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年琼中贫困人员疫情期间外出务工额外交通和生活补助（第4批）花名册

序号 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户主姓名 户主身份证号
务工人
员姓名

性别 务工单位
申请月份
（如1-4）

补贴金额
（元）

1 什运乡 什运村委会 方根村 王玉辉 46003619*******840 王国由 男 三亚市南宁实业开发责任有限公司 2—3 400

2 什运乡 什运村委会 方根村 王泽科 46003619*******813 王锋单 男 海南金红叶纸叶有限公司 2—3 400

3 什运乡 什运村委会 方根村 王金兰 46003619*******828 王秋霞 女 海南康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3 400

4 什运乡 什运村委会 方根村 王有深 46003619*******819 王有新 男 乐东县打零工 3 200

5 什运乡 什运村委会 什运二队 王轩国 46003619*******832 王海春 女 海口市龙华区昌茂绿橙物业 1—3 600

6 什运乡 什运村委会 什运二队 王泽胡 46003619*******818 王海珍 女 文昌市个体户种瓜菜 2 200

7 什运乡 什运村委会 什运二队 吉家康 46003619*******876 吉亚顺 男 三亚市打零工 3 200

8 什运乡 什运村委会 什运二队 王轩科 46003619*******819 王小妹 女 澄迈县金江镇打零工 3 200

9 什运乡 什运村委会 什运二队 王轩科 46003619*******819 王秀香 女 三亚市嘉成农业公司 2—3 400

10 什运乡 什运村委会 什运三队 王月香 46003619*******820 吉亚飘 男 琼中县黎母山镇林厂 1—3 600

11 什运乡 什运村委会 什运三队 吉有巧 46003619*******811 吉有巧 男 乐东县工厂 3 200

12 什运乡 什运村委会 什运三队 王月莲 46003619*******821 王万周 男 上海市新大洲摩托公司 2—3 400

13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什况村 王珍民 46003619*******112 王珍民 男 华采塑胶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3 400

14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岸山村 陈业华 46003619*******117 陈昌江 男 海南新燕泰大酒店 1 200

15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岸山村 许炳平 46003619*******11X 许炳平 男 三亚瑞泽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1—3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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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岸山村 王开宁 46003619*******135 王玲 女 琼中宾馆 1—3 600

17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岸山村 许振柳 46003619*******114 许乾翠 女 三亚大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3 600

18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岸山村 王开宁 46003619*******135 王阿文 女 广东汕头灵活就业 1 200

19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什架巴村 王从 46003619*******112 王从 男 琼中灵活就业 2 200

20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什架巴村 王进 46003619*******11X 王广楠 男 深圳软图精技科技有限公司 4 200

21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什马二村 陈启华 46003619*******118 王世凤 女 乐东灵活就业 3 200

22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新村下村 王建平 46003619*******114 王彩兰 女 乐东县利国镇果园 1—3 600

23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新村上村 王珍江 46003619*******113 王蓝雁 女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
1 200

24 长征镇 罗反村委会 罗反上村 王高发 46003619*******117 王振静 男 海口丽华斯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2—3 400

25 长征镇 罗反村委会 罗反下村 王高炳 46003619*******117 王泽英 女 琼中营根奔豪商务酒店 3 200

26 长征镇 罗反村委会 罗反下村 吉文新 46003619*******116 吉翠霞 女 深圳市华睿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3 400

27 长征镇 罗反村委会 罗反下村 吉文新 46003619*******116 吉明山 男 深圳市华睿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3 400

28 长征镇 罗反村委会 罗反上村 朱进平 46003619*******112 朱国胜 男 琼中营根瑞丰数码科技营业部 1—3 600

29 长征镇 罗反村委会 罗反上村 朱进平 46003619*******112 谢丽妹 女 琼中灵活就业 2—3 400

30 长征镇 万众村委会 福加新村 吉珠 46003619*******126 王芳柳 女 海口美兰秀客美发造型店 1—3 600

31 长征镇 万众村委会 冲二村 王泽雄 46003619*******118 王长益 男 琼中圆通快递有限公司 1—3 600

32 长征镇 万众村委会 冲二村 王泽雄 46003619*******118 王智雅 女 广州市国美电器海南分公司 2—4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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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长征镇 万众村委会 冲二村 王泽雄 46003619*******118 王智俞 女 布拉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4 600

34 长征镇 万众村委会 福加老村 王高裕 46003619*******119 王振双 女 深圳市众鑫三明电子有限公司 2—4 600

35 长征镇 万众村委会 冲二村 王茂川 46003619*******133 王清河 男 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2—4 600

