

庙、白涧、任庄、苗庄、大社、中社、后沟河村
4190010301 69

济源市 济源市 大峪镇 桥沟、桐树岭村 4190010302 69

济源市 济源市 大峪镇 寺郎腰村 4190010303 69

济源市 济源市 王屋镇 杨沟、王屋镇林场、柳沟、王屋、桥后沟、桃花洞村 4190010304 69

济源市 济源市 下冶镇 下冶村 4190010305 69

济源市 济源市 邵原镇 邵原、后王庄、卫洼村 4190010306 69

济源市 济源市 思礼镇 郑坪、水洪池村 4190010401 58.5

济源市 济源市 承留镇 蟒河林场、山坪、玉皇庙、南岭、孤树、大沟河、赵老庄、大沟河林场、仓房庄、卫佛安村 4190010401 58.5

济源市 济源市 王屋镇

东西山、愚公林场、西坪、林山、和平、铁山、迎门、汤洼、麻院、上官庄、太凹、燕庄、麻庄、愚公、

清虚宫、封门、庭芳、大店、新林、商庄、寨岭罗庄、乔庄、风门腰、大路、竹泉、西门、茶房、柏木凹

、枣园、和沟、前刘沟、毛凹、五里桥、原庄、上二里、谭庄、石匣、桶沟、乔庄、韩旺村

4190010401 58.5

济源市 济源市 大峪镇
上寨、冢堌堆、草沟、鹿岭、王拐、偏看、堂岭、朝村、董岭、三岔河、陡沟、槐姻、栗园村、乱石、大

奎岭、反头岭、仙口、陡岩沟、林仙、黄河小浪底水库、小横岭、王坑、方山、曾庄、砚瓦河、薛寨村
4190010401 58.5



济源市 济源市 下冶镇

上河、逢北、逢掌、杨木洼、王树沟、下韩旺、吴村、圪老圈、官窑、北吴、北桐、上石板、下冶镇林场

、下石板、三教、砖阳河、南桐、中吴、南吴、楼沟、上冶、韩彦、东河、大岭、竹园、朱庄、曹腰、石

槽、前洼、坡池、陶山、南堰头、探马庄、官洗沟、原头、圪台、郑山村

4190010401 58.5

济源市 济源市 邵原镇

二里腰、黄背角、黄楝树林场、小沟背、黄楝树、杏树凹、花园、邵原林场茶坊、史家腰、崔家庄、北寨

、白坡崖、郝坡、东阳、河西、院科、洪村、张凹、刘下沟、北李洼、七沟河、段洼、前王庄、称弯、刘

腰、李洼、李家庄、刘寨、阳安、刘沟、牛庄、葛山、长院、田沽沱、柴家庄、王岭、姜圪塔、红院、金

沟、碌碡、山院、赵圪塔、南窑、唐山、南山、双房、神沟、坟凹村

4190010401 58.5

济源市 济源市 坡头镇 校庄村、苇园、蒋庄、马场、清涧、大庄、泰山、蓼坞村 4190010401 58.5

济源市 济源市 五龙口镇 山口、贺坡、省庄、里河 4190010402 58.5

济源市 济源市 克井镇 交地、圪针庄、勋掌后沟河、渠首、东滩、圪了滩、沁西、河东、克井镇林场、中社林场、郭庄 4190010402 58.5

郑州市 巩义市 杜甫路街道办 该街道办 4101810101 112.5

郑州市 巩义市 孝义街道办 该街道办、小沟 4101810101 112.5

郑州市 巩义市 新华路街道办 该街道办 4101810101 112.5

郑州市 巩义市 北山口镇 白河、北山口、南官庄、铁匠炉 4101810201 97.5

郑州市 巩义市 杜甫路街道办 常庄、东黑石关、和义里沟、和义外沟 4101810201 97.5

郑州市 巩义市 康店镇 康南、庄头 4101810201 97.5

郑州市 巩义市 孝义街道办 二十里铺、烈姜沟、龙尾、南地、桥上、石灰务、孝北、孝南、西沟 4101810201 97.5

郑州市 巩义市 站街镇 仓西（部分）、东站镇、贺尧、老城、小黄冶、王沟 4101810201 97.5

郑州市 巩义市 紫荆路街道办 北官庄、大黄冶、高尚、新沟、紫荆路街道办事处 4101810201 97.5

郑州市 巩义市 站街镇 巴沟、柏茂、仓西（部分）、集沟、南瑶湾、岳岭、站街镇集体、驻驾河 4101810301 82.5

郑州市 巩义市 河洛镇 柏沟岭、黑叶岭、胡坡、鲁村、寺沟 4101810301 82.5

郑州市 巩义市 北山口镇 东门、西头、西河、底沟、北湾 4101810302 82.5

郑州市 巩义市 河洛镇
七里铺、双槐树、滩小关、仁存沟、沙鱼沟、神北、神南、南河渡、寺湾、康沟、石关、庙门、五龙、古

桥、菜沟、水峪
4101810401 75

郑州市 巩义市 康店镇 焦湾、康北、康店镇集体、康南、礼泉、杨岭、张岭、庄头 4101810401 75

郑州市 巩义市 站街镇 北瑶湾 4101810401 75

郑州市 巩义市 河洛镇 官殿 4101810402 75

郑州市 巩义市 北山口镇 老井沟、山川 4101810403 75

郑州市 巩义市 夹津口镇 夹津口、夹津口镇集体、石井、双河、铁生沟 4101810403 75

郑州市 巩义市 鲁庄镇 鲁庄、斜里、南村、后林、东侯、南侯、北侯、西侯、鲁庄镇集体 4101810403 75

郑州市 巩义市 涉村镇 西涉、后村、东涉、前窑、浅井、上庄、桃园、王庄、大南沟、涉村镇集体 4101810403 75

郑州市 巩义市 回郭镇
訾殿、清东、清中、清西、柏漫、南罗、北罗、东庙、马口、李沟、卢医庙、北寺、向阳、驻驾庄、前庄

、北杨庄、李邵、刘村、柏峪、柴沟、干沟、回郭镇集体
4101810403 75

郑州市 巩义市 西村镇 西村、东村、罗口、常封、滹沱、堤东、西村镇集体 4101810403 75

郑州市 巩义市 永安路街道办 后泉沟、高山、永安路街道办事处 4101810403 75

郑州市 巩义市 芝田镇
芝田、官庄、费窑、喂庄、蔡庄、寇家湾、益家窝、稍柴、东沟、北石、南石、寨沟、八陵、羽林庄、芝

田镇集体
4101810403 75

郑州市 巩义市 大峪沟镇 薛庄、钟岭、黑龙谭、桥沟、海上桥、大峪沟、寨坡、岳寨、玉皇庙、磨岭、胡家沟、大峪沟镇集体 4101810404 75



郑州市 巩义市 北山口 水地河、白窑 4101810404 75

郑州市 巩义市 米河镇 草店、小里河、汇龙、高庙、两河口、东竹园、半个店、米北、米南、米河镇集体 4101810404 75

郑州市 巩义市 小关镇 小关、冯寨、龙门、楼子沟、口头、杜沟、郑沟、小关镇集体 4101810404 75

郑州市 巩义市 新中镇 茶店、温堂、新中、灵官殿、亚沟、新中矿区、新中镇集体 4101810404 75

郑州市 巩义市 站街镇 山神庙 4101810404 75

郑州市 巩义市 竹林镇 竹林街、孙寨、张沟、竹林镇集体 4101810404 75

郑州市 巩义市 河洛镇 黄河管理委员会、洛口、金口、源村、英峪、西石沟、荣脑、石板沟、黄河滩、镇渔场、黄河村 4101810501 60

郑州市 巩义市 康店镇 裴峪、扎峪、于沟、马峪沟、井沟、北油店（北游殿）、赵沟、董柏坡、曹柏坡、徐柏坡、俩沟 4101810501 60

郑州市 巩义市 康店镇 黑南、黑北、叶岭、山头 4101810502 60

郑州市 巩义市 大峪沟镇 杏花、杨里、柏林、王河、将军岭、董陵、韩门、三官庙、和沟 4101810503 60

郑州市 巩义市 米河镇 铁山、支石、刘源沟 4101810503 60

郑州市 巩义市 小关镇 段河、水道口、张庄 4101810503 60

郑州市 巩义市 米河镇 赵岭 4101810504 60

郑州市 巩义市 鲁庄镇 苏家庄、念子庄、罗彦庄、李家沟、安头 4101810505 60

郑州市 巩义市 大峪沟镇 新山、民权 4101810506 60

郑州市 巩义市 夹津口镇 纸坊、丁沟、王沟、申沟、宋岭、公川、韵沟、卧龙 4101810506 60

郑州市 巩义市 鲁庄镇
南村寨、桑家沟、四合、小相、东庄、赵城、邢村、李窑、张庄、关帝庙、王窑、丁峪、里河、外河、五

顶坡、虎山坡
4101810506 60

郑州市 巩义市 米河镇 双楼、菜园、苇园、魏寨、明月、水头 4101810506 60

郑州市 巩义市 涉村镇
巩义市林场、羊角沟、凌沟、小南沟、东安、西坡、南庄、北庄、罗泉、洪河、北坡、涌泉、吴沟、西沟

、郭峪、方家门、寺平、五指岭、三峪河、黑沟岭、桑树沟
4101810506 60

郑州市 巩义市 西村镇 坞罗、桂花、李瑶、山东、赵窑、瑶岭、张沟、圣水、车元、五岭 4101810506 60

郑州市 巩义市 小关镇 南岭新村、山怀、丰门沟、小关居委会 4101810506 60

郑州市 巩义市 竹林镇 丁烟村 4101810506 60

郑州市 巩义市 新中镇 岭沟、楝树口、池沟、石殿、杨树沟、峡峪、老庙、桃花峪、天井坑、教练坑 4101810506 6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煤山街道办事处 赵庄居委会、骑庄居委会、汝州市农场、西东居委会、望嵩居委会、西司村 4104820101 9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风穴街道办事处
下程村位于中心城区扩展区规模控制线以内的集体土地，党屯村、城北居委会、吴洼村、张鲁庄居委会、

塔寺居委会
4104820101 9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钟楼街道办事处 东大居委会、东关居委会、二里店居委会、郭庄居委会、闫庄村、程楼村、拐棍李村、东街居委会 4104820101 9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洗耳河街道办事处 刘庄居委会、南关居委会、西大居委会、西西居委会、西街居委会 4104820101 9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米庙镇 郭营村位于中心城区扩展区规模控制线以内的集体土地、铁炉马村 4104820101 9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煤山街道办事处 葛庄村、司东村(司屯)、肖庄居委会 4104820201 79.5

平顶山市 汝州市 风穴街道办事处 下程村位于中心城区扩展区规模控制线以外的集体土地。 4104820201 79.5

平顶山市 汝州市 洗耳河街道办事处 七里居委会、上河村、十里村 4104820201 79.5

平顶山市 汝州市 纸坊镇 陈古洞村、石桥村、石庄村、中山寨村 4104820201 79.5

平顶山市 汝州市 米庙镇
郭营村位于中心城区扩展区规模控制线以外的集体土地，安庄村、白庄村、郭林山庄村、马窑村、尚庄村

、于庄村、榆树陈村
4104820201 79.5



平顶山市 汝州市 骑岭乡 安洼村、北安庄村、范集村、王庄村 4104820201 79.5

平顶山市 汝州市 临汝镇 彦张村、菜园村、郝寨村、临北村、临东村、临南村、临汝镇城区、临西村 4104820301 66

平顶山市 汝州市 温泉镇 东均田村、付岭村、骆庄村、南刘村、温泉村、温泉镇城区、陈寨村、翟楼村、张寨村、朱寨村 4104820302 66

平顶山市 汝州市 骑岭乡 风穴寺林场、河坡村、黄庄村、田堂村、小陈村 4104820303 66

平顶山市 汝州市 汝南街道办事处
粪堆赵村、虎头村、栗庄村、南马庄村、怯庄村、下陈村、陈湾村、后铺村、吉庄村、南孙庄村、上陈村

、王寨村、魏洼村、西焦村、袁庄村、张吾庄村
4104820304 66

平顶山市 汝州市 蟒川镇 严和店村、英张村 4104820304 66

平顶山市 汝州市 王寨乡 胡庄村 4104820304 66

平顶山市 汝州市 纸坊镇 李家村、留王村、龙泉村、南寨村、泉李村、苏楼村、姚楼村、张楼村、张庄村、纸北村、纸西村 4104820304 66

平顶山市 汝州市 米庙镇 曹庄村、米庙村、双郭楼村、王河盘村、许庄村 4104820304 66

平顶山市 汝州市 洗耳河街道办事处 许寨村 4104820305 66

平顶山市 汝州市 庙下镇 春店村、湾子村、文寨村 4104820305 66

平顶山市 汝州市 骑岭乡 王堂村 4104820305 66

平顶山市 汝州市 寄料镇 高庙村、寄料村、寄料镇城区、纸坊村 4104820306 66

平顶山市 汝州市 寄料镇

蔡沟村、车厂村、车沟村、董王沟村、观上村、郭沟村、黄柏村、拉台村、雷湾村、李店村、炉沟村、吕

庄村、马长庄村、蛮子洼村、磨石村、南程庄村、南赵沟村、牛沟村、平王宋村、坡根村、妻贤庄村、桑

树坪村、石梯村、太山庙村、温楼村、西安沟村、徐庄村、闫小寨村、张坡村、北周庄村、竹园村

4104820401 6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温泉镇
侧崆庄村、邓禹村、丁庄村、东车坊村、东程庄村、东唐沟村、高水泉村、官东村、官西村、官中村、连

圪垱村、连庄村、南王庄村、西唐沟村、杨寨村、赵庄村
4104820401 6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临汝镇

