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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科普中国 e 站名单（1986 个）

红旗区 2 个：

渠东街道办事处马小营村、渠东街道办事处城关村

凤泉区 42 个：

宝西街道耿庄花园社区

大块镇政府、秀才庄村、石庄村、孟庄村、块村营村、闫庄村、大块

村、小块村、北庄村、王小屯村、陈堡村、东郭村、原庄村、东庄村、

西庄村

潞王坟乡政府、东同古村、王门村、堡上村、坟上村、李士屯村、前

郭柳村、后郭柳村、老道井村、分将池村、五陵村、金灯寺村、西同

古村

耿黄镇政府、西鲁堡社区、南鲁堡村、南张门村、小黄屯社区、尚介

村、耿庄村、何屯社区、西张门社区、东张门社区、东鲁堡村、大黄

屯村、杨九屯社区

获嘉县 230 个：

黄堤镇政府、安仪、刘桥、北马厂、黄堤、江营、南马厂、狮子营、

孙庄、西马厂、张翟庄、中马厂

城关镇政府、大西关、小西关、东关、南关、小洛纣、大洛纣、二街、

四街、东城后、西城后、彦当、宋庄、前李、后李、前寺、后寺、马

庄

中和镇政府、大官庄、小官庄、前五福、后五福、东小吴、西小吴、

羊二庄、三刘庄、东 街、西 街、南 街、北 街、后 寺、小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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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山镇政府、曹庄、程操、胡郑庄、西寺营、东古风、武贾洲、孝合、

大张卜、陈孝、王石、李庄、王庄、官庄、东寺营、太山村、程遇、

辛章、小庄、晁庄、塔洼、丁村、董庄、罗旗营、韩小营、马庄、沙

窝营

照镜镇政府、照镜、楼村、西仓、东仓、陈固、东彰仪、西彰仪、桑

庄、沈庄、巨柏、方台、三位、贠庄、樊庄、安村、冯村、小王庄

位庄乡政府、陈位庄、大位庄、新 村、南阳屯、马 营、徐 庄、

桑葛庄、王 田、苏章营、石 佛、王 治、中鱼池、前鱼池、后渔

池、马营桥、岳庄社区、十里铺、招民庄、闫庄、花庄、邓庄、后庄、

嘉苑社区

亢村镇政府、小毛庄、丰乐屯、国寺村、李道堤、山头王、亢南村、

西刘村、红荆嘴村、亢北村、大毛庄村、牛屯村、郭堤村、亢西村、

王朋庄村、王官营村、吴厂村、东刘固堤村、新城村、亢王庄村、贺

庄村、王贵楼村、夹河村、府庄村

史庄镇政府、史庄村、西永安村、东永安村、曹庄村、吴庄村、大清

村、东张巨村、中张巨村、西张巨村、杨洼村、蒋村、高庙村、李村、

范庄村、陈庄村、安洼新村

大新庄乡政府、小呈、新丰、西张卜、西新庄、西刘、西古风、西碑、

田楼、孙岗、帅庄、南新庄、南务、张庄、孟庄、后小召、郭庄、高

旗营、段岩、东新庄、东刘、东碑、大新庄、大呈、北务

徐营镇政府、东街、西街、后大门、北庄、北街、狮口村、南堂、西

望高楼、东望高楼、东营、侯堤、大林、杨马庄、宣阳驿西街、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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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东街、邢韩、李吴巷、宋吴巷、赵吴巷、西浮庄、东浮庄、铁官滩、