36 长征镇 万众村委会 冲一村 王茂芬 46003619*******133 王清龙 男 海南中丝发展有限公司 2—4 600

37 长征镇 万众村委会 福加老村 王业成 46003619*******135 王夏颖 女 海口绝味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2—4 600

38 长征镇 万众村委会 福加新村 吉珠 46003619*******126 王世龙 男 海南昌运福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2—4 600

39 长征镇 罗反村委会 罗反上村 朱进平 46003619*******112 朱艳 女 琼中营根花依格服装店 1—3 600

40 长征镇 万众村委会 冲二村 王茂安 46003619*******118 王清瑶 女 琼中营根德润商务酒店 1—3 600

41 长征镇 万众村委会 铺上村 王必海 46003619*******118 王玉梦 女 琼中营根奔格内酒店 1—3 600

42 长征镇 万众村委会 铺上村 王必海 46003619*******118 王小思 女 琼中福兴医院 1—3 600

43 长征镇 万众村委会 冲一村 王仕忠 46003619*******130 王高郑 男 海南天宝工贸有限公司 1—3 600

44 长征镇 万众村委会 冲一村 王仕忠 46003619*******130 王高楼 男 海口海秀花园物业服务中心 1—3 600

45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什马一村 王轩雄 46003619*******119 王胤 男 琼中营根家家福商行 1—3 600

46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什马一村 王轩雄 46003619*******119 王菊莲 女 琼中营根骨汤王火锅城 1 200

47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什各礼村 王启峰 46003619*******119 王佳佳 女 海口市无二日料 1—3 600

48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新村下村 王建升 46003619*******110 李小梅 男 澄迈县灵活就业 1—3 600

49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新村下村 王育权 46003619*******117 王世良 男 海口市灵活就业 3 200

50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什马一村 王轩雄 46003619*******119 王斌 男 万宁市牛漏秀哥美食店 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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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新村上村 黄家芬 46003619*******117 黄玲 女 琼中营根奔豪会足浴馆 1 200

52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新村上村 曾德海 46003619*******113 曾维涛 男 珠海恒宇新科技有限公司 1—3 600

53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新村上村 曾德海 46003619*******113 曾维盛 男 宁波裕米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2—3 400

54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岸山村 许炳平 46003619*******11X 许乾坚 男 海南潮州旗实业有限公司 1 200

55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新村下村 王建升 46003619*******110 王建升 男 琼中县长征镇邮政局 1—3 600

56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岸山村 陈业华 46003619*******117 陈小慧 女 三亚顺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 200

57 长征镇 潮村村委会 新村下村 王家德 46003619*******132 王小霞 女 海口闽大兴贸易有限公司 2—3 400

58 吊罗山乡 太平村委会 上堂村 黄学坤 46003619*******919 黄开强 男 陵水县提蒙海山泡沫厂 2—4 600

59 吊罗山乡 太平村委会 上堂村 黄开春 46003619*******916 黄波 男 广东省东莞市钛音电子厂 3—4 400

60 吊罗山乡 太平村委会 崩岭村 曾常明 46003619*******911 曾常明 男 海南今农科技有限公司 1—3 600

61 吊罗山乡 太平村委会 崩岭村 曾常明 46003619*******911 曾常方 男 海南宏鑫石材实业有限公司 1—3 600

62 吊罗山乡 长田村委会 什旺一村 王世为 46003619*******919 黄丽燕 女 海南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 800

63 吊罗山乡 长田村委会 什旺一村 王大新 46003619*******916 王永跃 男 富鸿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4 800

64 吊罗山乡 新安村委会 新安三村 盘明辉 46003619*******916 盘晓静 女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路益禾堂 4 200

65 吊罗山乡 响土村委会 响土二村 陈玉英 46003619*******928 邓英妹 女 海口美兰鑫浪汽车漆调色中心 1—4 800

66 吊罗山乡 大美村委会 什活村 王有智 46003619*******912 王有鹏 男 吊罗山乡十六队基地 1—5 1000

67 吊罗山乡 什插村委会 什插村 林天吉 46003619*******913 林天吉 男 六十千柚子园 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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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吊罗山乡 什插村委会 什插村 林天吉 46003619*******913 王海梅 男 六十千柚子园 4 200

