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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县“森林单位”、“森林乡镇”、“森林村庄”“森

林人家”名单 

 

一、森林单位（15个） 

1、县直单位(5 个） 

魏县县委联络协调中心、魏县人民法院、魏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魏县农业农村局、魏县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小区（5 个） 

魏都鑫城、魏都花园、奥林官邸、尚品新苑、盛世魏都 

3、企业(5 个） 

河北宗申戈梅利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凯盛君恒有限公司、

河北恒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魏县自来水公司、河北陆星酒店有

限公司 

二、森林乡镇（6个） 

  魏城镇、东代固镇、棘针寨镇、德政镇、沙口集镇、野胡

拐乡 

三、森林村庄（30个） 

1、魏州街道办：河里西 

2、魏城镇：南温店 

3、东代固镇：北张庄、房小庄、北代固 

4、棘针寨镇：北寺庄、侯庄村 

5、德政镇：青华里、后西营、后小寨、前小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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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沙口集镇：和顺社区 

7、野胡拐乡：蔡小庄中、合义村、大王村 

8、仕望集镇：仕北 

9、北皋镇：杨柴曲 

10、前大磨乡：任户村 

11、院堡镇：连三家 

12、双井镇：后文义 

13、南双庙镇：江庄社区 

14、大马村乡：楼寺头 

15、大兴庄镇：苗辛庄 

16、边马镇：江庄 

17、牙里镇：北杨庄 

18、张二庄镇：西留固 

19、车往镇：东仓口 

20、回隆镇：南街东 

21、北台头乡：尹甘固 

22、泊口镇：生庄 

  四、森林人家(600户） 

1、街道办（27 户） 

东关：陈瑞忠、房应魁 

吴辛寨：吴学明 

龙乡社区：焦俊英 

西小门：王章平、李河、李保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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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里西：张少安、李连堂、李振玲 

勤政社区：罗共峰、李杰、栗帅、付秀恩 

常小庄：张跃华、李金梅、张书玲 

南关：郭艳兵、李健 

冯辛寨：张清彬、姚建平、张海旺 

东小门：李景舜 

杜町：张保群、张瑞元 

魏集：尹勇 

河里东：李忠献 

2、魏城镇（24 户） 

栗辛寨：刘俊祥、刘学悦、范连芬 

魏于村：魏献勇、李成申、魏怀恩 

刘河下：刘孟喜、刘社海、刘艳飞 

梁河下：陈闯闯 

庞庄：朱春景、朱贵军、朱兵广、朱希平 

常于村：朱海梅 

康町：王玉景、张桂芹 

赵寨：任社忠、卢秀英、李书田 

范辛寨：范龙飞、范云龙、 张海云 

王辛寨：王全堂 

3、东代固镇（51 户） 

张固：王大国、冯付喜、王大周、王志国、冯广亮 

房小庄：房书昌、房清堂、房瑞堂、房保云、翟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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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闫庄：申坤、魏章海、贾振海、魏振平、魏余蛟、韩新付、

魏运海、卫爱莲、魏学军、贾付宝、魏艳军 

翟小庄：李秀菊、连相军、韩燕海、连强军、连飞、安林 

后罗庄：高金海、李世学、张秀芹 

后邵：李俊明、李金岭、李所成、李志敏、李保群 

北张庄：郭梅芳、郭保民、郭爱民、郭贵民、郭长海 

西代固：史美玲、谷书臣、谷新贞、王爱云、谷红民、田生海 

北代固：孙庆玲、孙庆学、牛凤河、牛玉军、牛玉文 

4、棘针寨镇（16 户） 

义井：王海亮、王书民 

徐小庄：韩合艮、徐绪建 

相公庄：司书民、司平海 

仁里村：陈合廷、侯云福 

王横：闫东月、孙书军 

侯庄： 张香兰、郭军波 

北寺庄：李生臣、李保清 

邓二庄：岳明贞 

里八庄：高清山 

5、德政镇（27 户） 

后西营：刘富景、房合印 

后小寨： 段连保、段志凡 

刘庄：刘军海、刘院明 

前西营：李成林、李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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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小寨：李军齐、刘培峰 

青华里：崔忠学、郭俊山 

生熟町：张志新 

王庄：李兰营、刘化民 

安上：崔振岭、郭俊涛 

安张庄：陈贵成、陈雪林 

大寨：王慧、王如松 

德二：韩文生、韩玉亮 

德三： 秦发、秦平 

德一：段庆凯、史洪臣 

6、沙口集镇（29 户） 

集西：刘海旺、刘东兴、刘文清 

南北拐：李兴振 

漳河村;申杰 

杜二庄：刘栋 

陈小屯：陈文怀 

大杨庄：杨付生 

刘屯：张保民 

南沙口：陈双臣 

段家庄：陈翠芳 

北辛庄：刘永亮 

牛冯庄：牛金生 

小杨庄：刘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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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沟：刘爱英、李振强 