坑西、坑东、南官滩

冯庄镇政府、冯庄村、新安屯、尹寨、岳寨、野场、崔槐树、张槐树、

忠义、古墙、前小召、固县、孟营、张庄、梁堤、张堤、职王村、屯

街、职庄、王井、寺后、赵圪垱、杨刘庄、小段庄

新乡县 183 个：

朗公庙镇政府、赵堤村、贺堤村、崔庄、朱堤村、土门村、原庄村、

郎中街、毛庄村、张庄村、朗北街村、东荆楼村、前庄村、小马头王、

王府庄村、西荆楼村、曲水村、小河村、北固军村、大泉村、张湾村、

西马头王、东马头王、后庄村、朗南街、南固军村、南于店村、北于

店村、永安村、杨街村

翟坡镇政府、北翟坡、大宋佛、东营、红林、焦田庄、南东村、南西

村、牛任旺、任小营、西大阳、西营、兴宁、杨任旺、常兴铺、东大

阳堤、岗头村、高任旺、小宋佛村、周王庄、中大阳

开发区政府、杨屯村、王屯村、许庄村、李庄村、娄村、苗庄村、闫

庄村、张青村、大兴村、魏庄村

小冀镇政府、崔庄村、东贾城村、东石碑村、都富村、高村、郝村、

侯庄村、冀庄村、京华社区、梁村、聂庄村、秦村营村、西贾城村、

西石碑村、西寺村、杏庄村、中街村

合河乡政府、陈庄村、崔小郭村、东北永康村、东元封村、都小郭村、

范岭村、郭小郭村、合河村、后村、贾桥村、南永康村、潘屯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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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石村、田小郭村、西北永康村、西河村、西永康村、西元封村、