69 吊罗山乡 什插村委会 什插村 朱景昌 46003619*******917 朱玉 女 深圳市恒宇嘉电子有限公司 3—4 400

70 吊罗山乡 什插村委会 什插村 陈弟 46003619*******912 陈弟 男 海南派成有限公司 4 200

71 营根镇 升坡村委会 什加玛村 王经东 46003619*******512 王随涛 男
广东惠州中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保

亭分公司
2—3 400

72 营根镇 升坡村委会 什加玛村 王经安 46003619*******535 王经安 男 琼中营根镇胜发商行 1—3 600

73 营根镇 那柏村委会 毛限村 王国林 46003619*******515 王国林 男 琼中加钗农场 2—3 400

74 营根镇 朝参村委会 老村 王团 46003619*******511 王团 男 琼中县上安乡什育村委会 3 200

75 营根镇 朝参村委会 新村 王进承 46003619*******511 王丽菊 女 三亚市海棠区种植圣女果 3 200

76 营根镇 朝参村委会 新村 王海兰 46003619*******52X 王海兰 女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当保姆 3 200

77 营根镇 朝参村委会 新村 王海兰 46003619*******52X 李进 男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建筑工 3 200

78 营根镇 朝参村委会 新村 王春连 46003619*******527 王进龙 男 海南叶氏食品有限公司 3 200

79 营根镇 湴湾村委会 牛古湾村 符永海 46003619*******517 符少慧 女 琼中县营根镇南国宝宝 2—3 400

80 营根镇 湴湾村委会 牛古湾村 符永升 46003619*******516 符永升 男 琼中县鑫祥发汽车服务中心 1—3 600

81 营根镇 朝参村委会 老村 王进全 46003619*******517 王琼连 女 三亚市海棠蓝田基地 2—3 400

82 营根镇 新市村委会 大拉村 王大凯 46003619*******517 王大维 男 文昌市清澜镇皓天物业 1—3 600

83 营根镇 新朗村委会 新稿村 王明华 46003619*******530 王明福 男 海口凤凰玖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3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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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营根镇 新朗村委会 牛根村 许元德 46003619*******515 许小君 男 琼中县营根镇星尚潮牌美容美发店 1—3 600

85 营根镇 新朗村委会 合罗村 王梅兰 46003619*******520 王海强 男 广东省东莞市众嘉印刷有限公司 2—3 400

86 营根镇 新朗村委会 新稿村 王儒生 46003619*******511 王丽 女 海口麦点九毛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3 600

87 营根镇 新朗村委会 合罗村 王万招 46003619*******516 王万招 男 海口红城湖商业广场物业服务中心 1—3 600

88 营根镇 那柏村委会 番巾村 王金玉 46003619*******527 王金玉 女 琼中县嘉宏宾馆 1—3 600

89 营根镇 那柏村委会 番巾村 王金玉 46003619*******527 刘秀梅 女 琼中县嘉宏宾馆 1—3 600

90 营根镇 高田村委会 平坡村 王玉兰 46003619*******561 王秀香 女 琼中恒辉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3—4 400

91 营根镇 高田村委会 平坡村 王玉兰 46003619*******561 王子锴 男 琼中恒辉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3—4 400

92 营根镇 高田村委会 平坡村 王升成 46003619*******517 王升成 男 琼中恒辉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3—4 400

93 营根镇 高田村委会 平坡村 王升成 46003619*******517 王运连 男 琼中恒辉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3—4 400

94 营根镇 高田村委会 平坡村 王世文 46003619*******538 王春琴 女 琼中恒辉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3—4 400

95 营根镇 高田村委会 平坡村 王世文 46003619*******538 王世文 男 琼中恒辉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3—4 400

96 营根镇 那柏村委会 那柏下村 王思雄 46003619*******515 王小雨 女 琼中零公里酒店 2—3 400

97 营根镇 朝根村委会 升旦村 王成合 46003619*******531 王太聪 男 琼中鑫祥发汽车服务中心 1—3 600

98 营根镇 百花村委会 百花一队 王玉进 46003619*******517 王坚 男 琼中县长征镇卫生院 1—3 600

99 营根镇 湴湾村委会 新村村 王光峰 46003619*******511 王少荣 男 海南福海吉实业有限公司 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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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营根镇 高田村委会 平坡村 王世吉 46003619*******512 王积庆 男 澄迈县永发镇灵活就业 4 200

101 营根镇 高田村委会 平坡村 王世新 46003619*******516 王积微 男 上海浦东（宝燕海鲜周浦店） 2—4 600

       合计 4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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