郑二庄：韩善发 

六十町：贾成道、张凤海 

大庄：邵兵华 

小斜街：许文忠、查振国 

沙圪塔：郭长方 

大屯：栗文超 

斗门：栗国彬 

李家口：王魏鹏 

岗上：陈章利 

集东：张雷、牛清国 

7、野胡拐乡（30 户） 

合义村：赵成学、赵全岭、江振锋、江海亮 

蔡中：朱玉珍、王继勇、王峰、段永军、杜延杰 

蔡东：杜风林、杜建平、杜俊涛、杜庆堂、杜振业 

蔡西：曹合军、曹永军、曹建军、曹民章 

岸上：王贵平、蔡合荣、王玉平、王敏、田凤梅、王艳广 

霍家庄：魏园园、霍信 

大王村：郭成喜、郝喜顺 

野东：牛永岭、牛刚 

8、仕望集镇(30 户） 

崔阁：崔魁印、王保喜 

郭家堂：陈庆宇、郭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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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仕望：郭勤政、郭永华 

何庄：李金海、李兴卫 

后连街：连国昌、连常保 

刘家拐：刘俊海、刘向阳 

浅町：王怀军、王学堂 

陈庄：陈保生、陈凤星 

胡庄：杨志平、韩文英 

仕北：路风、路玉清 

仕南：连景太、郭瑞丽 

仕中：李献军、李运锋 

张街：张保太、张双廷 

张仕望：陈书玲、梁建英 

砖井：郭祥、朱玉成 

9、北皋镇（14 户） 

前石岗：冯保印、李书章、李有志、李玉、石保军、石功运、

石俊红、石现彬、石玉法、王青芬 

小凹村：樊承仲、樊连印、樊博伟 

后石岗：石海民 

10、前大磨乡（22 户） 

白枣林：连社平、连秀莲 

东薛村：蒋爱玲、蒋桂枝、焦庆娥、李会保、杨青梅、杨瑞青 

恩善会：栗爱芹、刘合文 

后柴曲：栗民 



 —  8  — 

后崔村：崔玉生、郭海峰 

后大磨：李亚楠 

连户村：连和堂、连志为 

前寺：刘保明、薛晓霞 

任柴曲：韩青祥、任秀亚 

魏户村：魏普尚 

赵枣林：李清堂 

11、院堡镇（30 户） 

连三家：连庆广、连秀平、杨爱民、杨金英、杨俊东、杨丽

海、杨连波、杨文杰、杨现广、杨现江 

马丰头：段瑞岭、段书光、段献峰、段新林、闫付喜、闫海

丰、闫文栋、闫文忠、段庆斌、段瑞峰 

岳庄：李爱景、娄明强、娄震里、宁海根、薛付华、薛付山、

薛军合、薛廷信、薛晓蕾、薛张军 

12、双井镇（33 户） 

后文义：刘占波 

姬照河：姬四根 

贾圈村：王贵珍 

李照河：李仲永 

刘深屯：刘俊河 

马郑圈：王利敏 

木东：翟军振 

木南：李长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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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西：申培勇 

前王圈：郭延军 

前文义：申文华 

茜圈：茜希瑞 

双北：杨同民 

双东： 孟凡珍 

双南：刘占华 

双西：李金亮 

西寨：郭洪斌 

野庄：王晓民 

永东：刘根成 

永西：韩建华 

张照河：张记堂 

北照河：张运法 

陈圈：皇成林 

东北庄：段富俊 

东王村：郭连平 

东寨：刘之田 

董圈：董双喜 

樊圈：孟庆良 

付夹河：康凤臣、吴丽强 

更化村：姚志刚 

河南村：赵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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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王圈：王永安 

13、南双庙镇（30 户） 

申铺：申志强 

马村：马献雷 

集东：肖学锋、肖志远 

王村：刘丽军 

曹野马：曹建森 

小姜村：姜瑞民 

吕街村：吕国平 

西照河：霍忠廷 

双南：李凯 

大李村：李瑞廷、张雪峰 

聂街：聂庆高 

马街：马会海 

朱村：朱良旭 

郭街：王雪海 

汤村：汤振海 

安乐村：王长岭 

薛庄：王书平 

河岸上：张俊连、申双庆 

集西： 王献平 

尹野马：尹国堂 

双北：王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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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中：刘海锋 

清华：幸润姣 

简庄：许振杰 

狮子口：郭文杰 

董庄：董得保 

申村： 李运林 

14、大辛庄乡（11 户） 

苗辛庄：苗玉海、曹桂荣 

王辛庄：王红林 

牛庄：牛章芹、牛艳军 

南秦固：柴发强 

王夹河：罗俊玲 

小辛庄：霍运法、栗雪山、霍保法、李振强 

15、大马村乡（30 户） 

康北：李军奇、赵忠强、赵国强、田军霞、栗军辉 

康南：李永刚、齐孟元 

北旦町：蒋金霞 

南旦町：刘保堂 

董庄：董江、董建民 

东八里：张书亮 

西北村：韩永奇、李化国 

东北村：李海峰、李宝其 

西八里：王永军、李朝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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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寺头：史化学 