白土泉村、北李庄村、北孙庄村、北王庄村、北纸坊村、大洼村、东马庄村、东营村、冯店村、关庙村、

国营农场、庙张村、坡池村、狮子张村、武庄村、西马庄村、西营村、小山沟村、冯楼村、营河村、榆树

园村

4104820401 6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小屯镇

崔辛庄村、大陈村、雷庄村、鲁辛庄村、时屯村、小屯村、小屯镇城区、朝川村、朝川矿生活区、朝川矿

务局、丁堂村、东村、范庄村、范湾村、耿堂村、黄洼村、季营村、季寨村、李湾村、李珍庄村、芦店村

、路寨村、毛庄村、南李庄村、张庄村、牛庄村、山王村、省预煤一处、石河沟村、史庄村、孙店村、王

庄村、魏庄村、吴岭村、吴营村、蜈昭窝煤矿、西村、小陈村、小屯乡农场、于庄村、杨集村、杨其营村

、玉王村、张村、长营村、中村、周庄村、宗庄村、河张村、李二堂村、穆堂村

4104820401 6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杨楼镇

陈沟村、程庄村、大程村、佛堂村、高沟村、耿庄村、口子赵村、黎良村、李圪垱村、李庄村、刘圪垱村

、马庄村、南范庄村、渠庄村、石台村、双丰焦厂、双庙村、西史庄村、西王楼村、下水村、夏庄村、小

程村、杨楼村、叶庄村、赵沟村

4104820401 6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蟒川镇

东庄村、蟒川村、孙岭村、薛庄村、柏树吴村、半东村、半西村、陈家村、戴湾村、郝沟村、河西村、核

桃园村、黑虎庙村、黑龙庙村、罗圈村、蟒窝村、木厂村、娘庙村、牛角岭村、齐沟村、任村、任庄村、

石灰窑村、唐沟村、滕店村、滕口村、田河村、王岭村、小龙庙村、杨沟村、斋公店村、张沟村

4104820401 6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王寨乡

茶庵村、大剌湾村、东王堂村、东王庄村、董沟村、樊古城村、冯沟村、谷店村、夹河史村、口子孙村、

刘凹村、柳树王村、龙山村、牛庄村、裴家村、尚寨村、十字路村、寺湾村、唐村、王古城村、温庄村、

小剌湾村、辛庄村、杨古城村、杨庄村、冶墙村、尹冲村、尹庄村、郑铁村、朱洼村、訾庄村、东孙庄村

4104820401 6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陵头镇

陈窑村、大庙村、东山村、东杨寨村、段子铺村、樊窑村、和尚庙村、后户村、黄岭村、寇寨村、李窑村

、陵头村、梅庄村、孟庄村、庙湾村、宁庄村、前户村、桥沟村、沙古堆村、申坡村、西街村、杨楼沟村

、养田村、叶寨村、饮虎沟村、余窑村、朱沟村

4104820401 6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庙下镇

郭庄村、北胡庄村、北刘村、北于庄村、古城村、黄寨村、乐寨村、罗郭岭村、庙下村、庙下乡林场、南

杨庄村、神沟村、寺上村、宋王村、唐店村、西荒村、西薛庄村、西赵庄村、下鲁村、小寨村、姚庄村、

长张村

4104820401 6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纸坊镇
车渠村、丁村、东赵庄村、韩楼村、后寨村、康街村、料棍张村、牛王村、陶村、武巡村、西赵落村、新

庄村、长东村、长西村、赵北村、赵东村、赵南村、赵西村、纸东村、纸南村、中王村、焦庄村
4104820401 6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米庙镇
白马村、大刘庄村、东关庙村、东黄庄村、风庙村、焦岭村、金沟村、九间窑村、潘庄村、石槽王村、一

五张村、于窑村、榆圪垱庙村、玉皇沟村、枣树庙村
4104820401 6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骑岭乡 部队靶场、大张村、东坡村、马庙村、山王寨村、雪窑村 4104820401 6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大峪镇
班庄村、大泉村、大峪村、高岭村、后坡村、黄窑村、雷泉村、刘何村、刘窑村、龙王村、棉花村、十岭

村、田窑村、同丰村、王台村、西范庄村、下焦村、邢窑村、杨窑村、玉皇村、袁窑村、寨湾村、赵楼村
4104820401 6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夏店乡
八里王村、陈庄村、关帝庙村、河口村、呼爻村、黄沟村、孔寨村、鲁张村、路庄村、毛寨村、磨庄村、

上鲁村、孙庄村、西湖村、夏北村、夏东村、夏南村、夏西村、新村、甄窑村
4104820401 60

平顶山市 汝州市 焦村乡
安沟村、东沟村、杜村、段村、槐树村、焦村、靳村、李楼村、梁窑村、秋树李村、水沟村、湾李村、王

楼村、魏沟村、邢村、张村
4104820401 60

南阳市 邓州市 湍河街道办
老李庄社区、金营社区、白庄社区、金雷社区、三里河社区、水车社区、八里王社区、丁屯社区、许庄社

区、辛庄社区、张寨社区、海营社区、姚巷社区、槐树社区、湍南社区、十里铺社区、榆林社区
4113810101 87

南阳市 邓州市 花洲街道办 建成区、张白社区、陈湾社区、三里阁社区、大东关社区、小东关社区、南桥店社区、春风阁社区 4113810101 87

南阳市 邓州市 古城街道办 解放社区、三里桥社区、新西社区、大西关社区 4113810101 87

南阳市 邓州市 张楼乡 大庄村、小丁村、龚家村、北张坡村(张坡村) 4113810101 87

南阳市 邓州市 裴营乡 大丁村、东丁村、许营村 4113810101 87

南阳市 邓州市 张楼乡
老君村、文营村、吴集村、寺后村、李家村、张油坊村、刘楼村、耿家村、门庙村、牛王村、茶阉村、吕

楼村、谷楼村、东大王营村、丁湾村、孙渠村
4113810201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白牛镇 白东村、白西村、栗扒村、干渠村、前张村、故事桥村 4113810201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夏集乡 夏集村、郭关庙村、坡刘村、岗上村、梅张村、高台村 4113810201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裴营乡
裴营村、房营村、玉皇村、屈湾村、魏寺村、大耿营村、军杨村、寇营村、前郑村、小刘营村、锞郑村、

青冢坡村
4113810201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文渠镇 文渠村、老街村、泰山村、屈店村、蒋庄村、肖店村、段营村 4113810201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陶营乡 卢岗村、上岗村、胡营村、付河村、肖坡村 4113810201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腰店镇 腰店村、曹桥村、夏楼村、赵楼村、土楼寨村、丁营村、闫堂村、焦林村 4113810201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龙堰乡
北店村、白落堰村、申庄村、周河村、刘道庙村、史坡村、张营村、庞营村、唐坡街村、何营寨村、刁河

店村、唐棚村、、姚营村
4113810201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罗庄镇 罗东社区、罗西社区 4113810202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十林镇 十东社区、十西社区、魏寨村、汤河村 4113810203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张村镇 张北社区、张南社区、西河村 4113810204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赵集镇 赵集社区、大赵营村、余家寨村 4113810205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九龙镇 贾岗村、九龙村 4113810206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穰东镇 穰西社区、穰东社区、穰南社区、草庄村、翟庄村、霍庄村 4113810207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彭桥镇 彭桥社区、中楼村、绳岗村 4113810208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杏山旅游区办事处 董营村、乔营村 4113810208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高集镇 高集村、沈堂村、堰陂村、赵坡村、后李村、萝卜张营村、杨庄村 4113810209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孟楼镇 孟楼社区、兰冲社区、晋公社区、长乐村 4113810210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林扒镇 林扒社区、邱岗村 4113810210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都司镇 都司社区、赵桥村、刘洼村 4113810211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构林镇 构林社区、郭庄社区、袁宋村、袁岗村、林场 4113810212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汲滩镇 汲滩社区、孙庄村、廖寨村 4113810213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桑庄镇 桑庄社区、东营村 4113810214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小杨营乡 小杨营村、十字村 4113810215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刘集镇 刘集社区、胡鲁营村、小桥李村、单坡村、农科组村 4113810216 70.5

南阳市 邓州市 罗庄镇
周郝村、张宋村、林堡村、唐坡村、南古村、冯坡村、董寨村、白营村、肖营村、岭上村、青冢村、董赵

村、张楼村、陈家村、王岗村、任岗村、高庄村、宅子村、乡林场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汲滩镇

刁堤村、孙寨村、东李洼村、刘岗村、南王村、张桥村、胜利村、元庄村、柿庄村、糜渠村、油李村、曾

庄村、赵庄村、河口村、后寨村、王营村、罗营村、张井村、前渠村、莲花村、杨庄村、大王营村、东李

岗村、王寨村、魏庄村、黄庄村、粱寨村、庞庄村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穰东镇

前庄村、小寨村、邹庄村、郑庄村、葛营村、明寨村、董周村、霍池村、梁庄村、三教村、牛庄村、周楼

村、新铺村、房庄村、孙营村、柳庄村、白龙村、泰山庙村、刘顺雨村、高孙村、张拨庄村、张庄村、八

里桥村、火星庙村、侯庄村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孟楼镇 大刘岗村、玉皇阁村、大孔村、胡庄村、小孔村、西竹村、军九村、白楼村、耿营村、南孔村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林扒镇
沟王营村、马营村、西许村、周西村、阎东村、宋岗村、彭庄村、千兵村、吴岗村、辛家村、张仙营村、

南许营村、姜营村、小李营村、南朱营村、下郝村、农科所、林场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构林镇

前王村、魏集村、岗岔楼村、古村、董家村、河上村、后张村、花栎树村、杨冢村、官刘村、贺营村、冯

营村、河湾村、杨渠村、宋营村、司营村、赵岗村、李营村、高洼村、余集村、沈马岗村、夏洼村、黄牛

总、黄牛场、黄牛场1、黄牛场2、黄牛场5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十林镇

河村、张坡村、操场村、大路武村、贾寨村、风杨村、安乡村、杨寨村、郭沟村、黄岗村、柳堰村、河池

村、何营村、北岗村、宋集村、罗岗村、景岗村、景营村、大西村、大东村、堰子河北村、堰子河南村、

习营村、张岗水库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张村镇

冠军村、五湖村、郭王村、路寨村、贾桥村、朱营村、西裴营村、芦家村、杨楼村、高刘村、程营村、堰

子赵楼村、梁庄街村、路庄村、赵家村、堰子王营村、李洼村、崔坡村、上营村、高家村、李楼村、杜庄

村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都司镇
鲁家村、索程村、张洼村、小河刘村、扈庙村、丁集村、宣庄村、昌岗村、姚李村、八里村、大程营村、

陈园村、户张村、大罗村、索庄村、冯王村、户庙村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赵集镇

宋家岗村、吕家村、赵马村、堤南高村、赵庙村、梨园郭村、小王集村、扁担张村、尚寨村、罗家村、河

南村、河北村、秦杨村、彭家村、竹园李村、范岗村、黑白洼村、冀寨村、西孔村、东孔村、穆王营村、

林头村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刘集镇
石营村、王赵坡村、郑赵集村、余家村、何冲村、钱湾村、李谦桥村、曾家村、秋树李村、钱集村、、孙

庄寺村、厚桥村、高河村、雷庄村、齐集村、户周村、王良村、陈桥村、杜营村、黄牛场、黄六连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桑庄镇
高店村、周庄村、格东湖村、湖堰村、田营村、双庙村、西鲁营村、官路营村、西桥村、赵湾村、尹集村

、尹营村、陈堂村、孔庄村、大李岗村、仝寨村、新华村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彭桥镇
严岗村、刘山村、赵河村、孙祁村、丁南村、丁北村、赵建岗村、柏林村、高营村、时家村、郭庙村、丁

冲村、林山村、禹南村、庙湾村、南岗村、陈堰村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杏山旅游区办事处 张岗村、杏山村、韩营村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白牛镇
窦堂村、盛营村、何庄村、庄子村、秦杨营村、扇刘村、竹背村、万庄村、严陵村、土楼村、单桥村、西

刘楼村、娘娘庙村、河南郭庄村、谷社村、薛营村、邵营村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夏集乡
邓营村、常营村、翟坡村、小庄村、程集村、解放庄村、陈营村、小耿营村、苏家村、李营村、白塔村、

大桥村、耿庄村、关刘村、贾洼村、城隍庙村、田洼村、王集村、万营村、唐张村、蓖张村、孙沟村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裴营乡
辛家村、和平村、滕楼村、幸福村、七潭村、张庙村、胡丁村、老常营村、花园村、闸刘村、小张闸村、

大曾村、汤集村、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文渠镇
尹洼村、汤庄村、西许营村、蔡营村、孔楼村、翁寨村、前李洼村、岳洼村、庙沟村、盛号村、红庙村、

东常村、郝楼村、马庄村、县农场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陶营乡 徐楼村、王良村、朱西村、翟营村、高李村、马场村、郭庄村、单营村、刘庄村、代营村、任营村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腰店镇
草寺村、黄营村、大薛营村、刘营村、四龙村、赵李营村、崔营村、燕店村、大房营村、前齐村、黑龙村

、陈寨村、麦仁店村、绳营村、孙楼村、五龙村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龙堰乡
郭惠庄村、白马王营村、牛营村、歪子村、大王村、小河村、徐营村、大周营村、穆庄村、彭营村、姚营

村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高集镇
大贺营村、黄龙村、李岗村、胡铁村、吕堂村、杨营村、寨上村、高岗村、王庄村、明池村、戴岗村、李

庄村、大任岗村、袁庄村、成人中专、县园艺场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小杨营乡
郭坡村、孙庄街村、白庙村、禹山村、宋楼村、杨岗村、砖桥村、安众村、角门村、姜胡营村、东楼村、

水牛村、文昌村、伍冢村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九龙镇
后王村、大坡村、邓岗村、白庙岗村、犁坡村、舟坡村、半店村、同心号村、王坡村、王营寨村、后李洼

村、王冲村、姚营寨村、前河村、贾营村、大张营村、乡农场
4113810301 63

南阳市 邓州市 罗庄镇 岑子村、马岗村 4113810302 63

信阳市 固始县 蓼城街道办事处
北小店社区、元宝山社区、幸福社区、陈元光社区、黄河巷社区、崇学苑社区、怡和社区、桃花坞社区、

踏月寺社区、朝阳社区
4115250101 82.5

信阳市 固始县 秀水街道办事处 二里井社区 4115250101 82.5

信阳市 固始县 蓼城街道办事处 东大店社区、武昌社区、新桥社区、徐嘴社区、沙坝社区 4115250201 67.5

信阳市 固始县 秀水街道办事处
八里松社区、茶林场社区、隔夜社区、岳桥社区、五里村、大皮村、邓大庙村、藕塘社区、三高社区、无

量寺村、阳关村、郭岗村、柳营社区
4115250201 67.5

信阳市 固始县 番城街道办事处
汪圣庙社区(汪庙社区)、瓦房社区(瓦坊社区)、学堂社区、东庙社区、六里棚社区、周集社区、淮堰社区

、仰庙社区
4115250201 67.5

信阳市 固始县 县产业集聚区 陈庙社区、关庙社区、大棚社区、新棚社区、詹大塘社区、凤凰园社区 4115250201 67.5

信阳市 固始县 汪棚镇 蔡寨村、联山村、闫寨村、三教村 4115250201 67.5

信阳市 固始县 番城街道办事处 陈圩社区、十里井社区、大寨社区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草庙集乡
关田村、沈塘村、棠堆村、皮岗村、广店村、姜寨村、瓦庙村、中心集村、帐房村、吕岗村、仟佛村、王

岗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陈集镇
陈集村、河山村、八店村、鲍店村、春店村、大王村、董桥村、凡庙村、高房村、胡楼村、华岗村、康店

村、联塘村、泉河村、双碑村、土楼村、夏庙村、杨庄村、臧集村、栀杆村、朱集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段集镇
段集村、乐道冲村、棠树岗村、姚老家村、庙山村、汪旱庄村、钓鱼台村、高庙村、桂岭村、蒋营村、柳

林村、齐山村、青峰村、童庙村、五尖山村、下楼村、窑沟村、赵营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方集镇
独山社区、方集村、上岗村、小畈村、白果冲村、板栗园村、东冲村、二道河村、缸窑村、冷水店村、牌