朱小郭村

大召营镇政府、大召营村、代店村、店后营村、后高庄村、李大召村、

李唐马村、刘大召村、马唐马村、南陈庄村、前高庄村、文营村、杨

庄村、张唐马村

古固寨镇政府、崔井村、古北街村、古南街村、古中街村、后辛庄村、

冷庄村、南辛庄村、南张庄村、前辛庄村、三王庄村、史屯村、王连

屯村、小古固寨村、小屯村、于庄村

七里营镇政府、七四村、刘店村、夏庄、东阳兴村、七三村、罗滩村、

余庄村、八柳树村、北任庄村、北周庄村、曹杨庄村、曹庄村、陈庄

村、春庄村、大张庄村、大赵庄村、丁庄村、东曹村、东高村、东李

寨村、东王庄村、敦留店村、府庄村、沟王村、康庄村、老杨庄村、

李台村、刘八庄村、刘纪岗庄村、刘庄村、龙泉村、马庄村、毛滩村、

苗庄村、南王庄村、七二村、七六村、七五村、七一村、戚庄村、宋

庄村、位庄村、西曹村、西高村、西李寨村、西杨兴村、小张庄村、

新庄村、杨堤村、杨庄村、中曹村

原阳县 476 个：

陡门乡人民政府、陡西村、张素庄村、大三李村、仁堤村、大南村、

韦成村、桃园村、靛池葛村、邢堂村、薛庄村、黑石村、三教堂村、

赵庄村、十六堡村、大王庄村、曹庄村、河西张村、大北村、三官庙

村、黑圪垱村、潘庄村、赵张庄村、西三李村、安庄村、刘庄村、郭

庄村、范滩村、小闫庄村、宋庄村、徐庄村、大吴庄村、闫辛庄村、



6 / 17

陡东村、陡西村、焦庄村、南王庄村、北王庄村、鲁庄村、马庄村、

杨庄村、后韦村、朱庄村、周庄村、回湾村、毕张村

大宾镇人民政府、大宾村、金马张村、薛大宾村、费辛庄村、尚湾村、

温堤村、马头村、明石村、王营村、沙岭村、安南村、梁山村、小毛

庄村、高明古村、孙堤村、小庄村、马大宾村、越东村、李堤村、小

大宾村、小大宾新村、田庄村、赵北村、赵南村、月西村、杨庄村、

贾湾村、老毛庄村、宋大宾村、安北村、刘江庄村

福宁集镇人民政府、西程寨村、马兰庄村、毛杏兰村、贺屯村、板庄

村、东庄村、武圪垱村、下湾新村、新建村、吴杏兰村、东拐铺村、

西拐铺村、高地城村、蔺杏兰村、刘杏兰村、东寨村、东关村、刘地

城村、蔺寨村、赵杏兰村、张大夫寨村、马杏兰村、秦庄村、蒙地城

村、蔡地城村、王钦庄村、桑寨村、王杏兰村、西关村、牛杏兰村、

甄杏兰村、陈杏兰村、西寨村、中岳村、程庄村、桂刘庄村、东程寨

村、小吴庄村、李杏兰村、王庄村、后堤村、霸寨村、刘庵村、黄杏

兰村

葛埠口乡人民政府、黑羊山南村、下马头村、葛庄村、靳庄村、熊庄

村、尹圪垱村、娄彩店村、小王庄村、胡庄村、李聪寨村、范寨村、

北村、南村、徐庄村、李盘石村、朱柳园村、白寨村、后卢寨村、姬

庄村、杨湾村、全屋村、冯庄村、曹厂村、黄寺村、鲁厂村、官三村、

新厂村、李厂村、高庄村、官一村、黄毛厂村、武庄村、回回营村、

刘庄村、娄谷堆村、三里庄村、益三庄村、小庄村、冯厂村、金法奇

庄村、板张庄村、李兴唐庄村、吕庄村、圈堤柳村、官二村、九龙泉



7 / 17

村、三旺庄村、张守仁庄村、何庄村、刘固村、三合庄村、李庄村、

柳园村、黄练集村、小刘古村、判官村

蒋庄乡人民政府、周屋村、张兰庄村、张固村、李庄村、杨厂村、刘

尧村、小新庄村、小王屋村、西王屋村、王庄村、沙圪垱村、乔连山

庄、前宋村、裴刘尧村、牛刘尧村、南赵庄村、孟尧村、毛屋村、马

庄村、吕厂村、刘士英村、薛屋村、薛朋村、宋刘尧村、孟庄村、娄

王屋村、靳屋村、胡村铺、张君府村、后宋庄村、胡庄村、东王屋村、

东孟尧村、贾屋村、河头村、河北沿村、官地村、段刘尧村、杜屋村、

堤东村

靳堂乡人民政府、靳堂村、张寨村、张辛寨村、屈胡洞村、包西村、

包南村、姚寨村、郝庵村、朱庵村、宣化堡村、奶奶庙村、包北村、

菜园张村、王庄村、东脑村、薛厂村、安岗村、曹庄村、南张庵村、

张庵村、毛庵村、毛楼村、赵厂村、下沿村、南刘庄村、夹滩村、娄

凤鸣村、庄寨村、石佛村、刘庄村

齐街镇人民政府、北街村、于庄村、龙王庙村、沙岗村、麦寨村、吴

寨村、李庄村、西老河村、西川村、东川村、高东村、高北村、高南

村、店东村、楚寨村、瓜李村、刘文寨村、西街村、东街村、南街村、

北街村、杏园村、楚圪垱村、化庄村、马辛庄村、马滩铺村、邹寨村、

孟寨村、牛博士村、南黑石村、柳园村、东刘侯村、西刘侯村、中留

侯村、南留侯村、冯庄村、孙庄村、北黑石村、丁楼村、苏寨村、赵

胜庄村、李辛庄村、朱楼村

太平镇政府、雁李、周湾、堵寨、祥付朱、贺张、菜吴、水牛赵、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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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庄、裴岭新村、太南、太东、黄庄、黄亿庄、双楼王、太北、井庄、

