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志德，新集建(1992)字第0712016号；
史修宝，新集建(1992)字第0712018号；
赵瑞德，新集建(1992)字第0712022号；
赵瑞学，新集建(1992)字第0712023号；
王兰水，新集建(1992)字第0712042号；
赵文儒，新集建(1992)字第0712046号；
赵祥云，新集建(1992)字第0712053号；
赵文刚，新集建(1992)字第0712054号；
王清成，新集建(1992)字第0712057号；
王善峰，新集建(1992)字第0712060号；
史正水，新集建(1992)字第0712085号；
赵瑞平，新集建(1992)字第0712089号；
赵瑞友，新集建(1992)字第0712093号；
娄增水，新集建(1992)字第0712102号；
王善敏，新集建(1992)字第0712109号；
孙学山，新集建(1992)字第0712112号；
史修山，新集建(1992)字第0712117号；
史正山，新集建(1992)字第0712119号；
史正礼，新集建(1992)字第0712123号；
史怀苍，新集建(1992)字第0712125号；
史正礼，新集建(1992)字第0712127号；
孙玉印，新集建(1992)字第0712129号；
孙玉贵，新集建(1992)字第0712131号；
史正合，新集建(1992)字第0712132号；
史正合，新集建(1992)字第0712135号；
史正海，新集建(1992)字第0712141号；
史正海，新集建(1992)字第0712144号；
周学清，新集建(1992)字第0712147号；
曹化功，新集建(1992)字第0712153号；
曹化学，新集建(1992)字第0712155号；
郭心富，新集建(1992)字第0712169号；
郭心来，新集建(1992)字第0712171号；
巩玉申，新集建(1992)字第0712173号；
郭心增，新集建(1992)字第0712175号；
郭心连，新集建(1992)字第0712176号；
郭心录，新集建(1992)字第0712178号；
郭安平，新集建(1992)字第0712179号；
郭心圣，新集建(1992)字第0712181号；
郭心来，新集建(1992)字第0712186号；
郭心泉，新集建(1992)字第0712190号；
翟宗明，新集建(1992)字第0712193号；
翟宗良，新集建(1992)字第0712199号；
张书永，新集建(1992)字第0712200号；
翟西俭，新集建(1992)字第0712211号；
翟西明，新集建(1992)字第0712212号；
张光玉，新集建(1992)字第0712226号；
张光泉，新集建(1992)字第0712228号；
郭心珂，新集建(1992)字第0712230号；
翟西俭，新集建(1992)字第0712232号；
翟西德，新集建(1992)字第0712234号；
翟西民，新集建(1992)字第0712235号；
肖德峰，新集建(1992)字第0712240号；
杨富平，新集建(1992)字第0712241号；
肖永汉，新集建(1992)字第0712246号；
肖光珍，新集建(1992)字第0712247号；
肖永勤，新集建(1992)字第0712250号；
肖永阳，新集建(1992)字第0712251号；