坊村、沙河村、田冲村、吴上楼村、西冲村、小货窑村、许店村、杨岗村、杨山村、驻马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观堂乡
观堂街道居委会、观堂村、王楼村、巴族村、陈集村、陈棚村、河湾村、祁楼村、唐集村、王堂村、王庄

村、杨庙村、杨圩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分水亭镇
佃行村、分水村、固桥村、龙台村、龙王村、铁铺村、陈大庙村、粉坊村、桂花村、老王集村、罗集村、

盘龙村、钱庙村、上庄村、石碑村、泗洲村、王楼村、王塘村、吴集村、新庄村、堰岗村、朱庙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蒋集镇

大营村、会馆村、街道公所、新街村、三里村、孙岗村、桃园村、椿庙村、大庙村、付集村、高集村、高

棚村、何塘村、栗园村、牛庙村、秦楼村、童庙村、新河村、兴隆村、徐岗村、殷庙村、余桥村、张圩村

、中心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丰港乡

高庄村、桥沟街道居委会、张集村、左圩村、大桥村、倒庙村、丰港村、冯棚村、付寨村、高圩村、军岗

村、李棚村、潘台村、潘庄村、台地村、童营村、谢集村、杨庄村、姚圩村、赵圩村、种子场村、竹楼村

、新桥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郭陆滩镇
东元村、街道居委会、桥口村、西元村、玄中村、椿树岗村、河东村、胡楼村、姬公村、九桠村、龙井村

、南井村、前楼村、青峰村、圈堰村、孙棚村、孙桥村、太平村、仰山村、余岗村、周岗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洪埠乡
洪埠村、街道居委会、桃花村、新房村、大觉寺村、代店村、段岗村、范郢村、高皇村、谷围村、何围村

、何寨村、黄港村、龙港村、马埠村、倪岗村、任营村、双沟村、团店村、迎水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柳树店乡
白滩村、卫星镇村、八里村、成功村、何岗村、河湾村、柳营村、平原村、前进村、沙岗村、施河村、石

塘村、桃园村、五河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李店镇
杜营村、三保村、竹圩村、竹岗村、老李集村、李店村、刘营村、桑场村、沈圩村、糖坊村、田庙村、梧

梓庙村、熊集村、杨圩村、周圩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胡族铺镇

三里庄村、王塘坊村、小河桥村、胡族铺村、查棚村、陈营村、韩店村、黑湖村、黄岗村、杨店村、金钟

村、李岗村、刘井村、六里村、三角店村、三台村、双庙村、四里村、苏岗村、滩尔湖村、王湖村、夏岗

村、新店村、叶台村、易楼村、迎河村、甄家湾村、郑桥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石佛店镇
街道社区委员会、余庆村、中闸村、邓庙村、胡洼村、莲花村、柳沟村、龙潭村、漂桥村、清河村、胜湖

村、松山村、瓦坊村、夏营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沙河铺乡

桥东社区、沙河村、花园村、窑湾居民委员会、莲花村、双庙村、堰套村、杨集村、郭岗村、红石村、湖

沿村、黄土村、夹河村、柯楼村、联塘村、庙庄村、祁庙村、汪营村、玄中村、闫营村、姚营村、枣林村

、张店村、梓树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黎集镇

北元村、插花村、街道居委会、南元村、洪塘村、半個店村、毕店村、茶棚村、长湖村、长兴村、大路村

、东岳村、方集村、黄集村、李畈村、马塘村、水连洞村、泗湖村、桃花村、汪庙村、文店村、卧龙村、

西峰村、元圩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陈淋子镇

陈淋子社区、快活岭社区、陈淋子村、南古城社区、运斗山社区、白龙岗村、草田社区、大营村、大竹园

村、红花村、后冲村、敬老院、联合村、凉亭村、前庄村、圣塔寺村、孙滩村、童楼村、土门岭村、汪岺

村、徐家楼村、院墙岗村(院岗村)、詹义渡村、赵营村、中滩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南大桥乡
大岗村、安埠村、陈营村、大庄村、董营村、桂岗村、黄柏村(黄柏堰村)、陆桥村、石岗村、瓦庙村、夏

集村、谢楼村、郑堂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泉河铺镇
古堆村、三官村、安山村、何桥村、大坝桥村、丁堂村、黄堰村、街道、平寨村、石庙村、王店村、王集

村、吴小庙村、徐大营村、徐山村、闫桥村、乡林场、张岗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三河尖镇
马郢村、望岗村、周郢村、常岗村、韩井村、黄寨村、街道居委会、汤岗村、翁棚村、蚌山村、港口村、

谷郢村、黄郢村、建湾村、三淮村、万圩村、王楼村、王棚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马堽集乡
沈营村、徐寨村、蔡楼村、街道管理居委会、高庄村、郭楼村、会光村、柳沟村、宋蜂笼村、吴集村、新

集村、熊营村、姚楼村、姚寨村、曾营村、张官村、桥口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张老埠乡
人主村、宣政村、张老埠居民委员会、茶场村、吊桥村、东楼村、花园村、夹河村、金堰村、李棚村、牛

老家村、桥头村、陀佛村、薛桥村、迎河村、雨坛村、河口村、枣庙村、祝家楼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汪棚镇
新建村、常岗村、陈寨村、董楼村、侯岗村、黄家岗村、老胡集村、罗塘村、毛学村、曲河村、宋集村、

宋楼村、小胡集村、肖岗村、新集村、新吴集村、叶岗村、大塘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往流镇
陈围村、街道社区、余棚村、张围村、白湖村、陈族村、大寺村、邓围村、渡口村、梁庄村、六里村、罗

围村、青年场、司楼村、唐庄村、童新村、杨营村、赵圩村、郑营村、朱皋村、大庙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武庙集镇
太平村、汪小庄村、李瓦房村、汪楼村、长江河村、邓岭村、黄土岭村、刘中楼村、皮冲村、平阳村、钱

老楼村、锁口村、张新店村、徐小店村、迎水寺村、余楼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徐集乡
白羊村、马寨村、徐集村、八庙村、古城村、郭洼村、花集村、花棚村、季楼村、贾庙村、沈岗村、顺河

村、王家垴村、文塔村、吴庙村、堰沟村、赵岗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杨集乡
北店村、杨集村、张庙村、祝棚村、道超村、冯岗村、田湖村、湾枣村、万沟村、西峰村、谢洼村、杨庙

村、余岗村、张营村、张油坊村、乡谢村、杨圩村、周寨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赵岗乡
石堰村、新堰村、窑北村、赵岗居民委员会、赵行村、曹寨村、大圩村、九龙村、两路口村、南天门村、

平楼村、塔庙村、汪岗村、张河村、走马堰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张广庙镇
高塘村、九龙村、徐楼村、杨井村、长岗村、陈家寺村、樊桥村、方岗村、官桥村、桂桥村、黄勇村、刘

集村、刘楼村、龙井村、平楼村、上元村、石庙村、土楼村、魏岗村、兴安村、引龙村、张街村
4115250301 56.25

信阳市 固始县 祖师庙镇
仓房村、大冲村、黄楼村、羁马村、街道居委会、刘楼村、毛店村、彭畈村、七冲村、三区村、松林村、

童圩村、万岗村、王行村、小店村、杨楼村、仰天洼社区
4115250301 56.25

周口 沈丘县 刘湾镇
陈洼村、大陈庄村、杜营村、杜庄村、郭庄村、郝庄村、黄楼村、刘楼村、刘湾村、宋庄村、宋阁村、王

路口村、营坊村、赵庄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刘庄店镇

保金堂村、卞老家村、崔大桥村、崔老庄村、崔寨村、大褚庄村、大王庄村、房营村、郜庄村、郭营村、

后严庄村、花庄村、黄冢村、李老家村、李楼东村、李楼西村、杨庄村、刘代庄村、张庄寨村、牛王庙村

、前王庄村、前严庄村、邵寨村、洼张庄村、吴堂村、席张庄村、徐埠口村、晏老家村、杨老庄村、尹营

村、于庄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留福集镇
蔡洼村、曹桥村、大代营村、郭六村、韩大庄村、化庄村、黄营村、姜营村、老官庄村、老寨村、小刘庄

、李小庄村、小李寨村、皮营村、大武营村、夏老家村、新寨村、于古洞村、元路口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石槽集乡 二院庄村、小王营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新安集镇 安庄村、老邢庄村、瓦房庄村、王延庄村、新王庄村、徐范庄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赵德营镇

曹楼村、陈楼村、程寨村、崔庄村、大刘集村、代营村、东张营村、董小庄村、董尧村、付营村、后刘营

村、后楼村、刘庄村、马楼村、孟常营村、盆尧村、邵庙村、唐楼村、洼刘营村、王关庙村、王桥村、西

张营村、小刘营村、小欧营村、小齐营村、兴隆村、张大庄村、张刘营村、张庄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纸店镇
卢庄村、潘董庄村、潘营村、秦庄村、丘庄村、孙洼村、王庄村、小李庄村、徐楼村、杂姓营村、大张庄

村、赵楼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周营乡 崔营村、东李营村、孔营村、张营村 4116240301 60



周口 沈丘县 刘湾镇 朱李庄村 411624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城关回族镇

东街社区、西街社区、南街社区、北街社区、建北社区、建南社区、大吕社区（大吕）、白庄社区（大

吕）、北关北社区（北关）、北关南社区（北关）、东关社区（东关村）、南关社区（南关村）、赵庄社

区（赵庄村）、鲁庄社区（鲁庄村）、朱庄社区（鲁庄村）、任庄社区（鲁庄村）、大梁社区（五里杨

村）、五里杨社区（五里杨村）、张文祥社区（五里杨村）、小郭社区（小郭村）、程桥社区（程桥村）

、牛庄社区（牛庄村）、镇属地

4116270101 76.5

周口 太康县 毛庄镇
毛庄村、大刘庄村、后凡村、前凡村、三里桥村、顾尧村、蒋店村、龚楼村、刘化匠村、段庄村、黄郭村

、西张村、王隆集村、石庄村、耿楼村、陶母岗村、杨庄村、魏湾村、小刘庄村
4116270101 76.5

周口 太康县 城郊乡
前王村、陈庄村、池庄村、五坝口村、塘坊村、薛庄村、蒋湾村、大于村、高庄村、王荆玄村、王东月村

、七里河村、谢庄村、蜜蜂刘村、高桥村
4116270101 76.5

周口 太康县 独塘乡 景集村、十里铺村、万堂村、许大楼村 4116270101 76.5

周口 太康县 大许寨乡 游庄村、陈灯村、韩店村 4116270101 76.5

周口 太康县 飞机场 飞机场 4116270101 76.5

周口 太康县 县林场 县林场 4116270101 76.5

周口 太康县 武装部 武装部 4116270101 76.5

周口 太康县 龙曲镇 龙东村、龙西村、龙南村、河坡村、龙北村 4116270201 67.5

周口 太康县 转楼乡 转楼村 4116270202 67.5

周口 太康县 高贤乡 高南村、高西村、高东村 4116270203 67.5

周口 太康县 芝麻洼乡 芝东村、芝西村 4116270204 67.5

周口 太康县 马头镇 马东村、马北村、马西村、增福庙村、后坡村、前坡村 4116270205 67.5

周口 太康县 王集乡 王东村、王西村、前进村 4116270206 67.5

周口 太康县 杨庙乡 西街村、北街村、东街村、南街村 4116270207 67.5

周口 太康县 清集镇 清集村、苇园村 4116270208 67.5

周口 太康县 常营镇 常西村、常南村、常北村、何常村 4116270209 67.5

周口 太康县 朱口镇 东村、韩楼村、西村、窦庄村 4116270210 67.5

周口 太康县 马厂镇 马厂村、黄庄村、后陈村、李楼村 4116270211 67.5

周口 太康县 逊母口镇 东街村、西街村、北街村、陶母营村 4116270212 67.5

周口 太康县 板桥镇 板桥村、董张村 4116270213 67.5

周口 太康县 符草楼镇
符东村、符西村、皇王村、老屯村、宋庄村、双李村、于王村、西袁村、明光村、刘清占村、李彩村、汪

郑村、李庄村、谢堂村、郑老庄村
4116270214 67.5

周口 太康县 马厂镇 武庄村、小朱村、林洼村、前何村 4116270214 67.5

周口 太康县 毛庄镇 老龙沃村、蒋埠口村、许楼村、叶庄村、小新村 4116270214 67.5

周口 太康县 城郊乡 花园村、白塔李村、洪庙村 4116270214 67.5

周口 太康县 杨庙乡 大王庄村、庞楼村、陈庄村、后店村 4116270214 67.5

周口 太康县 王集乡 前岗村、焦堂村、任庄村、城寺头村、江楼村、新店铺村、平岗村、李占荣村、赵楼村、张大庄村 4116270214 67.5

周口 太康县 独塘乡 独东村、独中村、独西村、官桥村、宋楼村、刘庄村、毛堂村、袁桥村、杨庄村 4116270214 67.5

周口 太康县 大许寨乡
大许寨村、张楼村、盖庄村、赫庄村、马楼村、陈楼村、大陈村、洪山庙村、葛花李村、侯庄村、刘庄村

、吴敬西村
4116270214 67.5



周口 太康县 高朗乡
高西村、高北村、高东村、王坟村、枣园村、安庙村、张庄寨村、官庄村、后高朗村、马庄村、后刘村、

彦庄村、平庄村、晋堂村、马图河村
4116270214 67.5

周口 太康县 老冢镇 程楼村 4116270214 67.5

周口 太康县 张集镇 张集村、韩庄村、冯庄村、蒋堂村 4116270215 67.5

周口 太康县 老冢镇 西村、东村、北村 4116270216 67.5

周口 太康县 五里口乡 五东村、五西村 4116270217 67.5

周口 太康县 龙曲镇 轩庄村 4116270301 60

周口 太康县 常营镇

苏老家村、前河村、会城寺村、葛家村、黄集村、八里庙村、黄岗村、赵寨村、马集村、内岗村、靳庄村

、后姚村、前赵村、后刘村、魏家村、大昌村、老官王村、牛城岗村、西刘庄村、瓦子村、寇家村、陈大

庄村、张小庄村、洼李村、丁村口村、和寨村、高寨村、五子李村、五子王村、邓家村、万寨村、新庄村

、化工干校、乡林场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逊母口镇

贾庄村、温庄村、邵庄村、兰子陈村、高庄村、月风村、井付村、郭庄村、斜地张村、三里口村、前店村

、前席村、湾赵村、大吴东村（大吴家村）、大吴西村（大吴家村）、叶南村（叶岗村）、叶北村（叶岗

村）、现李村、姜庄村、三官庙村、白庄村、程楼村、小吴村、魏庄村、梁堤口村、前屯村、于营村、黄

堂村、谢营村、刘桥村、孙岗村、安岗村、老古庙村、候陵寨村、五所楼村、乡林场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老冢镇