西南村：蒋志明、蒋清峰 

东马村：姚景兰、贾巧玲 

中八里：王庆顺、王希德、张文珍 

曹堤：袁瑞芹 

三马村：姚保岭 

东南村：张贵苛、张永刚 

16、边马镇（30 户） 

边南：孙现堂、孙永民 

边中：庞保国、庞贵岭、庞海保 

东杨善：李桂学、张多妹、张运良 

南冯堤：陈现廷、陈占国、郭改成 

南骈村：张献林、薛章明 

三教堂：安学生、史会锋、张计昌 

寺里村：李川川、李根学、李艳涛、李玉峰、李志刚 

边小屯：李玉翠 

王井：王利强、王彦方、王彦魁 

效化村：陈淑华、王记所 

于村：郎运占、王振波、张剑明 

17、牙里镇（31 户） 

牙东：许勤堂、许新果、许汶峰、路俊峰、许文忠 

西南庄：任军民、任乃朋、任帅雨、任顺记、任晓栋 

牙北：邢仲保、邢保民、许麦群、许东海、许志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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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刘庄：赵海针、刘志峰、刘静超、刘金锋、程付德 

牙南：赵彦哲、赵瑞民、赵冠军、赵现勇、王发田 

牙西：杜卫宽、任俊杰、任书彦、宋章海、武永超、许富强 

18、张二庄镇（20 户） 

张庄屯：张合彦、李振忠、王晓飞、 郭水印 

西留固：刘国连 

闫庄：邵社林 

北英封：任国民 

东留固：苏顺坡 

路庄：王国伟 

张庄前：张运堂 

东普安：李志安 

张二庄北：张同海 

西烟：王付群 

张二庄西： 杨建朝 

第六店一分支：张振厅 

南英封东：付改堂 

南刘庄：刘长存 

南辛庄：郭巧红 

刘田教：刘运昌 

第六店三分支：李进行 

19、车往镇（29 户） 

前仓口：梁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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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往东：刘书文 

车往西：边宪军、王孟华、王法林 

北仓口：崔玉荣 

旧魏东：申爱卫 

西仓口：苗彦芳 

秦庄：郭献丽、祝同洲、祝伟强 

郭小屯：郭平 

东上村：常张海 

霍小屯：王爱梅 

南尚村东：朱凤林 

栗庄：李新平 

杨甘固：聂俊山 

小营：耿书文 

保定庄：杨志全 

东仓口：苗明月 

南尚村西：梁秀军 

王小屯：曹爱学 

旧魏西：李宏亮 

郝村南：周改香 

口头：李香芬 

郝村东：周勇峰 

黄甘固：黄治成 

大仓口：李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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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村北：郭爱平 

20、回隆镇（30 户） 

崔小汪：崔学亮、李贵平 

南栗庄：王分成 

南韩小汪：韩润 

东街：都焕英、刘孝忠 

南街东：张维国 

前朋固：赵保喜 

北韩小汪：王社丽、杜晓捷、李关海 

西街：王庆国 

东赵村：胡希超 

孔大汪：王俊章、王克禄 

南街西：王清堂、康学民 

步村：张献芳、步玉廷 

小任庄：张九芳 

刘庄营：陈现平 

后朋固：张山、张瑞广 

南营：张好文、张会喜 

常大汪：常俊杰 

北街：陈风刚 张克俭 

西张庄：石合领 

西赵村：胡顺平 

21、泊口镇（26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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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口：张海群 

崔野冲：刘云香 

张庄西：张保军、张新锋 

大王庄：李金春 

耿庄：耿红彦 

郭野冲：郭国锋、张怀森 

河北村：张臣 

后佃坡：刘品、刘贵芳、蔡朝军 

后野冲：耿红杰 

华东：华银海 

华西：李德明 

蒋村东：王卫中、王四军 

蒋村西：李现清 

井头北：陈现民 

井头南：贾计峰 

井头西：陈国振、陈红军 

申庄：申红章 

生庄：迟改新 

赵野冲：张香芬、赵志军 

22、北台头乡（30 户） 

杜甘固：杜久常、肖秀云 

南台头：张书杰、申香娥、耿爱朵、昝彦民 

方里集：李社仲、常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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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小庄东：王社、路兰臣 

乔小庄西：王书成、王永飞 

台东：申新红、刘孝洪 

台前：苗章平、王海臣 

台后：朱海锋、陈西堂 

台西:姜全保、童章得 

西汤村：王海永、王海峰 

西野马：薛可林、薛合海 

小王庄：王保军、王孟洲、王书光、王怀彪 

尹甘固：尹洪彬、周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