肖永芬，新集建(1992)字第0712256号；
肖永珍，新集建(1992)字第0712259号；
杨运海，新集建(1992)字第0712261号；
肖永汉，新集建(1992)字第0712266号；
杨树乾，新集建(1992)字第0712270号；
肖永学，新集建(1992)字第0712274号；
肖永分，新集建(1992)字第0712278号；
肖永俭，新集建(1992)字第0712280号；
肖永功，新集建(1992)字第0712293号；
肖峰田，新集建(1992)字第0712294号；
肖太峰，新集建(1992)字第0712302号；
肖培生，新集建(1992)字第0712305号；
肖光兑，新集建(1992)字第0712306号；
肖太峰，新集建(1992)字第0712307号；
肖太峰，新集建(1992)字第0712309号；
肖光柱，新集建(1992)字第0712310号；
贾廷秀，新集建(1992)字第0712311号；
贾廷荣，新集建(1992)字第0712312号；
肖永玉，新集建(1992)字第0712313号；
贾廷举，新集建(1992)字第0712314号；
肖永宣，新集建(1992)字第0712315号；
肖永玉，新集建(1992)字第0712316号；
肖光海，新集建(1992)字第0712317号；
肖光泉，新集建(1992)字第0712319号；
肖培生，新集建(1992)字第0712320号；
贾廷贵，新集建(1992)字第0712328号；
肖永成，新集建(1992)字第0712331号；
肖广友，新集建(1992)字第0712335号；
肖永举，新集建(1992)字第0712336号；
肖光军，新集建(1992)字第0712338号；
肖光才，新集建(1992)字第0712340号；
肖光佑，新集建(1992)字第0712345号；
肖永春，新集建(1992)字第0712347号；
肖永西，新集建(1992)字第0712348号；
肖光理，新集建(1992)字第0712349号；
肖永西，新集建(1992)字第0712356号；
肖光华，新集建(1992)字第0712357号；
肖永安，新集建(1992)字第0712370号；
肖光荣，新集建(1992)字第0712371号；
肖英峰，新集建(1992)字第0712381号；
肖才峰，新集建(1992)字第0712388号；
肖光石，新集建(1992)字第0712390号；
肖光军，新集建(1992)字第0712392号；
肖光海，新集建(1992)字第0712393号；
肖永明，新集建(1992)字第0712394号；
肖光忠，新集建(1992)字第0712396号；
肖光图，新集建(1992)字第0712400号；
肖光安，新集建(1992)字第0712404号；
肖永黄，新集建(1992)字第0712407号；
肖永平，新集建(1992)字第0712408号；
肖光主，新集建(1992)字第0712410号；
肖光臣，新集建(1992)字第0712412号；
肖永良，新集建(1992)字第0712416号；
肖永友，新集建(1992)字第0712421号；
肖光文，新集建(1992)字第0712425号；
肖永保，新集建(1992)字第0712426号；
肖永军，新集建(1992)字第0712428号；

肖光明，新集建(1992)字第0712430号；
肖永海，新集建(1992)字第0712432号；
肖代锋，新集建(1992)字第0712433号；
肖玉丰，新集建(1992)字第0712436号；
肖培海，新集建(1992)字第0712437号；
肖永华，新集建(1992)字第0712438号；
肖永祥，新集建(1992)字第0712439号；
孙西文，新集建(1992)字第0712441号；
孙西文，新集建(1992)字第0712442号；
翟芳田，新集建(1992)字第0712447号；
郭心顺，新集建(1992)字第0712448号；
郭心平，新集建(1992)字第0712455号；
郭新平，新集建(1992)字第0712457号；
孙西武，新集建(1992)字第0712459号；
李百祥，新集建(1992)字第0712471号；
翟方美，新集建(1992)字第0712472号；
肖安丰，新集建(1992)字第0712476号；
萧安丰，新集建(1992)字第0712477号；
郭心开，新集建(1992)字第0712480号；
郭心开，新集建(1992)字第0712481号；
肖永军，新集建(1992)字第0712486号；
肖永志，新集建(1992)字第0712489号；
肖光开，新集建(1992)字第0712490号；
曹心民，新集建(1992)字第0712005号；
史修友，新集建(1992)字第0712009号；
史修海，新集建(1992)字第0712011号；
曹化玉，新集建(1992)字第0712012号；
史修彬，新集建(1992)字第0712015号；
王善学，新集建(1992)字第0712039号；
曹文清，新集建(1992)字第0712071号；
史正茂，新集建(1992)字第0712072号；
史正安，新集建(1992)字第0712077号；
赵光海，新集建(1992)字第0712081号；
史修玉，新集建(1992)字第0712122号；
史修学，新集建(1992)字第0712124号；
赵开亮，新集建(1992)字第0712151号；
曹心明，新集建(1992)字第0712156号；
曹玉清，新集建(1992)字第0712157号；
郭安清，新集建(1992)字第0712172号；
郭安叶，新集建(1992)字第0712174号；
肖光俭，新集建(1992)字第0712254号；
肖光超，新集建(1992)字第0712341号；
肖丰国，新集建(1992)字第0712342号；
肖光全，新集建(1992)字第0712343号；
肖丰玉，新集建(1992)字第0712344号；
肖永军，新集建(1992)字第0712346号；
肖光伍，新集建(1992)字第0712350号；
李百忠，新集建(1992)字第0712453号；
郭安良，新集建(1992)字第0712454号；
郭安伦，新集建(1992)字第0712456号；
李百芳，新集建(1992)字第0712463号；
李百富，新集建(1992)字第0712465号；
孙西忠，新集建(1992)字第0712467号；
肖圣文，新集建(1992)字第0712468号；
肖丕芹，新集建(1992)字第0712469号；
郭安坤，新集建(1992)字第0712473号；
李百方，新集建(1992)字第0712474号；