李屯村、刘寨村、王立中村、李庄村、柳叶村、代庄村、胡庄村、李楼村、刘屯东村、刘屯西村、娄庄村

、前岗村、后岗村、范港村、孙洼村、张楼村、蔡白村、港李村、樊庄村、孟庄村、三王村、土楼村、干

张村、新李村、王顶村、大沃张村、李凤村、张庄村、西许村、侯庄村、大司村、拐张村、沙沃卢村、谢

堂村、后石村、中岗村、赵庄村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朱口镇

大顾村、石寨村、郭庄村、李菜园村、大秦村、李庄村、牛庄村、汪庄村、查庄村、大宗村、甄楼村、乔

庄村、刘庄村、先锋村、周庄村、朱大千村、崔古同村、大张村、前庙村、曹庄村、曹店村、东风村、洼

陈村、大石村、赵庄村、王尧村、炉李村、大朱村、二李村、焦庄村、周寨村、杜堂村、刘楼村、小李村

、代河村、红星村、邓庄村、坡谢村、孙窑村、大蔡村、咸庄村、小王村、大杨村、连庄村、后邱村、大

卢村、王集村、新张村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马头镇

小孙店村、马庄村、王庄村、大孙店村、舒屯村、大王店村、小王店村、柳河村、湾子桥村、袁桥村、邱

庙村、柳岗村、王寨村、后寨村、丁庄村、大吴村、郭寨村、吴振岗村、草寺村、河沿张村、后庙村、于

园村、前坝王村、任屯村、宋屯村、沙沃张村、张堂村、薛庙村、彭楼村、游庄村、刘庄村、贾庄村、后

坝王村、袁庄村、小彭村、刘楼村、闫庄村、四所楼村、东坡村、陈集村、刘店村、李佰敬村、渠庄村、

刘城村、张庄村、孙化村、蔡洼村、后杨村、潘路口村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龙曲镇

郑寨村、牌坊杨村、段庄村、张山村、付楼村、大东村、大西村、良种场村、冯洼村、楚张村、丁庄村、

潮坡村、可杨村、料城村、王泽普村、黑李王村、李寨村、董庄村、于庄村、聂庄村、东郭村、西郭村、

幼学李村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板桥镇

冢子杨村、大朱家村、陈楼村、店子李村、付寨村、张君白村、轩堂村、郑庄村、业寨村、丁集村、河沿

张村、马庄村、后席村、大王庄村、崔庄村、王公府村、杜店村、东张村、西张村、影张村、谷羊寺村、

罗家村、谢家村、永宁岗村、大梁庄村、大陆岗村、河沿刘村、菜园村、庞赵村、双陵寺村、施庄村、兵

马张村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符草楼镇
张坤楼东村、陆湾村、岳庄村、钱庄村、贾庄村、王国贞村、王楼村、大时村、冯堂村、谭桥村、岳油坊

村、岳西村、岳东村、张坤楼西村、新庄村、槐寺村、小吴楼村、周庄村、岳集村、张老庄村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马厂镇

张桥村、水牛陈村、大施村、王老家村、撞寨村、李麦村、顾楼村、赵堂村、杨庄村、高店村、顶集村、

王三位村、老刘庄村、田楼村、常楼村、卢庄村、王楼村、欧庄村、姬庄村、闫口村、大李村、大良村、

聂楼村、廖庄村、孙桥村、任庄村、赵楼村、双周村、前屯村、后屯村、陈集村、滩上村、于庄村、徐庄

村、李洪印村、乡林场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杨庙乡

孔楼村、吕庄村、葛庄村、西张村、祁楼村、韩庄村、曹庄村、小河村、马庄村、陈留张村、军营村、耿

庄村、小祁村、王湾村、前街村、洪庙村、牛王庄村、后街村、铁佛寺村、格针园村、李大庄村、柳庄村

、县良种繁殖场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王集乡

斧头岗村、陈楼村、徐庄村、方城村、后李村、李小桥村、石山村、无良阁村、张帝臣村、东轩村、西轩

村、坝王村、田庄村、琅琊岗村、丰收厅村、韩楼村、葛岗村、李庄村、梅岗村、姚庄村、尤桥村、张大

夫村、肖庄村、朱子岗村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高贤乡

刘寺岗村、漳北村、田店村、漳西村、张庄村、肖庄村、南洼村、南北六村、南村岗村、大杨庄村、洼刘

村、潘寨村、周岗村、漳东村、刘河村、小郭村、汪庄村、尖庄村、炉坊村、小楼村、前程村、考主岗村

、保渡村、王庄村、张寨村、聚台岗村、乡林场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芝麻洼乡

王庄村、王桥村、孔庄村、南岳岗村、任砦村、苑砦村、邢楼村、东丁花村、西丁花村、东李庄村、张庄

村、陈砦村、西楼村、接花村、桐城村、太武村、孔寨村、牛家村、施楼村、白庄村、张合营村、皮箱杨

村、花庄村、刘桥村、三所楼村、李庄村、枣村洼村、陈庄村、乡林场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清集镇

西贾村、东扶村、西扶村、高刘村、李佰实村、范庄村、柳园张村、朗城铺村、张杜村、彭庄村、洪山庙

村、二郎庙村、万庄村、衣东村、衣西村、王范庄村、将军营村、李兴营村、张子影村、申庄村、东贾村

、黄口村、黄岗村、李庄村、杨桥村、孙庄村、桂岗村、高桥村、赵楼村、杨庄村、史刘良村、邓于台村

、常合营村、乡林场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独塘乡
程楼村、马快村、许庄村、康庄村、郭楼村、王湾村、安庄村、铺张村、赵胡同村、轩庄村、聂庄村、和

庄村、西程村、赵庄村、龚营村、葛屯村、董楼村、白龙王村、石贵营村、张汉楼村、大王庙村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大许寨乡
罗古洞村、李楼村、王庙村、花园村、胡楼村、四柳树村、何桥村、刘英寺村、贾堂村、洼李村、君赵村

、王堂村、元明寺村、赵楼村、刘化王村、台集村、贾千楼村、黄岗村、三冢集村、大胡村（小胡村）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五里口乡
包庄村、吴庄村、刘店村、刘庄村、新集村、桂李村、郭楼村、格大李村、范楼村、杨庄村、王寺安村、

邵楼村、申庄村、王庄村、李公玉村、马小庄村、轩尧村、墩埠村、何楼村、常岗店村、李大庄村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张集镇
刘庄村、背座堂村、李庄村、夏楼村、冉庄村、蔡集村、前高村、温良村、曹楼村、马菜园村、大崔村、

张庄村、梁庄村、王楼村、王庄寨村、赵堂村、葛楼村、宋庄村、张楼村、田堌堆村、朱港村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高朗乡

石庄村、王庄村、高庄村、前庙村、周寨村、张车岗村、党村、前岗村、刘寨村、九岗庙村、孙庄村、玉

皇岗村、小石村、大黄村、滑庄村、赵寨村、中黄村、张寨村、闫庄村、焦桥村、郭寨村、程庄村、双庙

村、轩庙村、铁榍村、林场村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转楼乡

商岗村、程庄村、李保真村、李屯村、黄岗村、罗洼村、冯小桥村、褚庄村、袁庄村、路口村、郭庄村、

大营子村、郭桥村、前楼村、油坊庄村、李皋村、张仪宾村、大祁村、大赵村、王集村、孙南村(孙桥村)

、孙北村(孙桥村)、台寨村、王庙村、张屯村、宋庄村、谢庄村、琉璃堂村、朱庄村（胡庄村）、和张村

、耿楼村、王名杨村、姬庄村、李洪渐村、门楼张村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太康农场 太康农场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石油堪探局太康农场 石油堪探局太康农场（周口太康农场有限公司）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园艺厂 园艺厂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农科所 农科所 4116270302 60

周口 太康县 部队农场 部队农场 4116270302 60

周口 西华县 娲城街道办事处 建设路社区、长平路社区、人民路社区、富华路社区、将军路社区、周庄社区、蒋庄社区 4116220101 75

周口 西华县 箕子台街道办事处
英才社区、明诚苑社区、阳光社区、城隍庙社区、东湖社区、红花路社区、朝阳社区、程庄社区、紫竹园

社区（紫竹花园社区）、箕子台社区、唐宋岗村社区（唐宋岗社区）
4116220101 75

周口 西华县 昆山街道办事处 青龙岗社区、汉唐街社区、和谐路社区、东平社区、江南水乡社区、山子头社区、东桥社区 4116220101 75

周口 西华县 红花集镇 东高庄、寇庄村、凌桥村、杜岗村、西华第二苗圃、肖六村、护挡城、龙池头村 4116220101 75

周口 西华县 皮营乡
周楼村、西冯营村、牛营、姚庄村、茅岗村、金楼村、水牛朱村、楼陈村、半坡李村、北陶营村、双楼理

村、崔营村、杨桥村、天理村、乡政府、王楼村、乡林场、刘庙、皮营、东冯营村
4116220101 75

周口 西华县 迟营乡
花园村、张庄、薛湾村、后喜岗村、王李庄村、高口村、闸口村、杨楼、前喜岗村、大迟营村、乡政府、

赵店村、孙庄村、斜楼村、后丁营村、前丁营村、朱庄村、刘庄村、县良种场、石坡村、安庄
4116220101 75

周口 西华县 黄桥乡 乡林场、东斧柯村、西斧柯村、乡政府、前石羊村、后石羊村、肖横村 4116220101 75

周口 西华县 田口乡 春秋岗、陈楼村、王贯楼村、许营、庞那村、小王村、张大楼村、田口村 4116220101 75

周口 西华县 黄泛区农场 黄泛区农场八分场、黄泛区农场八分场二队 4116220101 75

周口 西华县 西华县林场 县林场储备库、县林场四分场、县林场五分场 4116220101 75

周口 西华县 五二农场 周口监狱狱部 4116220101 75

周口 西华县 西华县园艺场 西华县园艺场 4116220101 75

周口 西华县 西华营镇 孙董村、肖庄村、西华营村、镇政府、县打包厂 4116220201 69

周口 西华县 聂堆镇 道北村、道南村 4116220202 69

周口 西华县 东夏亭镇 西张楼村、高营村、北街、西街村、南街村、东街 4116220203 69

周口 西华县 艾岗乡 洪山庙、艾岗村、官庄、潘北村、潘南村 4116220204 69

周口 西华县 五二农场 周口监狱三监区（区部）艾农分监区 4116220204 69

周口 西华县 西夏亭镇 后朱、庄铺、吴庄、胡寨、县打包厂、镇政府、前高、袁庄村、展庄 4116220205 69

周口 西华县 黄桥乡 孙堤村、黄桥村、县砖厂、裴庄村、胡家堂村、裴桥村、双庙刘、枣口村 4116220205 69

周口 西华县 迟营乡 椿树张村、顺河村、徐桥村、杨门村、县农科所、龙坡村 4116220205 69

周口 西华县 大王庄乡
孔寨村、栗楼岗村、丁口村、东孙庄村、范庄村、李楼村、大王庄村、刘老家、贾庄村、邓营村、刘草楼

、马岔、王牌坊村、陈庄村、李庄村、王金庄村、乡政府、东孙庄村
4116220205 69

周口 西华县 东王营乡
黄营村、贾楼、祁堂、刘营、东刘寨、李方口、薛庄村、刘琛村、新三村、王化本村、徐寨村、东杨庄村

、西王营村
4116220205 69

周口 西华县 李大庄乡 二台村、北王庄、律庄村、张柿园村、姜堂村、时埠口村、赵湾村、李大庄、黄楼村 4116220205 69

周口 西华县 黄泛区农场 黄泛区农场尹坡村、黄泛区农场场部、黄泛区农场郭庄村 4116220205 69

周口 西华县 邓营林场 邓营林场 4116220205 69

周口 西华县 西华县农场 县农场五分场、县农场四分场 4116220205 69

周口 西华县 五二农场 周口一监狱张堂分监区、周口监狱农科所刘庄分监区、周口监狱农科所 4116220205 69

周口 西华县 奉母镇 奉母、后于王、奉母三村 4116220206 69

周口 西华县 址坊镇 叶桥村、湾张村、马炉村、程湾、址坊、南陀村 4116220207 69

周口 西华县 逍遥镇 南门村、东门、北门、西门、吴庄村、常村、白十、周庄、严庄 4116220208 69



周口 西华县 叶埠口乡 马古同、叶埠口、柳庄、江口 4116220209 69

周口 西华县 红花集镇 红花村、刘奎庄、闫庄林场、屈庄、王桥、下郭桥、柳城、郑庄、南高庄、水坑王、南凌村 4116220210 69

周口 西华县 田口乡 陵西、罗车李、陵前、李陈村、乡农场、董城、滩上村、宋营、崔庄村 4116220210 69

周口 西华县 聂堆镇 前梁村、魏那村 4116220210 69

周口 西华县 清河驿乡 闫营村、后王、小庞村、后杨、清河驿、官路徐、大庞、乡林场、后夏、常楼 4116220210 69

周口 西华县 皮营乡 马楼村、齐庄村、张棉庄、郭楼村、西金营、前侯村、东金营、邝桥村 4116220210 69

周口 西华县 五二农场 周口监狱陶营分监区 4116220210 69

周口 西华县 黄泛区农场 黄泛区农场七分场二队 4116220210 69

周口 西华县 西夏亭镇
奉仙寺、朱湾村、高庄村、曹湾、磨台、张百楼、后寨、镇砖厂、前集村、杨庄、方庄、谭庄村、竹园村

、大丁张村、王庄、后仓、陆城村、前仓、杨场、司渡口、张庄村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逍遥镇
夹河滩、沙沟、李寨、武寨村、镇林场、焦西村、武乡村、西贾村、刘寨村、固西村、固东村、南仓、西

阜陵村、东阜陵村、种子站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红花集镇 宁庄村、上郭桥村、王庄、田楼、纪庄、寺后刘、关口、赤狼村、张庄、镇林场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聂堆镇
轩那村、鲤滩村、小李村、黄岗村、界台寺、刘那村、前宋、大李村、大郭村、乡林场、黄庄村、古楼营

村、惠楼、关帝庙村、埠口村、马山营村、刘干成、思都岗村、镇林场、三官庙、马那村、何那村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东夏亭镇
前王、岳庄、杨关庙、袁辛甲村、赵寨村、木岗寺村、洪庄、河湾、卫埠口村、大袁、代胡同、陈营村、

看痘张村、蔡刘村、杨楼村、王卜化村、曹堂村、乡林场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西华营镇

后套村、林楼村、双楼、李九村、铺李村、徐那村、来洼村、闫王寨村、乡林场、大赵村、陈店村、半截

河村、薛楼、郭集、田庄村、后楼村、尹庄、高小集、牟庄村、前楼、吴庄村、孝义寺、何庄、常武营、

毛桥村、屈庄村、刘双桥、李桥村、庞集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清河驿乡
大朱楼、后张楼、王子营、腰庄村、徐棚村、大王寨村、张庄、三马村、李新村、大李村、高古洞村、刘