衙西、衙东、西衙寺、堵庄、李庄、贺庄、陈庄、段庄、尹庄、油坊

屯、梁寨、盐运司、虎张、土寨、新吴庄、郑皋、双井、于营、保铺、

肖堤、仝集、楼张、辛口、付里庄、磨张、扁担王、前白寨、后白寨、

祥付营、双楼、申庄、东老河

阳阿乡人民政府、阳阿乡阳中村、南裴寨村、八里沟村、黄庄村、阳

西村、李庄村、阳中村、前桑园村、中桑园村、后桑园村、董庄村、

孙庄村、娘娘庙村、梁寨村、阳阿东村、张士道庄村、焦楼村、延西

村、延西南村、延东村、延北村、献功村、河窑新村、查地村、小留

村、宋圪垱村、小吴寨村、吴寨村、韩庄村、北裴寨村、闫庄村、马

庄村、陈庄村、土山村、文定村、冯草固村、东于铺村、明盖村

阳和街道办事处、朱庄村、郝庄村、小李庄村、安庄村、卢圪垱、魏

店村、毛大庄村、杨庄村、刘秀王庄、曹庄、游堂村、大张寨村、娄

月庄、李学彦村、毛庄村、堂后村、樊庄村、棘针坟村、时庄村、小

庄村、薛庄村、葛埠口村、任庄村、邱庙村、汤庄村、白堤口、张庄

村、马庄村、祖师庙、丁庄村

原兴街道办事处、史科堤村、北东社区、北西社区、曹庄村、谷堆村、

后八里村、宣化寨村、夏庄村、西街社区、温庄村、前八里村、牛井

村、南街社区、米庄村、娄庄村、李庄村、科堤村、胡沙窝村、范堤

口村、东街社区、白庙村、南朱庄

路寨乡人民政府、贾一村、路西村、姚庄村、向寨村、西寨村、殷寨

村、黄寨村、指挥寨村、前大柳、曹庄村、路东村、花王村、小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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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寨村、贾四村、张庄村、李庄村、许北村、党寨村、石门新一村、

河西张村、许南村、河底铺村、贾三村、贾二村、王村、郑村、别河

村、闫寨村、后大柳村、许庄村、苏庄村、宋寨村、何寨村、贾四村、

石门新二村、訾大夫寨村

封丘县 632 个：

封丘县科学技术协会

城关镇人民政府、东街村、西街村、南街村、北街村、大东关村、小

东关村、西关村、前北场村、后北场村、郭场村、万庄村、周庄村、

南范庄村

陈固镇政府、陈固村、李马台、东仲宫、西仲宫、后河、东守宫、闫

村、前李湾、后李湾、小屯、牛所、三里庄、周庄、关屯、塔北、冯

马台、前吴村、西丈八、东丈八、邢庄、西守宫、梅口、付固

陈桥镇人民政府、陈岭新村、三合村、西马庄村、马张寨村、贺寨村、

王庄村、辛庄驿村、白寨村、蒋寨村、马厨寨村、凤凰台村、何家铺

村、二郎庙村、李七寨村、辛西村、险峰新村、三合头村、司庄村、

下济庙村、时庄村、陈桥村、杨寨村、小贾村、张杏头村、赵寨村、

马李寨村、韩堂村、西张八寨村、东香湖村、大贾村、刘白寨村、裴

楼村、卢庄村、西凡庄村、张八寨村、西赵寨村、东凡庄村、轩寨村、

孙杏头村、关帝庙村、古城村、张庄村、西香湖村、毋寺村、辛东村、

时寺村

曹岗乡人民政府、大柳园村、曹岗村、后运墙村、班寨村、张寨村、

何柳园村、耿堤村、前马常岗村、王马牧村、前运墙村、丁杏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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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寨村、谢马牧村、王卢集村、后府村、夹堤村、马坊村、乔寨村、

李和村、姚务村、厂门口村、清河集村、后马常岗村、郭杏头村、鹿

合村

赵岗镇人民政府、前盘邱村、王湾村、翟庄村、大辛庄村、东柳园村、

孙村村、惠寨村、小辛庄村、南辛兴村、胡庄村、马圪垱村、后留固

村、白庄村、东留固村、铁炉村、赵岗村、宁盘邱村、后盘邱村、李

湾村、杏元村、老庄村、孟庄村、裴固村、戚城村、庞村村、庞店村、

马道村、北常岗村、南常岗村、纸房村、北王河村、罗庄村、西柳园

村、双炉村、赵庄村、闫店村、孙湾村、南王河村、西留固村

黄德镇人民政府、梁庄村、北范庄村、北辛庄村、大关村、大庙杨村、

大张庄村、后老岸、黄德村、贾庄村、蒋东、蒋西村、开寨村、梁古

寺村、马庄村、南于村、前老岸村、王陈庄村、王小庄、文岩村、西

于村、演马村、叶寨村、小街村、小石桥村、枣园村、小张庄村

城关乡人民政府、北崔村、布里寨、陈堂村、大娄堤村、东河村、东

孟庄村、东杨寺村、董堤村、付庄村、勾寨村、古佛寺村、汪寨村、

后大章村、后葛塔村、后九甲村、贾辛庄村、姜庄村、李家庄村、刘

村、刘富寨村、路娄堤村、吕井村、南崔村、南葛寨村、前大章村、

前各台村委会、前九甲村、前王庄村、三里辛村、山里寨村、师寨村、

石庄村、水车里村、水平郭村、汪寨村、王楼村、五里井村、西河村、

西孟村、西杨寺村、西张庄村、小娄堤村、一家王村、臧堂村、中孟

村、杨徐寨村、万寨村、边庄村

荆乡回族乡人民政府、前荆乡村、后荆乡村、白庄村、杨庄村村、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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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村村