郭新柱，新集建(1992)字第0712475号；
肖丕富，新集建(1992)字第0712479号；
李百柱，新集建(1992)字第0712482号；
肖光举，新集建(1992)字第0712484号；
肖忠丰，新集建(1992)字第0712487号；
肖庆丰，新集建(1992)字第0712488号；
赵开文，新集建(1992)字第0712021号；
赵兴春，新集建(1992)字第0712024号；
王兰友，新集建(1992)字第0712037号；
赵文明，新集建(1992)字第0712049号；
王兰国，新集建(1992)字第0712050号；
王兰昌，新集建(1992)字第0712062号；
王兰学，新集建(1992)字第0712068号；
赵光军，新集建(1992)字第0712083号；
史正良，新集建(1992)字第0712084号；
曹化恩，新集建(1992)字第0712087号；
赵开生，新集建(1992)字第0712095号；
娄汉国，新集建(1992)字第071209号；
赵开昌，新集建(1992)字第0712101号；
孙法军，新集建(1992)字第0712136号；
肖光芬，新集建(1992)字第0712138号；
史修军，新集建(1992)字第0712140号；
史修田，新集建(1992)字第0712142号；
孙玉才，新集建(1992)字第0712143号；
徐西友，新集建(1992)字第0712148号；
郭安营，新集建(1992)字第0712164号；
郭安庆，新集建(1992)字第0712165号；
郭安永，新集建(1992)字第0712166号；
郭安利，新集建(1992)字第0712167号；
郭安纪，新集建(1992)字第0712182号；
郭安彬，新集建(1992)字第0712183号；
郭安军，新集建(1992)字第0712187号；
翟西起，新集建(1992)字第0712191号；
翟西苍，新集建(1992)字第0712203号；
翟西珂，新集建(1992)字第0712208号；
翟洪玉，新集建(1992)字第0712217号；
翟西利，新集建(1992)字第0712222号；
翟西江，新集建(1992)字第0712223号；
翟西义，新集建(1992)字第0712205号；
郭安军，新集建(1992)字第0712229号；
杨树玉，新集建(1992)字第0712249号；
肖光国，新集建(1992)字第0712268号；
肖来峰，新集建(1992)字第0712272号；
肖光义，新集建(1992)字第0712273号；
肖银峰，新集建(1992)字第0712275号；
肖光芬，新集建(1992)字第0712276号；
肖光彬，新集建(1992)字第0712277号;
肖月锋，新集建(1992)字第0712281号；
肖光法，新集建(1992)字第0712285号；
肖光雪，新集建(1992)字第0712287号；
肖光秀，新集建(1992)字第0712288号；
肖光亮，新集建(1992)字第0712289号；
肖光波，新集建(1992)字第0712290号；
肖光前，新集建(1992)字第0712291号；
肖丕林，新集建(1992)字第0712292号；
肖光江，新集建(1992)字第0712297号；
肖光庆，新集建(1992)字第0712299号；