集村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大王庄乡 方庄村、三官庙村、农科所、簸箕刘、霍坡村、乡林场、乡政府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李大庄乡 冯桥村、闫楼村、王营村、李集村、张五营村、袁庄村、唐坡村、王寨村、李寨村、刘庄、杨岗村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叶埠口乡

石庄、泥土店村、后李村、岗赵村、前柳城村、宋桥村、洼赵村、葫芦湾村、葛庄村、赵寨村、长乐村、

依岗村、坡杨村、英沃村、高庄村、房坟村、张村、龙王庙、上徐村、流渠村、王新庄村、后枣岗村、乡

林场、樊庙村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黄桥乡 孙庄村、西湖村、东湖村、三所楼村、驻庄村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艾岗乡
杨庄村、柳条冯村、侯桥村、半截楼村、苏桥村、乡林场、苗里岗、陵头岗、都城岗、新白庙、麦庄、铁

炉、白庙、西黄庄、祁庄、纸房、新桥、木寨村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西华县农场 县农场七分场、县农场六分场、县农场三分场、县农场二分场、县农场一分场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西华县林场 槐树林场、县林场二分场、县林场三分场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黄泛区农场
黄泛区农场七分场、黄泛区农场高庄村、黄泛区农场十四分场、黄泛区农场三分场、黄泛区农场七分场三

队、黄泛区农场一分场、黄泛区农场二分场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五二农场

周口监狱七监区林楼分监区、周口监狱二监区谷北分监区、周口监狱七监区（区部）半截河分监区、周口

监狱二监区马王分监区、周口监狱二监区鲁东分监区、周口监狱七监区薛楼分监区、周口监狱二监区鲁北

分监区、周口监狱七监区黄庄分监区、周口监狱区木岗寺分监区、周口监狱三监区高庄分监区、周口监狱

一监区大朱楼分监区、周口监狱三监区艾北分监区、周口监狱五监区牛庄分监区、周口监狱六监区大王分

监区、周口监狱三监区苏庄分监区、周口监狱一监区后张楼分监区、周口监狱一监区曹河分监区、周口监

狱六监区肖庄分监区、周口监狱六监区曹堂分监区、周口监狱五监区三岗分监区、周口监狱三监区刘提分

监区、周口监狱六监区大桥分监区、周口监狱三监区窑场分监区、周口监狱六监区曹堂分监区飞地、周口

监狱三监区木寨分监区、周口监狱晋坡分监区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东王营乡 首帕于、于寨村、黄湾、东王营、东老家、南陶、朱营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西华县林场 县林场一分场 4116220301 63

周口 西华县 奉母镇

冯庄村、后邵村、铁佛寺、沟东村、沟刘村、沟西村、西南宋村、孙庄村、台子宋、前邵村、前李村、七

里仓二村、尧庄村、七里仓一村、七里仓三村、七里仓四村、后段、陈庄、镇林场、七里仓五村、前段、

营岗、东杜庄村、张官桥、姚北村、刘庄、镇良种场、西杜庄、前于王、后庄、张太湾、姚南村、盆李、

白庄

4116220303 63

周口 西华县 址坊镇
诸葛寺、侯阎村、许家村、朱家村、吴店、蔡庄村、后刘村、李庄、东瓦屋赵村、缑家村、西瓦屋赵村、

南流、邵庄、陈村、丁庄、乡林场
4116220303 63

周口 西华县 逍遥镇 柴城、白湾、小杜庄、张湾、大杜庄、东蔡村、焦东村 4116220303 63

周口 西华县 黄泛区农场 黄泛区农场十六分场、黄泛区农场九分场、黄泛区农场南坡村 4116220303 63

周口 项城市 水寨办事处
潘营、长寿、广场、文博、北关、崔营、南郊、东郊、西郊、西关、南关、新庄、滨河、鼓楼、东关、夹

河、孔营、长安、新华、公园、平安社区居民委员会
4116810101 84

周口 项城市 千佛阁办事处 任营社区居民委员会 4116810101 84

周口 项城市 东方办事处 东张营、董营、刘堂、胡营、聂寨、孙营、王集、杨楼、东方、鲁韩、程营社区居民委员会 4116810201 72

周口 项城市 光武办事处 迎宾、东风、金蟾、彩虹、荣新、刘冢、郑营、邓湾、荣昌、刘香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4116810201 72