居厢镇人民政府、居厢村、后吴村、桑村、小沙、季庄、小马寺、河

东、西辛安、河西、冉固、东辛安、大李湾、白塔、柏寨、安上集、

大沙、辛庄、纪店、山庄

应举镇人民政府、西辛庄、前小寨、崔寨、闫小寨、闫郭庄、李郭庄、

后仝庄、南黄庄、后蒋寨、凤坡、郭辛庄、邢北、东大村、铁坡、高

吕寨、付里庄、马房、邵庄、前仝庄、南关屯、大王庄、南范、柳园、

龙化、孙马台、齐岗、西獐鹿市、应举、东獐鹿市、西大村、石楼、

毛寨、北黄庄、朱庄、范寨、丁寨、陈庄、东王庄、雅铺、石碑、许

庄、小李村、邢南、阳武里、邵寨、杨村、宋小寨、范庄、邢北、大

李村、北葛寨、沙里、西陡门、前蒋寨、东斗门

冯村乡政府、冯村村、后冯村村、蔡村村、野城村、聂村村、赵彩村、

康庄村、斑鸠寨村、郑村村、温庄村、陈道村、沙岗村、东王村村、

西王村村、东韩丘村、西韩丘村、张广村、永头村、夏侯村、李淳于

村、田淳于村、秦淳于村、刘淳于村、宋淳于村、谢菜园村、潘固村、

大李庄村、小里薛村、大里薛村、前吴村、后吴村、冯村乡养猪协会、

封丘县农业协会

尹岗镇人民政府、尹岗村、艾村、禅房村、陈岗村、大庄村、店集村、

东蒿寨村、杜辛庄村、段寨村、李堂村、碾庄村、前王村、双王村、

苏庄村、吴堂村、西赵岗村、辛寨村、于寨村、张王庄村、南文寨村、

刘岗村、张岗村、苗寨村、西蒿寨村、彭庄村、孙岗村、王李寨村、

东赵岗村、东杨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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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陵镇政府、魏寨村委会、韩寨村、平街村、前刘店村、孙庄村、郭

庄村、潭村庙村、大杜寨村、白王村、旧黄陵村、李家寨村、渠寨村、

王庄村、西孔堂村、板堂村、曹寨村、文寨村、坡二里村、庄呼村、

小杜寨村、高村、宋庄村、闫庄村、东孔堂村、陈寨村、陶北村、三

张坡村、齐寨村、大山呼村、黄陵村

王村乡政府、边王村、大刘庄村、火王庄村、新王庄村、西洪村、徐

寨村、韩庄村、前马台村、西万庄村、牛厂村、尚庄村、西王庄村、

大马寨村、后马台村、后大寺村、三里庄村、新李庄村、前大寺村、

庙岗村、汤庄村、汪寨村、小马寨村、小城村、段庄村、范庄村、申

庄村、刘王村、前方庄村、北孟庄村、盛水源村、瓦窑口村、王王村、

后方庄村、胡瓦窑村、贾王村、高王庄村、瓦窑村、瓦窑店村、郑贾

村、杜庄村、张贾村、陈王村、周王村、宋所村、张郭村、岳寨村、

崔王村、后赵寨村、汪贾村、前赵寨村

潘店镇政府、屯里村、白杨寺村、安寨村、张马牧村、程马牧村、断

堤村、李马牧村、董马牧村、前石寨村、魏营村、院寨村、蔡顶东村、

南老庄村、后石寨村、黑塔田村、邢营村、大辛庄村、陈家寨村、沿

林庄村、崔庄村、中刘庄村、孟寨村、李寨村、牛庄村、大岸村、贾

色村、东申庄村、马庄村、大黑岗村、车营村、小黑岗村、常庄村、

小集村、周口村、潘店村、老薛庄村、营里村、三合营村、牛寨村、

聂寨村、巨岗村、吴寨村、蔡顶西村、油坊村、东辛庄村

留光镇政府、北侯村、陈庄村、大卜寨村、东林庄村、东王庄村、短

堤村、耿村、合城村、后寨村、胡村、姜聂庄村、李王庄村、留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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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光村、马村村、青堆村、寺上村、西林庄村、小李庄村、小寨村、