贾文才，新集建(1992)字第0712301号；
肖光月，新集建(1992)字第0712303号；
肖光军，新集建(1992)字第0712304号；
贾廷茂，新集建(1992)字第0712318号；
肖光新，新集建(1992)字第0712321号；
肖光连，新集建(1992)字第0712324号；
赵清亮，新集建(1992)字第0712325号；
贾廷茂，新集建(1992)字第0712326号；
肖培华，新集建(1992)字第0712329号；
肖光元，新集建(1992)字第0712330号；
肖光龙，新集建(1992)字第0712332号；
张传玉，新集建(1992)字第0712334号；
肖光慈，新集建(1992)字第0712351号；
肖光路，新集建(1992)字第0712352号；
肖光武，新集建(1992)字第0712353号；
肖永利，新集建(1992)字第0712355号；
肖光记，新集建(1992)字第0712360号；
肖光志，新集建(1992)字第0712361号；
肖光德，新集建(1992)字第0712363号；
肖峰德，新集建(1992)字第0712364号；
肖光绪，新集建(1992)字第0712366号；
肖永信，新集建(1992)字第0712373号；
肖光太，新集建(1992)字第0712375号；
肖永路，新集建(1992)字第0712376号；
肖光金，新集建(1992)字第0712377号；
肖光恩，新集建(1992)字第0712378号；
肖培会，新集建(1992)字第0712379号；
肖光民，新集建(1992)字第0712387号；
肖峰秀，新集建(1992)字第0712395号；
肖光传，新集建(1992)字第0712398号；
肖峰文，新集建(1992)字第0712401号；
肖光银，新集建(1992)字第0712403号；
肖可峰，新集建(1992)字第0712405号；
肖光珂，新集建(1992)字第0712411号；
肖光庆，新集建(1992)字第0712413号；
肖光坤，新集建(1992)字第0712415号；
肖彬峰，新集建(1992)字第0712417号；
肖丰长，新集建(1992)字第0712418号；
肖光申，新集建(1992)字第0712420号；
肖光起，新集建(1992)字第0712423号；
肖光生，新集建(1992)字第0712429号；
肖光新，新集建(1992)字第0712431号;
肖圣军，新集建(1992)字第0712435号;
肖丕学，新集建(1992)字第0712443号；
肖丕法，新集建(1992)字第0712444号；
肖德丰，新集建(1992)字第0712445号；
郭安录，新集建(1992)字第0712446号；
张振，新集建(1992)字第0712195号；
张彬，新集建(1992)字第0712196号；
肖东峰，新集建(1992)字第0712413号；
肖占峰，新集建(1992)字第0712264号；
杨富成，新集建(1992)字第0712265号

特此公告。

2015年10月21日

新泰市翟镇石灰峪村以下村民集体土地使用证(宅基证)丢失，声明注销！

新新泰泰百百岁岁老老人人重重阳阳节节恢恢复复光光明明
老人说这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本报泰安10月21日讯
(记者 薛瑞 ) 21日上午，
中国狮子联会在泰安发起

“助100名白内障患者重见
光明”活动启动，组织方将
在岱岳区、肥城、宁阳等
地，筛选100位白内障老人

免费手术。
负责人李培刚介绍，

活动将在宁阳县磁窑镇、
华丰镇，岱岳区满庄镇、大
汶口镇，以及肥城市石横
镇、边院镇开展，一例白内
障手术最少也得3000多块

钱，这100人手术费由他一
人负担，“生意越做越大，
我只是想找机会回报一下
当地老百姓。”

据了解，中国狮子联
会是全国性民间慈善服务
团体。

新泰青云社区为社区6位老干部和38位80岁
以上老人，每人发放600元慰问金。 (石环)

本报新泰10月21日讯
(记者 王伟强 通讯员
展光保) 新泰汶南镇一百
岁老人左眼患有白内障，看
不清东西。经过手术治疗，
21日重阳节当天老人重见
光明。

2 1日上午，在新泰中
医院眼科门诊，当张徐氏
老 人 左 眼 上 的 纱 布 揭 开
时，眼神充满光泽，能看到
5米外的视力表。据三儿媳
介绍，老人今年整100岁，
思路清晰生活尚能自理。
大儿媳说，十几天前，老人
左眼突然看不清东西，经
检查是典型白内障。“这也
算老人过节收到的最好的
礼物。”

“20日上午为老人实施
手术，这也是医院今年白内

障老人复明优惠第一例受
益者，更是新泰成功实施白

内 障 手 术 年 龄 最 大 的 患
者。”医院眼科主任刘杰说。

寻寻找找百百位位白白内内障障患患者者免免费费手手术术
活动将在磁窑、满庄等六个镇开展

自20日上午开始，泰前街道王家庄社区为辖
区内60岁以上老人，每人发放200元慰问金及10斤
鸡蛋，并向80岁以上老人送上长寿蛋糕。 (陈新)

21日上午，长安嘉顺4S店与长城玮垒4S店
来到天平街道姜庄村，为年满60周岁以上老人
送去近400袋面粉，送去节日的祝福。 (刘真)

医生为老人检测视力。 本报通讯员 展光保 摄

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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