周口 项城市 花园办事处
邝花园、景和、后高营、李洼、郑埠口、尚关、赵营、潘庄、从营、武庄、张寨、唐店、迎泰、袁桥社区

居民委员会
4116810201 72

周口 项城市 莲花办事处 大张营、韩老家、韩岭、韩小庄、刘庄寨、王沟、小张营、徐楼、天安社区居民委员会 4116810201 72

周口 项城市 南顿镇
白坡村、高洼村、何埠口村、姜庄村、刘店村、马楼村、马旗村、南顿村、水牛刘村、田园村、魏彭庄村

、魏庄村、旋溜村、周楼村、周王庄村
4116810201 72

周口 项城市 千佛阁办事处
大庙、郭庄、霍营、老君庙、李营、刘菜元、刘祖庙、吕店、祁庄、千佛阁、尚营、袁张营、周集、朱洼

、文明、莲仙、安平、韩腰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4116810201 72

周口 项城市 永丰镇
包庄村、冯滩村、郭大庄村、郭平楼村、鞠营村、马庄村、汕河村、沈庄村、王楼村、王营村、阎庄村、

地区变电所、永丰村
4116810201 72

周口 项城市 郑郭镇 赵桥村、朱营村 4116810201 72

周口 项城市 丁集镇

陈营村、代桥村、关庄村、河北村、霍庄村、李楼村、刘堂村、龙王庙村、张桥口村、任楼村、邵庄村、

沈庄村、石楼村、索庄村、田庙村、大田营村、田寨村、田土屯村、王官桥村、王李桥村、王楼村、田下

楼村、小李庄村、徐营村、闫庄村、张楼村、西街村、东街村、南郊村、东街村

4116810301 62.25

周口 项城市 范集镇

曹屯村、曹庄村、程营村、大陈村、大王村、大吴营村、党庄村、范集村、范集农场、付楼村、郭王村、

侯营村、蒋寨村、李楼村、路口村、前楼村、尚店村、申营村、史庄村、双楼村、司庄村、宋营村、位营

村、文庄村、杨营村、杨庄村、余营村、张楼村、朱庄村

4116810301 62.25



周口 项城市 付集镇
曹营村、崔小庄村、单庄村、冯寨村、付集村、付集镇林场、付庄村、高刘村、官庄村、郭沟村、韩营村

、黄庙村、李大庄村、马庄村、双庙村、苏州李村、汪营村、于楼村、于寺村、于寨村、张埝村、直河村
4116810301 62.25

周口 项城市 高寺镇

白衣阁村、曹坡村、陈楼村、程庄村、凡庄村、高寺村、高闫村、黄塚村、蒋庄村、娄堤村、桥北头村、

孙堂村、团店村、瓦房村、吴庄村、席营村、新村、油坊村、袁阁村、袁楼村、袁庄村、张凤庄村、张老

家村、张庙村、张小集村、张营村

4116810301 62.25

周口 项城市 官会镇

帮粮集村、蔡庄村、范桥村、汾庄村、高赵庄村、高庄村、龚刘村、官会村、韩营村、纪庄村、靳庄村、

李桥村、李泗坑村、李赵庄村、刘楼村、路营村、马老庄村、毛楼村、沙庙村、时桥村、时庄村、孙寨村

、徐庄村、薛楼村、腰庄村、于庙村、郑楼村

4116810301 62.25

周口 项城市 贾岭镇

白杨树村、大曹庄村、大刘村、大王庄村、东刘村、樊楼村、韩庄村、黄集村、贾岭村、蒋庙村、老雷子

村、李店村、路阎庄村、罗庄村、麻大庄村、麻老庄村、麻王庄村、马店村、梅庄村、南刘村、欧阳寨村

、庞庄村、宋庄村、苏阁村、涂庄村、王楼村、王竹园村、闻楼村、吴老庄村、乡种子站、小位庄村、闫

老寨村、闫老庄村、阎梅村、张新村

4116810301 62.25

周口 项城市 李寨镇

曹窑村、大范村、大黄村、大王村、大卫庄村、大魏寨村、东薛村、董桥村、范庄村、郭王村、后韩村、

李寨村、李寨镇林场、李寨镇砖瓦厂、马寨村、乔庄村、勤俭村、太阜店村、位店村、五七园林场、项营

村、谢寨村、熊庄村、闫庄村、杨堂村、油许村、张庄村、赵堂村、庄王村、宗庙村

4116810301 62.25

周口 项城市 秣陵镇

八里庄村、白沟村、北关居委会、大凡村、东陈楼村、东关居委会、范冢村、骨头冢村、金营村、老城乡

林场、老城乡窑厂、李阁村、李庄村、秣陵村、南关居委会、南张村、前老家村、三里店村、陶湾村、土

屯村、王路口村、王营村、吴场村、吴庄村、西陈楼村、西关居委会、夏营村、五七农场、新庄村、闫楼

村、姚庄村、周池村、朱营村

4116810301 62.25

周口 项城市 南顿镇 八联村、大杨庄村、横七沟村、刘寨村、齐坡村、任冢村、汪庄村、王坡村 4116810301 62.25

周口 项城市 三店镇

绰刘村、陈张村、大丁村、大曲村、大赵村、国营苗圃场、黄庄村、纪韩村、贾代村、李庄村、马庄村、

裴庄村、坡公村、任庄村、三店乡林场、三店乡窑场、三张店村、盛营村、石庙村、双黄村、田集村、夏

寨村、夏庄村、新寨村、杨岗村、杨楼村、张寨村、张庄村

4116810301 62.25

周口 项城市 孙店镇

陈东头村、陈张村、崔马庄村、崔寨村、大龚村、大李村、丁营村、董坟村、冯营村、高皇庙村、高营村

、龚堂村、广阳村、后董村、辉李村、火张营村、霍坡村、解堂村、李营村、刘营村、刘庄村、彭营村、

祁桥村、前董村、汝阳刘村、师庄村、石营村、孙店村、孙店镇砖瓦厂、王楼村、盐店村、袁营村、张庄

村、郑营村、朱庄村

4116810301 62.25

周口 项城市 王明口镇

陈州营村、大于庄村、方庄村、侯庄村、胡寨村、黄许营村、贾楼村、孔庄村、李庄村、柳杭村、苗庄村

、牛滩村、三官庙村、田老家村、田庄村、王家寨村、王老庄村、王明口村、小孙寨村、邢集村、闫湾村

、闫寨村、咬子头村、袁寨村、张吴楼村、赵公桥村

4116810301 62.25

周口 项城市 新桥镇

艾庄村、北村村、北李营村、曹楼村、常楼村、存民庄村、邓庄村、贾庄村、姜胡同村、蒋楼村、梨西村

、林庄村、刘营村、南村、南李楼村、南李营村、南赵庄村、潘营村、前吕庄村、三官庙村、师大楼村、

石湾村、孙营村、土楼村、王吕庄村、乡窑场、杨木庄村、苑庄村、张橛庄村、张小庄村

4116810301 62.25

周口 项城市 永丰镇
大黄村、大靳村、大李庄村、大刘村、樊冲村、谷楼村、后栾村、火星阁村、克庄村、栗营村、罗集村、

马楼村、毛集村、前栾村、唐楼村、王庄村、朱滩村
4116810301 62.25

周口 项城市 郑郭镇
北街村、高营村、侯庄村、后时村、胡楼村、贾庄村、金东村、金西村、李洼村、刘营村、孟营村、南街

村、牛营村、前时村、任庄村、师寨村、束庄村、王井村、王埝村、于埝村、张堂村、张营村、赵集村
4116810301 62.25

周口 郸城县 洺北办事处 北关、吴庄、王楼、永安、吉祥、二桥、胡庄、新村 4116250101 81



周口 郸城县 洺南办事处 李庄、友谊、育新、和平、南街、向阳、东街、夏庄、英庄、王寨、城武 4116250101 81

周口 郸城县 工业区管委会 张小庄、郑小楼、赵寨、曹董庄、王老家、黄庄、马侯庄 4116250101 81

周口 郸城县 新城办事处 罗堂、闫庄、丁老家、丁寨、孔桥、前罗堂、响盘庄、张号楼、杨庄 4116250101 81

周口 郸城县 钱店镇 朱寨村、杨集村 4116250101 81

周口 郸城县 汲冢镇 柴堂村、张庄村 4116250101 81

周口 郸城县 城郊乡
刘双庙村、王楼村、冷庄村、张庄村、屈庄村、杨楼村、薛庄村、元武营村、孙庄村、时洼村、陆庄村、

曹英庄村、詹庄村
4116250101 81

周口 郸城县 胡集乡 闫楼村、后屯村、晋岗村 4116250101 81

周口 郸城县 宁平镇 韩楼 4116250101 81

周口 郸城县 巴集乡 罗庄 4116250101 81

周口 郸城县 宁平镇
芦庙村、宁平村、常和集村、许楼村、陈庄村、张集村、崔赵村、梁崔村、新郑村、刘竹园村、陈堂村、

徐楼村、赵京庄村、刘岗村、林场、徐桥村、赵庄村、杨中楼村
4116250201 72

周口 郸城县 钱店镇 大冯村、候集村、陈庄村、胡庄村、罗米庄村、钱店村、张寨村、钱大庄村、胡楼村、东魏村 4116250201 72

周口 郸城县 汲冢镇
刘庄村、汲冢村、林场、黄竹园村、邢营村、孙庄村、黄楼村、谢寨村、陆庄村、李寨村、张堂村、貊楼

村
4116250201 72

周口 郸城县 双楼乡 张盈楼村、后徐楼村、程庄村、小赵庄村、孔庄村、徐化楼村、信寨村、大赵庄村、双楼村、杨张庄村 4116250201 72

周口 郸城县 巴集乡
喻庄村、刘庄村、田庄村、曹集村、杨屯村、后屯村、罗庄村、屯民村、郭集村、段寨村、青庄村、魏冢

村、巴集村、谭寨村、张屯村、王屯村、巴屯村、叶庄村、程楼村、巴楼村、赵堂村
4116250201 72

周口 郸城县 李楼乡 李大寨村、田寨村、李楼村、洼李庄村、魏张村、土赵庄村、陆油坊村、大宋村 4116250201 72

周口 郸城县 胡集乡 胡集村、大史庄村、贾集村、李庄村、藕坑村、郝寺村、大于庄村、三红村、王楼村 4116250201 72

周口 郸城县 城郊乡 罗寨村、杨集村、谷集村、梁庄村 4116250201 72

周口 郸城县 石槽镇
大曹楼村、翟庄村、陈桥村、夏庄村、张寨村、孟庄村、单搂村、余庄村、小曹楼村、窑场、石槽村、罗

庄村
4116250201 72

周口 郸城县 虎头岗乡 宋庄村 4116250201 72

周口 郸城县 丁村乡 刘营村、李黄楼村、丁村村、薛庄村、王大庄村、卢寨村、谢楼村 4116250202 72

周口 郸城县 南丰镇 南丰村、双庙村、宋庄村、张楼村 4116250203 72

周口 郸城县 白马镇 刘楼村、高庄村、白马村 4116250204 72

周口 郸城县 吴台镇 吴台村 4116250205 72

周口 郸城县 宜路镇 井路口村、北头村、段庄村、南头村 4116250206 72

周口 郸城县 白马镇

大刁村、老牙店村、张庄村、郝李村、闫寨村、刁楼村、于阁村、仵庄村、郝老村、陈堂村、洼李村、韩

庄村、犁华村、窑场、齐楼村、桥口村、耐中村、仵店村、李庄村、连庄村、杨庄村、周李村、大周村、

小王楼村、左庄村、胡寨村、程庄村、后寨村、大王楼村、张胖店村、前寨村、张珍村、大孙庄村

4116250301 60

周口 郸城县 宁平镇 牛庄村、马庄村、白水村、赵楼村、王寨村、李楼村、腰庄村、周双庙村 4116250301 60

周口 郸城县 宜路镇

界牌村、左庄村、张庄村、党庄村、大侯村、吴庄村、马寨村、于寨村、王楼村、徐庄村、小侯村、岳庄

村、王康楼村、前陈村、牛庄村、三里村、倪集村、刘老庄村、张寨村、孙寨村、高庄村、杨庄村、孙老

家村

4116250301 60

周口 郸城县 钱店镇
孔庙村、陶营村、常庄村、位集村、王君庄村、刘寨村、瓦岗村、姚庄村、王大庙村、孙堂村、后胡庄村

、张湾村、杨寨村、任庄村、梁吴村
4116250301 60



周口 郸城县 汲冢镇
史庄村、张楼村、邢湾村、丁寨村、大付庄村、万楼村、林吉屯村、徐寨村、丁庄村、亢王村、鲁庄村、

李庄村、增福庙村、谭老家村、韦庄村、徐洼村、王管村、郑集村、喻寨村、将寺村
4116250301 60

周口 郸城县 石槽镇
小信庄村、翁小庄村、谢楼村、张单庄村、宋楼村、周庄村、宋狄楼村、高庄村、魏庄村、马庄村、杏店

村、大于庄村、梁庄村、刘庄村
4116250301 60

周口 郸城县 虎头岗乡

李牌坊村、路集村、段岭村、王庄村、梁老家村、孙庄村、白庄村、杜庄村、伏赵庄村、后赵庄村、长营

村、杨庄村、王寨村、虎岗村、刘寨村、小周庄村、乡林场、腰刘庄村、连堂村、王堂村、梁庄村、刘老

家村

4116250301 60

周口 郸城县 汲水乡

小刘庄村、小段庄村、西李庄村、刘小集村、王古同村、卢岭村、陈刘庄村、赵楼村、王大庄村、汲水村

、朱楼村、张岭村、乡窑厂、孙庄村、押岭村、孟庄村、乡政府、郝庄村、张庄村、赵庄村、观音寺村、

左桥村、生李庄村、白衣店村、竹恺店村、左集村、高王庄村、仵屯村、杨古寺村

4116250301 60

周口 郸城县 张完集乡

大张庄村、赵楼村、郭竹园村、幸福村、北李庄村、赵小楼村、孙庄村、付庄村、前庙村、多迷店村、刘

颜桥、邵堂村、李英寨村、小张庄村、杨庄村、张湾村、张完村、西李庄村、东刘村、刘小庙村、王营村

、大王庄村、前姜庄、李小集村、王小庙村、中王庄村、邵洼村、黄庄村、棉集村、大周庄村

4116250301 60

周口 郸城县 丁村乡
洼吴庄村、陶店村、从楼村、高小庙村、赵楼村、杨庙村、徐庄村、张白庄村、王拱楼村、崔堂村、朱楼

村、大郭庄村、大刘庄村、乡林场、李楼村、毛庄村、毛寨村、大王庄村、付楼村
4116250301 60

周口 郸城县 双楼乡 王楼村、徐老家村、张庙村、杨楼村、韩老家村、申庄村、金庙 4116250301 60

周口 郸城县 秋渠乡

任楼村、马洼村、后刘楼村、何庄村、刘小寨村、高小桥村、前刘楼村、赵庄村、牛庄村、秋渠北村、刘

小寨村、马庙村、靳庄村、周庄村、李堂村、秋渠南村、纪庄村、于寨村、朱大楼村、张老庄村、大马庄

村、朱半楼村、李韩庄村、姚庄村、于关帝庙村、王堂村

4116250301 60

周口 郸城县 东风乡

孙庄村、郑庄村、前赵庄村、范庄村、单楼村、赵寨村、高庄村、张关庙村、大刘村、于楼村、大树张村

、董楼村、大王村、尹寨村、龙王庙村、大赵庄村、李岗村、前刘村、西陈村、梁庄村、东于村、大韩庄

村

4116250301 60

周口 郸城县 巴集乡 枣岗村、前屯村、贾庄村、徐楼村、槐李村 4116250301 60

周口 郸城县 李楼乡
贺庄村、三村村、大郭庄村、吴庄村、袁张桥村、砖寺村、张位堂村、李小楼村、谭园村、后王寨村、丁

集村、大贾庄村、徐寨村、邓鱼池村、孔集村、李庄村、孔楼村
4116250301 60

周口 郸城县 胡集乡
中沟村、钮河涯村、大任庄村、王庄村、小任庄村、史桥村、鲁张庄村、范桥村、武河沟村、鲁里村、白

楼村、乡窑厂、鲁小庄村、郭庄村
4116250301 60

周口 郸城县 吴台镇
杨老家、张楼、李庄、晋老家、晋菜元、瓜赵庄、周楼、大吴、小顾、大张、孟岭、三王岭、方营、河湾

、李岗楼、杨庄、孙楼、大牛岭、大顾寨、晋允庄、邵庄、岳桥、刘三关、张小楼
4116250301 60

周口 鹿邑县 谷阳办事处
谭集、王寨、陈楼、后罗楼、前罗楼、吴楼、朱桥、大何、程庄、任庄、张辛、翟庄、孙阁、南关、戚家

园
4116280101 81

周口 鹿邑县 卫真办事处 东关、大李、邓庄、小洪洼、谷堆洼、北关、杨园、城角、付桥、四新 4116280101 81

周口 鹿邑县 鸣鹿办事处
黄盆、胡堂、胡半（胡半截楼）、麻窝张、刘堂、段楼、王菜园、王台、刘庄、王大掛、六里井、前李、

赵楼
4116280101 81

周口 鹿邑县 涡北镇 丁亮、张柏坟、冯桥、付湾、小集、姚庄 4116280101 81

周口 鹿邑县 穆店乡 牛店、周寨、四大王、杜大坑、展庄、解堂、宋庄? 4116280201 69

周口 鹿邑县 贾滩镇 贾滩、方庄、槐树李、柿园、三里杨、谷楼、双庙、大宋庄（大宋）、后堂、高庄、朱桥? 4116280201 69

周口 鹿邑县 涡北镇 宋庄寨、老庄、算李、五门、梅新、孙营、杨庄、雷洼、董楼、灵子门、付楼、刘狄楼? 4116280201 69

周口 鹿邑县 太清宫镇 营子寨、黄王庄、陈楼、八里庙、大贺、四羊寨太清办事处? 4116280201 69

周口 鹿邑县 王皮溜镇 枣园、范桥? 4116280201 69



周口 鹿邑县 观堂镇 梅沟、陈方、大曹、桥口? 4116280202 69

周口 鹿邑县 生铁冢镇 何楼、黄台? 4116280202 69

周口 鹿邑县 赵村乡 刘辛堂、邱营、薛庄 4116280202 69

周口 鹿邑县 宋河镇 枣集、孙店 4116280203 69

周口 鹿邑县 马铺镇 丁路口、谢老家、镇北办事处、镇南办事处、大寺街办事处 4116280204 69

周口 鹿邑县 杨湖口镇 杨湖口 4116280205 69

周口 鹿邑县 穆店乡 宋辛 4116280206 69

周口 鹿邑县 玄武镇 前庄、桥北、王口、东头、西北 4116280207 69

周口 鹿邑县 高集乡 高集 4116280208 69

周口 鹿邑县 丘集乡 丘集 4116280209 69

周口 鹿邑县 唐集乡 唐集 4116280210 69

周口 鹿邑县 辛集镇 新兴、新旺、新达（辛达）、新发、辛集 4116280211 69

周口 鹿邑县 任集乡 任南、任北 4116280212 69

周口 鹿邑县 试量镇 文化路办事处、建设路办事处、镇北办事处、镇东办事处 4116280213 69

周口 鹿邑县 张店镇 张店 4116280214 69

周口 鹿邑县 赵村乡 赵东、赵西 4116280215 69

周口 鹿邑县 生铁冢镇 生铁冢 4116280216 69

周口 鹿邑县 观堂镇 观堂 4116280217 69

周口 鹿邑县 王皮溜镇 普小庄、普园、王皮溜、张庄 4116280218 69

周口 鹿邑县 郑家集乡 郑家集、大张营、冯李 4116280219 69

周口 鹿邑县 穆店乡
小薛、关庄、岳庄、李集、王安、焦庄、张店、张大庙、芦庄、玉皇、大尹、徐楼、刘百屯、万集、秦庄

、大胥、前李、后李、碱厂、厂南、厂北、黎合李、栾庙、程刘、徐店、魏庄、黄庄、西李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杨湖口镇

大王庙（大王）、赵楼、西刘、杨虎头、梁楼寨、梁口、油坊张、水牛张、新台田、大张、界牌（界牌

李）、簸箕杨、火屯、大田、刘桥、郭集、吴小庙、顾庄、苏阁、刘楼、李油坊、田庄、郭奶奶庙、荆庄

、苏楼、宋庄、苏湾、李八桥、寇店、干庄、马屯、仝楼、西秦楼、陈庄、史桥、大盛庄（大盛）、邬庄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贾滩镇
石门里、桑园、大米、王统、郑台、冯楼寨、凌堂、李关庙、李老、大董庄、杜楼、任堂、梁庄、周庄、

孙吉元、谢庄、五门、后狄楼、完刘、薛庄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任集乡

代庄、柴庄、半截河、毛庄、白果、君朱（均朱）、杨堂、老关李、蒋庄、郭庄、西郜、段湾、前苗、李

湾、武店、冷庄、沙土集、陈庄、郝刘、新代、马庄、小胡、王寨、潘庄、胡郑、东郜、大李、田楼、石

井、吕楼、后张、徐集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马铺镇
刘寨、黄楼、刘瓦（刘瓦房）、邵庄、燕庄、小朱庄、火王、完楼、代楼、军吴、张寨、蔡楼、大陈庄

（大陈）、张庄、谢庄、后王庄、圣堂、李胡同、韩老家、段庄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唐集乡
马楼、田蒋、李集、叶庄、东张、套犁王、二门、张仙阁、三门、龚庄、连桥、贺店、王庄、大宋、崔庄

、康庄、刘斗（刘贯斗）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高集乡
早元、王屯、香施堂、双堂、崔庄、党桥、刘花园、新王、老王楼、马炉、大冯、丁河涯、刘集、均刘、

李庄、大宋、解庄、许各、后柳河、前柳河、魏店、大河口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辛集镇
夏庄、皇楼、大丁、朱楼、东吴、大陈、大尚、邹楼、李堂、蒋楼、杨楼、董楼、苗庄、杨寨、田集、孟

寨、许楼、赵桥、许瓦、毛庄、八姓（八姓营）、李寨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张店镇
闫庄、东谢楼、西谢楼、孙渡口、王楼、周各、贾庄、刘庄、赵庄、许庄、杜集、乱丝庙、白杨、吕古寺

、大郭、魏口、罗集、罗庄、安李桥、梁桥、王庄、虎杨、洼于、李大楼、李三关、宋坑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郑家集乡 孙桥、曹牌、韩楼、周楼、刘小庙、王竹园、焦庄、尚桥、孙楼、陈庄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观堂镇
白庙、杨庄、杂姓营、李大槐、李梅、大翟、蔡口、孙庄、木庙、杨塘坊、巴李、黄桥、杜楼、前杨楼、

闫关、郭窑、孙庙、何堂、牛王庙、四所楼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生铁冢镇
安庄、展楼、大郑、李湾、范庄、丁怀庄、丁大庄、丁桥口、苏古洞、邱庄、王寨、罗庄、褚堌堆、吕庄

、孔楼、刘关、余楼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赵村乡
杨保庙、香刘、半截河、大任、武楼、刘楼、李岗、大桑、丁铺、前杨、伙刘、李集、茧王、胡天庙（胡

天）、大张、孔庄、小赵、前张、徐庄、于洼、邱楼、宝南、宝北、孙于、胡山、前刘寨、后刘寨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试量镇

郎庄、碾李、曹庄、段楼、丁铺、胡小楼（胡小楼北、肖庄）、胡寨、杨楼（杨楼东、杨楼西）、马刘、

崔大庄、后杨楼、付庄（付庄、付庄北）、孙庙、于庄、程庄、翟集、任庄、时庄、夏集、丁大、南丁楼

、李金兰（李金兰东、李金兰西）、李屯、金寨、薛桥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玄武镇
后皇、崔堂、李大楼、胡集、二门赵、解楼、后刘、刘花鹏、大陈、前王、孟庄、时口、余里、西小庄、

关庄、柏木岗、大朱、李衚衕、马庄、潘庄、梁楼、明郭、董楼、郝庄、操庄、王桥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丘集乡
大康、大王、韩楼、刘富元、桥刘、河李、前尹王、大白、武平城、闫张、梨园陈、九龙口、毛庄、连岑

、宋楼、夏庄、胡堂、大段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王皮溜镇
刘各、张楼、闫湾、张寨、龙庄、李堆、龚店、马庄、王楼、小厂、潘庄、小谷庄、姚庄、钟庄、陈洼、

郝庄、张彬营（张斌营）、小安、大林、刘大庄、王小庙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太清宫镇 晏庄、怀溜、蒋营、薛楼、大崔、薛小庄、小怀、后双、周园、后刘庄、大梁、怀楼 4116280301 61.5