谢庄村、辛店村、杨庄村、于林村、于庄村、赵庄村、中王庄村、周

庄村、青堆村新特优果业协会

李庄镇政府、李庄村、竹岗村、海庄村、潘寨村、苦庄村、薛郭庄村、

后辛庄村、张曹村、前辛庄、南曹村、姚庄村、张庄村、常西村、三

刘寨村、贯台村、刘庄村、朱寨村、俄湾村、常东村、堤湾、常寨村、

顺河集村

鲁岗镇政府、西蒋寨村、高产角村、齐寨村、东营村、西营村、后高

士庄、孙寨村、卷子箱村、前高士庄、赵留横村、任寨村、和寨村、

刘留横村、苌留横村、黄寨村、康寨村、徐罗文村、东蒋寨村、东马

庄村、兴隆庄村、前岗村、鲁岗村、郭产角村、闫产角村、祝店村、

官庄村、白店村、东岗村、焦罗文村、周罗文村、刘产角村、罗罗文

村、李四河村、陈罗文村、邓寨村、苌寨村、朱村铺村

荆隆宫乡政府、坝台村、北孙庄村、荆南村、西堤村、金龙口村、陈

寨村、丁庄村、东大宫村、郭庄村、后城村、后桑园村、杨楼村、蒋

楼村、南大宫村、前桑园村、三姓庄村、顺南村、顺北村、顺中村、

孙庄村、荆东村、荆西村、荆中村、于店村、南北庄村、水驿村、朱

元寨村、小齐寨村、老齐寨村、雅宝寨村、前城村、老鸦张村、洛寨

村、胡寨村、仝寨村、闫寨村、马林寨村、孙蔡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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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辉市 358 个：

卫辉市科学技术协会

安都乡政府、南关村、施平村、潞洲屯村、后杨村、秦窑村、康庄村、

大双村、北关村、君子村、沙庄村、下枣庄村、山新庄村、马胡洞村、

马连庄村、三皇庄村、前杨村、口头村、井岗村、新庄村、沧河村、

上枣庄村、饮马庄村、北安都村、王二庄村、庄和村、秦安都村、刘

全庄村、杨井村、大谷驼村、斜道村、牛安都村、高安都村

城郊乡政府、东关村、东天平村、焦庄村、孙坡村、王村、余连庄村、

北关村、吴坡村、周湾村、周湾村、大关庄村、代庄村、王庄村、东

码头、府君庙村、河园、洪庄村、司湾、南张庄社区、倪湾村、牛庄

村、邵庄村、唐岗、北码头、纪庄村、卫洲社区、下街办事处、县前

街办事处、纱厂街办事处、道西街办事处、马市街办事处

顿坊店乡政府、比干庙村、黄土岗村、军屯村、后庄村、甘庄村、新

村、顿坊店村、郜村、小双村、西南庄村、吉营村、黄庄村、水屯村、

闫屯村、关屯村、上马营村、清水河村、前稻香村、后稻香村、牛厂

村、下马营村

后河镇政府、庄里村、田庄村、东张庄村、刘堤村、李兴村、后河村、

李劳庄村、赵庄村、大辛庄村、杨庄村、申庄村、范庄村、后夏庄村、

李亨屯村、史庄村、皇庄村、滹沱村、段庄村、凌河寺村、雷庄村、

小辛庄村、陈庄村、朱毛庄村、王志屯村、刘庄村、韦庄村、孔庄村、

关帝庙村、邢李庄村、前夏庄村、曹庄村、台上村、李张屯村

汲水镇政府、建设路办事处、沿淀街办事处、德南北街办事处、辛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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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办事处、徐庄社区、前李良屯社区、后李良屯村、辛庄村、下园村、