周口 鹿邑县 宋河镇
杨楼、张辛楼、申老家、杜桥、白佛、杨桥、刘桥、崔庄、刘楼、潘庄、赵楼、轩楼、王楼、大周、孙庄

、岗叉、药铺、卢尧
4116280301 61.5

驻马店 驿城区 南海街道办事处 练江社区、南海社区 4117020101 118.5

驻马店 驿城区 市辖区 市辖区 4117020101 118.5

驻马店 驿城区 橡林街道办事处 王楼居委会（天中山大道以东） 4117020101 118.5

驻马店 驿城区 橡林街道办事处 塘坊庄居委会、王楼居委会（天中山大道以西）、六里庄居委会、刘庄居委会 4117020201 94.5

驻马店 驿城区 老街街道办事处 老街居委会、邓瓦房居委会（汝河大道以北）白桥居委会、天中居委会（练江路以南） 4117020201 94.5

驻马店 驿城区 金河街道办事处 东高居委会、小界牌村委会、汪刘庄村委会 4117020201 94.5

驻马店 驿城区 东风街道办事处 小刘庄居委会（驿城大道以西）、周庄居委会（驿城大道以西） 4117020201 94.5

驻马店 驿城区 金桥办事处 烧山社区委员会（烧山社区居民委员会）（汝河大道以北） 4117020201 94.5

驻马店 驿城区 南海路街道办事处 光明路社区、安楼社区 4117020201 94.5

驻马店 驿城区 关王庙乡
关王庙村、孙吴庄村（高铁以东）、熊楼村、荒坡陆村(高铁以东）、杨楼村(高铁以东）、杨桥村、杜庄

村、吴楼村（高铁以东）、何庄村、余庄村
4117020301 84

驻马店 驿城区 金山街道办事处 贾庄居委会、翟庄居委会、界牌居委会 4117020301 84

驻马店 驿城区 刘阁街道办事处 西高庄居委会（高铁以东）、单高楼居委会（高铁以东）、苗庄居委会（高铁以东） 4117020301 84

驻马店 驿城区 老街街道办事处 邓瓦房居委会（高铁以东、汝河大道以南） 4117020301 84

驻马店 驿城区 香山街道办事处 前张社区委员会 4117020301 84

驻马店 驿城区 顺河街道办事处 刘竹园居委会 4117020301 84



驻马店 驿城区 东风街道办事处 东张庄居委会、小刘庄居委会（驿城大道以东）、周庄居委会（驿城大道以东） 4117020301 84

驻马店 驿城区 金桥办事处
东六里庄居委会（东六里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周湾社区委员会（周湾社区居民委员会）、烧山社区居民

委员会（汝河大道以南）、全庄社区（全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4117020301 84

驻马店 驿城区 关王庙乡 八里铺村、潘庄村 4117020401 76.5

驻马店 驿城区 诸市乡 任马庄村、沈楼村、姜庄村 4117020402 76.5

驻马店 驿城区 老街街道办事处 邓瓦房居委会（高铁以西） 4117020402 76.5

驻马店 驿城区 关王庙乡 洪堂村、吴楼村（高铁以西）、荒坡陆村(高铁以西）、孙吴庄村(高铁以西）、杨楼村(高铁以西） 4117020402 76.5

驻马店 驿城区 香山街道办事处 香山居委会、梨园村 4117020402 76.5

驻马店 驿城区 朱古洞乡 窑后村 4117020402 76.5

驻马店 驿城区 古城乡 李湾村 4117020402 76.5

驻马店 驿城区 金桥办事处
大郭社区委员会（大郭社区居民委员会）（京港澳高速以西）、东新庄社区委员会（东新庄社区居民委员

会）、邵庄社区委员会（邵庄社区居民委员会）、邵李楼社区委员会（邵李楼社区居民委员会）
4117020402 76.5

驻马店 驿城区 水屯镇 王坡村（京港澳高速以西）、大郭村（京港澳高速以西） 4117020402 76.5

驻马店 驿城区 顺河街道办事处 顺河居委会、柳堰庙居委会、罗庄居委会、马堰居委会（京港澳高速以西）、雷庄村（京港澳高速以西） 4117020402 76.5

驻马店 驿城区 刘阁街道办事处
高集居委会、刘阁居委会、西高庄居委会（高铁以西）、单高楼居委会（高铁以西）、苗庄居委会（高铁

以西）、周楼村、门庄村、姜岗村
4117020402 76.5

驻马店 驿城区 板桥镇 板桥村 4117020501 69

驻马店 驿城区 沙河店镇 沙西村 4117020502 69

驻马店 驿城区 老河乡 小靳庄村 4117020503 69

驻马店 驿城区 蚁蜂镇 蚁蜂村 4117020504 69

驻马店 驿城区 诸市乡 南街村、北街村、五里岗村、石庄村、李楼村、魏庄村、闫庄村、熊庄村、相元村、马老庄村 4117020505 69

驻马店 驿城区 胡庙乡
洼李村、岳楼村、周井村、郑庄村、臧集村、叶庄村、夏庄村、龙泉村、大韦庄、韦岗村、高庄村、胡庙

村、吴楼村
4117020505 69

驻马店 驿城区 香山街道办事处 杨楼村、孙店村、闫楼村 4117020505 69

驻马店 驿城区 朱古洞乡 五道庙村、朱古洞村、秦庄村、胡庄村 4117020505 69

驻马店 驿城区 古城乡 古城村、朱楼寨村 4117020505 69

驻马店 驿城区 顺河街道办事处 马堰居委会（京港澳高速以东）、雷庄村（京港澳高速以东）、小陈庄村、马庄村、李庄村、大陈庄村 4117020505 69

驻马店 驿城区 金桥办事处 王庄社区（王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大郭社区居委会（大郭社区居民委员会）（京港澳高速以东） 4117020505 69

驻马店 驿城区 水屯镇
刘付汉村、水屯村、陈楼村、王坡村（京港澳高速以东）、孟庄村、大刘村、王庄村、大郭村（京港澳高

速以东）
4117020505 69

驻马店 驿城区 板桥镇

程楼村、白果树村、江林村、夏庄村、英刘村、胡楼村、崔张楼村、张秀庄村、关刘庄村、大路陈村、任

张楼村、百秩店村、水田村、林庄村、刘沟村、许小庄村、口门村、陡嘴村、马冲村、前店村、板桥镇林

场

4117020601 64.5

驻马店 驿城区 沙河店镇
沙东村、杨庄村、万庄村、大李庄村、温庄村、和崔村、会合幕村、闫台村、苇子园村、崔楼村、靳楼村

、虎狼店村、刘河村、山湾村、赵尧村、沙河店林场
4117020601 64.5

驻马店 驿城区 朱古洞乡 北泉村、柴坡村、钱庄村、老臧庄村 4117020601 64.5



驻马店 驿城区 老河乡
韩张楼村、东赵岗村、西赵岗村、小周庄村、八里许村、小集村、土门村、老关庄村、大林子村、南板桥

村、石古庄村、老河林场、老河水库
4117020601 64.5

驻马店 驿城区 蚁蜂镇
老庄村、大子房村、宋冲村、赵台村、聂湾村、橡林村、小邓庄村、南老庄村、庞阁村、鲁湾村、彭楼村

、胡楼村、彭楼村与庞阁村争议地、蚁蜂林场
4117020601 64.5

驻马店 驿城区 胡庙乡 龚楼村、林业村、王庄村 4117020601 64.5

驻马店 驿城区 水屯镇
朱洼村、新坡村、余冢村、雷寨村、田庄村、新李庄村、汉世桥村、乔庄村、钟楼村、关帝庙村、石庄村

、赵桥村
4117020602 64.5

驻马店 驿城区 古城乡 朱李庄村、吴桂桥村、张教庄村、马园村、大余庄村、洪沟庙村、洪村铺村 4117020602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柏城街道办事处
东关社区、西关社区、南关社区、北关社区、宝严寺社区、三里湾社区、建设路社区、邵庄社区、徐魏庄

社区、翟庄社区
4117210101 70.5

驻马店 西平县 柏亭街道办事处
郭店社区、朱洪社区、汤买赵社区、黄庄社区、桂李社区、范吕社区（东吕社区、范楼社区）、耿王社区

（耿庄社区、庄王社区）
4117210101 70.5

驻马店 西平县 柏苑街道办事处
花马刘社区、王店社区、观音堂社区（大李社区、黄庄社区、道庄社区）、于芳社区（于楼社区、芳庄社

区）、龙王庙社区（郝刘社区、王茨园社区）
4117210101 70.5

驻马店 西平县 二郎乡 皮庄村、韩桥村 4117210101 70.5

驻马店 西平县 柏亭街道办事处 席赵社区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五沟营镇

东南街村（东街村、南街村）、寇店村（寇店村、陈坡寨村）、袁庄村（袁庄村、康庄村）、刘册桥村、

大崔村、龙泉寺村、王阁村、常湾村（常湾村、后郑村）、北街村、丁吕村（丁崔村、丁王村、吕哨村）

、洄浀赵村、五沟营乡林场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权寨镇
权寨村、秦刘何庄村（秦庄村、刘庄村、黑何村）、冯堂村、小店村、关庄村、郑楼村、大刘堂村、朱杨

村、郭庄村、老温村、苗张村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师灵镇
师灵村、杨环村、赵王村（赵王村、马洼村）、王寨村（王寨村、郜庄村）、聂河村、苍王庙村、夏王村

、油房张村、史庄村、北王村（北王村、白庙村、岗王村）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出山镇 吴堂村、大于庄村、姚岗村、八张村、翟老庄村、出山村、罗岗庄村、焦之岗村、牛昌村、韩堂村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柏苑街道办事处 杜杨社区（李庄杜社区、李庄杨社区）、罗成坟社区（武岗社区、李庄铺社区）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重渠乡
张庄村（张庄村、罗拐村南片）、重渠村、贾桥村、李庄村、武海村、汪庄村、南湾村（王湾村、南徐

村）、前寨村（前寨村、罗拐村北片）、丁寨村、澍河坡村、敬庄村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盆尧镇
盆西村、盆东村、徐杨村、叶寨村、于营村、陈庄村、张渡口村、莲花池村、大赵村、洪港村、叶李村、

陈老庄村、张老庄村、罗阁村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人和乡
三和村、王马店村、大郭村、谢老庄村（金山孟村、大韩村、谢老庄村）、王孟寺村（王孟寺村、寺后张

村、郭应村）、花牛陈村、高桥村、河沿张村、土陈村、大朱村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宋集乡
宋集村、丁庄村、崔庄村、高庄村、袁坡村、张湾村、毛庄村（毛庄村、三王村）、后胡村、赫朱村（赫

朱村、朱明村）、于桥村（于桥村、曹湾村）、岳庄村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谭店乡 谭店村、潘庄村、周庄村、周范村、大武庄村、祁庄村、蒋庄村、关桥村、和张村、桂河村、何庄村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吕店乡

吕店村（吕店村、焦湾村）、刘楼村（刘楼村、吴庄村）、张店村（张店村、兰衣赵村）、前陈村（前陈

村、李寨村）、烟墩村（烟墩村、张于庄村）、董桥村、洼郭村（洼郭村、圈王村）、簸箕张村（簸箕张

村、张堂村）、洪村铺村（洪村铺村、后赵村、邵庄村）、宋庄村（宋庄村、常寺村）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芦庙乡
芦庙村、韩庄村、顺河村、张崔吴村、宋营村、老庄村、合庄村、茨元村、蔡庄村、马迁庄村、徐庄村、

八里庄村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杨庄乡

小庄村（小庄村、茶庵村）、马楼村、赵老庄村、洪杨村、栗元村、小街村（小街村、新铺村）、仪封村

（仪封北街村、仪封南街村、仪封操场村）、合水村、康庄村（康庄村、胡庙村）、董坑村（咀刘村、董

坑村）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专探乡

朱庄村（朱庄村、专探村）、张坡村（王兰庄、张坡村）、大庙陈（前姚村、后姚村、大庙陈）、谢庄村

（谢庄村、老官陈）、衡坡村、陈茨元村、柳河村（谷河村、双河村）、于杨村（于庄村、大杨庄村）、

赵寺村、汪寨村、赵高庄村（朱湖村、赵高庄村）、军王村、赵丁庄村、水泉汪村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二郎乡
二郎村、焦店村、张尧村、范堂村、王庄村、赵庄村、孙张庄村、二铺村、万庄村、黄通庄村、于海村、

祝王寨村、小王庄村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蔡寨回族乡 蔡寨村、冯老庄村、冯张庄村、寺后郭村、崔庄村、肖洼村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焦庄乡

焦庄村（焦庄村、管庄村、王顶庄）、村赵海村、朱坑村、王老庄村、席王寨村、大王庄村（大王庄村、

后李村）、金刚村（金刚村、朱岗村）、高庙村（郝庄村、焦洼村、高庙村）、毛寨村（毛寨村、白庄

村）、王楼村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老王坡农场 刘店村、陶庄村、顾庙村、董桥村 4117210201 64.5

驻马店 西平县 出山镇 菜坡村、酒店村、大苏庄村、李孟银村、朱仓庄村、月林村、李园沟村、狄庄村、任庄村、刘清管村 4117210301 58.5

驻马店 上蔡县 卧龙办事处
福兴寺社区、黄尼庄社区、绳李社区、麦仁社区、后聂村、北大吴社区、苗沟社区、大路张社区、文化路

社区
4117220101 70.5

驻马店 上蔡县 蔡都办事处
吴桥社区、贾竹园社区、申赵社区、武庄社区、王庄村、石桥村、井庄社区、二里社区、升仙桥社区、白

云观社区、老城区社区、龙泉社区
4117220101 70.5

驻马店 上蔡县 重阳办事处 豫苑社区、南大吴村、王营村、尚堂村、谢庄社区、看花楼社区、黑龙潭社区、建设路社区 4117220101 70.5

驻马店 上蔡县 百尺乡 鸳店村 4117220101 70.5

驻马店 上蔡县 大路李乡 涧沟王村、肖里王居委会、肖里侯居委会、大胡村、谢堂村 4117220101 70.5

驻马店 上蔡县 芦岗办事处
卧龙岗社区、双李社区、朱庄村、丁赵村、董寨村、刘楼社区、程老村、文楼村、太平桥社区、贾桥社区

、蔡河社区、奎星社区
4117220101 70.5

驻马店 上蔡县 大路李乡 大路李村、马堂村、孟尧村、湾李村、北聂村、南聂村、栗庄村、姜庄村（s331旧省道以北） 4117220201 66

驻马店 上蔡县 邵店镇 后杨村、十里铺村、丁楼村 4117220201 66

驻马店 上蔡县 五龙镇 五龙集村、班闫村、孟楼村 4117220201 66

驻马店 上蔡县 齐海乡 齐海村、牛庄村、魏桥村、李炳村、马庵村、集南村、翟庄村 4117220201 66

驻马店 上蔡县 东洪镇 堡上村、穆庄村、白庄村 4117220201 66

驻马店 上蔡县 西洪乡 小和村、司马村、关王村 4117220201 66

驻马店 上蔡县 百尺乡 大何庄村 4117220201 66

驻马店 上蔡县 重阳办事处 李斯楼村 4117220201 66

驻马店 上蔡县 华陂镇 华北村、华南村 4117220301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小岳寺乡 小岳寺村、时庄村、边张村、大岳寺村 4117220302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朱里镇 朱里村、古刘村、后关村、霍庄村、段寨村 4117220303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东岸乡 东岸村 4117220304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百尺乡 百尺集村 4117220305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西洪乡 西洪村 4117220306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东洪镇 河南村、河北村 4117220307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韩寨乡 张市店村、郭庄村、义公村 4117220308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崇礼乡 崇礼村、东党村、西党村、孙庄村 4117220309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无量寺乡 无量寺村、寺西村、张赵村 4117220310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塔桥镇 塔桥村 4117220311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蔡沟乡 东头村、南头村、北头村 4117220312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杨集镇 杨集村、戚老村、邓位村 4117220313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黄埠镇 黄埠村、尚庄村、小王村 4117220314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邵店镇 集北村、邵店村 4117220315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杨屯乡 杨屯村 4117220316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洙湖镇 洙湖村 4117220317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党店镇 党店 4117220318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和店镇 和店村、刘李村、后王村、葛老村 4117220319 61.5

驻马店 上蔡县 黄埠镇
新庄村、南王楼村、苑坡村、汝河村、蔡埠口村、小王营村、狮子口村、常庄村、周庄村、后张村、冯坡

村、黄乔楼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杨集镇
前桥村、高岳村、前李村、中街村、东北庄村、小戚村、中吕村、前常营村、后常营村、赵寨村、板张村

、谢庄村、马桥村、大郑营村、大付营村、相湾村、里湾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洙湖镇

前三里村、苏庄村、袁庄村、贺店村、大刘寨村、樊庄村、孔庄寨村、南大吴村、刘店村、桃花店村、王

彭村、余庄村、均张村、岳洼村、北大吴村、小董村、前铁张村、西张寨村、一六王村、曹寨村、程庄村

、王楼村、大田庄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党店镇
大闫村、东张寨村、东李楼村、马庄村、张越村、新田村、大代村、曹楼村、湾刘村、杨法村、大张村、

小翟村、大翟村、忙忙村、闫刘村、贺楼村、玉皇庙村、郁王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朱里镇
大黄村、河南贾村、河北贾村、郏庄寨村、拐子杨村、罗庄村、乔李村、老黄庄村、东梁村、坡杨村、柏

庄村、扶台村、周桥村、高庄村、大董村、田庄村、东伍张村、双庙村、贾庄村、周赵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华陂镇
大岳村、君陈村、寺后赵村、明哲赵村、大程庄村、坡董村、双庙赵村、冯庄村、西陈村、唐桥村、王桥

村、刘连村、史彭村、刘连张村、柿园彭村、方营村、东陈村、韩庄村、李许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大路李乡 唐楼村、陈桥村、朱里桥村、郝坡村、姜庄（s331旧省道以南）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无量寺乡
吴宋村、后陈村、王连湖村、陈寨庙村、堰南村、竹园村、五道庙村、坡王村、七块店村、付刘村、苗庄

村、郝庄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邵店镇
王棚楼村、卜庄村、小楼村、西岗村、庙王村、高李村、刘岳村、籽粒村、前杨村、石佛村、郭屯村、尹

赵村、刘庄村、上岗村、苑寨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五龙镇 高白玉村、展庄寨村、老李村、曾楼村、西李村、薄李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杨屯乡 张宇村、杨仕位村、李宣村、田乔村、张俭村、魏楼村、陈法寨村、前张村、韩王村、邱庄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和店镇

陈庄村、卓庄村、李集村、方庄村、王连寨村、后刘村、范王村、八里湾村、柳庄村、大许村、大王村、

芦村、杨寨村、大程村、程阁村、三肖村、五肖村、孟营村、曹庄村、坡张村、六肖村、高庙村、许集村

、垮子营村、小张村、东朱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蔡沟乡
方刘村、赵庄村、张清村、中陈村、冯黎村、庙杨村、大杨村、任寨村、开陈村、大朱村、大张村、孟庄

村、西马村、干坑村、林堂村、大任村、后时村、孔庄村、火神村、朱楼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塔桥镇

董何村、侯张村、关楼村、黄庄村、胡庄寨村、黄泥桥村、申寨村、孟赵村、大邱村、张李村、北大李村

、大赵村、彭庄村、白圭庙村、西何村、小李村、南张村、楼李村、三李村、盆王村、黑翟村、葛楼村、

长王村、马楼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齐海乡 杨庄村、阳岗村、柴冀村、班刘村、汪庄村、朱庙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崇礼乡
坡朱村、格了朱村、岳徐村、枯河村、张庄村、大付村、大袁村、杨堂村、后店村、东大朱村、任庄村、

方堂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韩寨乡
康湖村、新石桥村、何庄村、前陈村、耿陈村、任集村、贾寨村、庄户村、张集村、大骆村、徐楼村、邱

路口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东岸乡
孙王村、张尧村、程尧村、关庄村、拐湾村、光武村、王堂村、张茂英村、刘小庄村、路口村、中兴村、

陆马白村、张杨郏村、白堂村、大苏村、西袁村、胡庄村、牌坊刘村、套楼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东洪镇

赵楼村、南徐村、赵庄村、苏桥村、毛庄村、刘寨村、庄头村、孟庄村、蔡尧村、程楼村、桃台村、大路

陈村、杨沈庄村、党湖张村、侯庄村、北徐村、陈庄村、张康村、张榆村、王庄村、石桥村、别楼村、后

楼村、龚庄村、万庄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小岳寺乡
郭七村、杨炉村、双合村、坡吴村、赵集村、陈集村、望东湖村、朱寨村、大明村、西伍张村、大屯村、

业王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西洪乡
关帝村、曹王村、寇庄村、石堂村、宋庄村、朱赵村、新陈庄村、坡常村、南武庄村、嘴李村、固村、南

董村、腰店村、洼王村、刘坡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上蔡县 百尺乡
朱洼村、葛湾村、河涯刘村、百尺寺村、苏口村、纸张村、堤草王村、下地关村、下地韩村、贾湾村、竹

元张村、窦庄村、杨阁村、张王楼村、单庄村、前王村
411722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古槐街道办事处

小刘居委会、小徐居委会、钟楼社区居委会、解放街社区居委会、月旦坪社区居委会、城东社区居委会、

永乐社区居委会、西塔寺社区居委会、健康路社区居委会、城南社区居委会、城北社区居委会、铁塔路社

区居委会

4117230101 69

驻马店 平舆县 东皇街道办事处 五里社区居委会 4117230101 69

驻马店 平舆县 清河街道办事处 陈蕃居委会、大冯居委会、王栋桥居委会、王堂居委会、张楼居委会 4117230101 69

驻马店 平舆县 辛店乡 崔庄村、黄寨村、辛店村 4117230201 63

驻马店 平舆县 古槐街道办事处 冯楼社区居委会、南陈社区居委会 4117230201 63

驻马店 平舆县 郭楼镇 郭楼村、前店村、曹寨村、岳庄村 4117230201 63

驻马店 平舆县 东皇街道办事处 徐寨社区居委会、大王寨社区居委会、段营社区居委会、张奶奶庙社区居委会、刘凡社区居委会 4117230201 63

驻马店 平舆县 万金店镇 厂庙村、黄庄村 4117230201 63

驻马店 平舆县 清河街道办事处 冯寨居委会、南刘居委会、孟庄居委会 4117230201 63

驻马店 平舆县 射桥镇 东关居委会、西关居委会 4117230301 58.5

驻马店 平舆县 十字路乡 十字路村 4117230302 58.5

驻马店 平舆县 阳城镇 张老仁社区居委会、张万寨社区居委会 4117230303 58.5

驻马店 平舆县 庙湾镇 庙湾村 4117230304 58.5

驻马店 平舆县 高杨店镇 高杨店社区居委会、中高社区居委会 4117230305 58.5

驻马店 平舆县 东和店镇 东和店居委会 4117230306 58.5

驻马店 平舆县 万冢镇 万冢村 4117230307 58.5

驻马店 平舆县 玉皇庙乡 玉皇庙村 4117230308 58.5



驻马店 平舆县 李屯镇 李屯村 4117230309 58.5

驻马店 平舆县 杨埠镇 河北居委会、河南居委会 4117230310 58.5

驻马店 平舆县 老王岗乡 老王岗村 4117230311 58.5

驻马店 平舆县 双庙乡 双庙村 4117230312 58.5

驻马店 平舆县 万金店镇 万金店村 4117230313 58.5

驻马店 平舆县 西洋店镇 西洋店居委会 4117230314 58.5

驻马店 平舆县 庙湾镇
八里村（八里夏村）、大卢村、大杨村、代关庙村、冯庄村、黑田村、李寨村、里湾村、龙王庙村、念张

村、郑楼村、赵庄村、余楼村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老王岗乡 白龙庙村、方良河村、甘港村、黄湾村、龙湾村、马湾村、孙坡村、孙庄村、兴旺店村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东皇街道办事处 蔡营社区居委会、李庄社区居委会、小陈社区居委会、张营社区居委会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万冢镇 蔡庄村、郭寺村、牛庄村、三桥村、汤岭村、万寨村、庄堂村、张刘村、杨桥村、闫寨村、闫楼村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郭楼镇 宋海村、高平寺村、戚坡村、陈集村、三陈村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十字路乡 曹庄村、前盛村、秦胜村、三麻村、石磙庙村、王关庙村、中马村、张铁村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万金店镇 茨园村、大郭村、宋刘村、土店村、王寨村、新周村、张坡村、余庄村、余营村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杨埠镇
陈凡村、大马村、大湾村、大朱村、金庄村、老任村、任柳村、洼张村、王店村、王美村、夏庄村、薛店

村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高杨店镇
陈刘村、金刘村、老庄村、三所楼村、四门代村、陶楼村、洼李村、王阁村、王庄村、新张胡营村、袁庄

村、姚吕庄寨村、刘寨村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西洋店镇
陈寨村、高台村、耿庄村、后岗村、贾营村、马楼村、毛陈村、聂寨村、潘营村、彭庄村、秦王村、谭赵

村、王寺台村、吴湾村、西洋潭村、小尹村、赵庙村、尹湾村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东和店镇 大石村、董庄村、高庄村、李孟村、李庙村、木香店村、宁庄村、前楼村、小吴村、张赵村、邢岗村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玉皇庙乡 大宋村、范寨村、韩寨村、唐庄村、王楼村、郑营村、曾庄村、余坡村、学佃村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射桥镇 大孙村、大王村、单老村、古城村、后刘村、刘庄村、马庄村、王湾村、张柏坟村、臧楼村、永塘村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李屯镇 大许村、官余村、管坡村、普照寺村、前岗村、魏楼村、闫坡村、大郭村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阳城镇
丁营村、洪山庙村、胡岭村、岭王村、刘吾村、刘寨村、马李坡村、马刘村、寺埠口村、孙鲍村、位庄村

、西贾村、新集村、张庄村、张营村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辛店乡 郭庄村、韩坡村、黑李庄村、两口村、新淇沟村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平舆县 双庙乡 张付楼村、梁桥村、马营村、南宋村、前张村、谢庄村、邢营村 4117230401 55.5

驻马店 正阳县 真阳镇 皮庄村、吴湾村、邹楼村、庞桥村 4117240101 69

驻马店 正阳县 慎水乡 刘冢村、王牌寺村、台天村、丁庄村、小邹寨村、八里桥村 4117240101 69

驻马店 正阳县 真阳镇 张庄村、梁庙村、梁楼村、张楼村、唐段庄村 4117240201 61.5

驻马店 正阳县 慎水乡 刘桂庄村、喻廖村、十二里湾村、大邹寨村、贾余村、山头铺村、化庄村、刘庄村、大曾庄村、洪庙村 4117240201 61.5

驻马店 正阳县 熊寨镇 农庄村、王楼村 4117240201 61.5

驻马店 正阳县 傅寨乡 杨阁村、邱庄村、双台村 4117240201 61.5

驻马店 正阳县 新阮店乡 徐围孜村、前王楼村、万马村、孙竹园村 4117240201 61.5

驻马店 正阳县 闾河乡 吕河村、河湾村 4117240201 61.5

驻马店 正阳县 寒冻镇 寒冻村 4117240301 57



驻马店 正阳县 傅寨乡 傅寨村 4117240302 57

驻马店 正阳县 袁寨乡 袁寨村 4117240303 57

驻马店 正阳县 油坊店乡 油坊店村 4117240304 57

驻马店 正阳县 汝南埠镇 汝南埠村 4117240305 57

驻马店 正阳县 熊寨镇 熊寨村、韩庄村 4117240306 57

驻马店 正阳县 雷寨乡 雷寨村 4117240307 57

驻马店 正阳县 王勿桥乡 王勿桥村 4117240308 57

驻马店 正阳县 永兴镇 赵庙村 4117240309 57

驻马店 正阳县 兰青乡 兰青村 4117240310 57

驻马店 正阳县 彭桥乡 彭桥村 4117240311 57

驻马店 正阳县 铜钟镇 铜钟村、铜钟镇林场 4117240312 57

驻马店 正阳县 陡沟镇 陡沟村 4117240313 57

驻马店 正阳县 皮店乡 皮店村 4117240314 57

驻马店 正阳县 大林镇 大林村 4117240315 57

驻马店 正阳县 真阳镇 诸葛村、乐堂村、叶竹园村、段庄村、李通村、真阳镇林场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正阳县 寒冻镇
王庄村、固城村、罗岗村、乱冢村、秦庄村、从楼村、徐庄村、史庄村、翁岗村、祠堂村、杨庄村、候庄

村（侯庄村）、台子寺村、袁楼村、李湾村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正阳县 铜钟镇
崔塘村、大李村、建安村、王寨村、北王村、大黄村、土桥村、大盛村、汪庄村、姚寨村、姚前村、小李

村、闫庄村、胡庄村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正阳县 熊寨镇 宋店村、崔庄村、王大塘村、刘大塘村、魏庄村、胡寨村、岳伍村、毛集村、大许村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正阳县 傅寨乡 双屯村、章寨村、尚营村、陶庄村、熊楼村、殷寨村、老傅寨村、伍庄村、伍阁村、高阁村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正阳县 袁寨乡
杨寨村、尚庄村、付庄村、闵庄村、汪冢村、单楼村、齐庄村、梨王村、周庄村、大郝村、李庄村、陈庄

村、鲁店村、孙楼村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正阳县 新阮店乡 胡老村、管寨村、王李村、老王村、罗庄村、中心庙村、老阮店村、新阮店乡林场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正阳县 油坊店乡
余甲村、孙庄村、赵店村、雷岗村、陈冲村、周楼村、贺寨村、王岗村、陈寨村、方庄村、吴楼村、贺庄

村、阚庄村、油坊店乡林场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正阳县 雷寨乡
王围孜村、后寨村、高胡村、甘楼村、李楼村、关路口村、雷堰村、张伍店村、邹庄村、董庄村、杜楼村

、西严店村、何岗村、朱庄村、曹楼村、肖围孜村、施庄村、石刘村、李塘村、塘坡村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正阳县 王勿桥乡 黄庄村、谢庄村、熊庄村、大陈店村、大翁村、马屯村、赵庄村、熊李庄村、中张村、新丰村、马庄村 4117240401 54

驻马店 正阳县 永兴镇
万安村、余庄村、路口村、高庄村、四楼村、吴相村、屈楼村、盛楼村、永兴埠村（永兴村）、小陈村、

王老村、徐杨村
4117240401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