薛屯村、八里屯村、贺生屯村、石庄社区

李源屯镇政府、侯湾村、田湾村、彦村、牌杨庄村、东湾村、王湾村、

大李湾村、马湾村、呈王屯村、前李庄村、后李庄村、榆林庄村、西

良村、东良村、任庄、南李庄、南路庄村、梁寺村、吴庄村、户庄村、

董庄村、后白河村、北鲁庄村、小沙村、王堤村、东李源屯村、西李

源屯村、南屯村、西口村、李岸村、前白河村、王岸村

柳庄乡政府、枣林、李进宝屯、任庄、西王彦士屯、金庄、许屯、蒋

庄、王彦士屯、栗寨、柳庄、八里庄、庞庄、大张庄、虎头庄、焦浩

屯、边段庄、唐庄、吕绪屯、董庄

庞寨乡政府、东崔庄村、东夹堤村、东柳位村、东纸坊村、梨园二村、

梨园三村、梨园一村、庞寨村、孙庄村、万户寨村、西夹堤村、西柳

位村、小屯村

上乐村镇政府、上乐一村、上乐二村、上乐三村、上乐四村、北辛庄、

军营、段庄、琉璃堂、赵村、凡店、史村、西板桥、原板桥、刘板桥、

东板桥、曲律、皇甫、小河口、宋村、红夭、南坡、西沿、庄严、庄

严寺、李庄、武庄、张庄、董庄、左庄、船流庄、东关庄、西关庄、

后天平

狮豹头乡政府、罗圈村、砂掌村、塔岗村、东沟村、柳树沟村、羊湾

村、李沿沟村、小店河村、龙卧村、南岭村、白寺村、黄叶村、北庄

村、猿猴沟村、山岭村、雪白庄村、正面村、范坡村、里峪村、东拴

马村、龙卧岩村、水峪村、南寨沟村、西拴马村、蜘蛛窑村、寺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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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流水村、土池村、茧厂岭村、虎蹄郊村、定沟村、柳树岭村、大

池山村、猴头脑村、南五沟村、李家沟村、花园村、猴梯村、潘梯村、

红岭沟村、抵鹿泉村、靳庄村

太公镇政府、道士坟村、神头村、西寺庄、东寺庄、沙沟涧、郭坡、

韩窑村、西陈召、东陈召、黄山村、牛窑村、田窑村、贾庄村、来湾

村、田湾村、芳兰村、祁窑村、后太公泉、宋庄、朱庄、东寺门、温

寺门、前太公泉、大漫流村、许漫流村、李庄村、古子涧、东代村、

西代村、西寺门、张王屯、吕村、

唐庄镇政府、索屯村、东连岩村、西田庄、田窑村、仁里屯村、仁盆

爻村、大司马村、官庄村、靳湾村、谷驼村、虎掌沟村、张家庄村、

南司马村、刘沟村、河洼村、唐庄村、秦庄村、后沟村、西代庄村、

郝庄村、娄召村、山彪村、南社村、石骆驼村、石屏村、郭全屯村

孙杏村镇政府、大任庄、史洼、秦堤、汲城一村、汲城二村、汲城三

村、前街、后街、段先屯、西臧庄、杨大屯、王奎屯、七里铺、南辛

庄、张武店、孙杏村、堡上

长垣市 64 个：

蒲西街道办事处、宏大社区、西关社区、恒友社区、亿隆社区、建蒲

社区、向阳社区、兴盛社区、蒲光社区、卫华社区、漏粉庄社区

南蒲街道办事处、阔寨社区、

蒲北街道办事处、聂店村、前杨楼村、西梨园村、吕阵村、琉璃庙村、

高寨村、复兴社区、段屯村、杜楼村、董寨村、程庄村、北堆村、闫

寨村、杨滑栆村、殷庄村、张屯村、赵华栆村、朱华栆村、史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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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屯村、王庄村、邢固堤村、邢固屯村、南堆村、小务口村

武丘乡政府、罗圈村、三义村

苗寨镇政府、坟台村、后宋庄村、九堽村、梁寨村、田寨、文寨村、

韩寨村、前宋庄

方里镇政府、常村镇政府、满村镇政府、孟岗镇政府、丁栾镇政府、

佘家镇政府、赵堤镇政府、芦岗乡政府、恼里镇政府、张三寨政府、

樊相镇政府、蒲东街道办事处双福苑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