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地级市 县（市、区） 乡（镇） 行政村 备注 

1 信阳市 固始县 陈淋子镇 古城社区  

2 信阳市 固始县 陈淋子镇 徐家楼村  

3 信阳市 固始县 陈淋子镇 大竹园村  

4 信阳市 固始县 陈淋子镇 陈淋子镇街道  

5 信阳市 固始县 陈淋子镇 联合村  

6 信阳市 固始县 陈淋子镇 赵营村  

7 信阳市 固始县 陈淋子镇 义渡村  

8 信阳市 固始县 陈淋子镇 陈淋村  

9 信阳市 固始县 陈淋子镇 运斗社区  

10 信阳市 固始县 陈淋子镇 中滩村  

11 信阳市 固始县 黎集镇 长湖村  

12 信阳市 固始县 黎集镇 黎集镇街道  

13 信阳市 固始县 黎集镇 南元村  

14 信阳市 固始县 黎集镇 卧龙村  

15 信阳市 固始县 黎集镇 黄集村  

16 信阳市 固始县 黎集镇 东岳村  

17 信阳市 固始县 黎集镇 方集村  



18 信阳市 固始县 黎集镇 毕店村  

19 信阳市 固始县 黎集镇 长兴村  

20 信阳市 固始县 黎集镇 茶棚村  

21 信阳市 固始县 黎集镇 李畈村  

22 信阳市 固始县 黎集镇 泗湖村  

23 信阳市 固始县 石佛店镇 龙潭村  

24 信阳市 固始县 石佛店镇 夏营村  

25 信阳市 固始县 石佛店镇 胜湖村  

26 信阳市 固始县 石佛店镇 余庆村  

27 信阳市 固始县 石佛店镇 柳沟村  

28 信阳市 固始县 柳树店乡 河湾村  

29 信阳市 固始县 柳树店乡 桃园村  

30 信阳市 固始县 柳树店乡 施河村  

31 信阳市 固始县 柳树店乡 五河村  

32 信阳市 固始县 柳树店乡 柳营村  

33 信阳市 固始县 张老埠乡 牛老家村  

34 信阳市 固始县 张老埠乡 宣政村  

35 信阳市 固始县 张老埠乡 枣庙村  

36 信阳市 固始县 张老埠乡 花园村  

37 信阳市 固始县 张老埠乡 人主村  

38 信阳市 固始县 张老埠乡 薛桥村  

39 信阳市 固始县 张老埠乡 祝家楼村  



40 信阳市 固始县 南大桥乡 谢楼村  

41 信阳市 固始县 南大桥乡 陈营村  

42 信阳市 固始县 南大桥乡 大庄村  

43 信阳市 固始县 南大桥乡 郑堂村  

44 信阳市 固始县 汪棚镇 董楼村  

45 信阳市 固始县 汪棚镇 曲河村  

46 信阳市 固始县 汪棚镇 新吴村  

47 信阳市 固始县 汪棚镇 叶岗村  

48 信阳市 固始县 沙河铺镇 闫营村  

49 信阳市 固始县 沙河铺镇 汪营村  

50 信阳市 固始县 沙河铺镇 红石村  

51 信阳市 固始县 沙河铺镇 花园社区  

52 信阳市 固始县 沙河铺镇 窑湾社区  

53 信阳市 固始县 沙河铺镇 桥东社区  

54 信阳市 固始县 沙河铺镇 夹河村  

55 信阳市 固始县 沙河铺镇 沙河社区  

56 信阳市 固始县 产业聚集区 关庙社区  

57 信阳市 固始县 秀水街道 隔夜社区  

58 信阳市 固始县 秀水街道 阳关村  

59 信阳市 固始县 秀水街道 无量寺村  

60 信阳市 固始县 蓼城街道 徐嘴社区  

61 信阳市 固始县 蓼城街道 新桥社区  



62 信阳市 固始县 番城街道 瓦坊社区  

63 信阳市 固始县 番城街道 周集社区  

64 信阳市 固始县 番城街道 淮堰社区  

65 信阳市 固始县 番城街道 东庙社区  

66 信阳市 固始县 番城街道 仰庙社区  

67 信阳市 固始县 番城街道 十里井社区  

68 信阳市 固始县 番城街道 大寨社区  

69 信阳市 固始县 县农场   

70 信阳市 固始县 洪埠乡 范郢村  

71 信阳市 固始县 洪埠乡 洪埠村  

72 信阳市 固始县 洪埠乡 新房村  

73 信阳市 固始县 洪埠乡 马埠村  

74 信阳市 固始县 洪埠乡 任营村  

75 信阳市 固始县 洪埠乡 迎水村  

76 信阳市 固始县 洪埠乡 大觉寺村  

77 信阳市 固始县 洪埠乡 洪埠乡街道  

78 信阳市 固始县 洪埠乡 双沟村  

79 信阳市 固始县 马堽集乡 沈营村  

80 信阳市 固始县 蒋集镇 童庙村  

81 信阳市 固始县 蒋集镇 秦楼村  

82 信阳市 固始县 蒋集镇 栗园村  

83 信阳市 固始县 蒋集镇 殷庙村  



84 信阳市 固始县 蒋集镇 大营村  

85 信阳市 固始县 蒋集镇 新街社区  

86 信阳市 固始县 蒋集镇 柳沟村  

87 信阳市 固始县 蒋集镇 姚寨村  

88 信阳市 固始县 蒋集镇 吴集村  

89 信阳市 固始县 蒋集镇 宋蜂笼村  

90 信阳市 固始县 蒋集镇 徐寨村  

91 信阳市 固始县 徐集乡 八庙村  

92 信阳市 固始县 丰港乡 潘台村  

93 信阳市 固始县 丰港乡 李棚村  

94 信阳市 固始县 丰港乡 竹楼村  

95 信阳市 固始县 丰港乡 种子场村  

96 信阳市 固始县 丰港乡 赵圩村  

97 信阳市 固始县 丰港乡 潘庄村  

98 信阳市 固始县 丰港乡 付寨村  

99 信阳市 固始县 丰港乡 大桥村  

100 信阳市 固始县 丰港乡 冯棚村  

101 信阳市 固始县 丰港乡 高庄村  

102 信阳市 固始县 丰港乡 倒庙村  

103 信阳市 固始县 三河尖镇 翁棚村  

104 信阳市 固始县 三河尖镇 汤岗村  

105 信阳市 固始县 三河尖镇 王楼村  



106 信阳市 固始县 三河尖镇 蚌山村  

107 信阳市 固始县 三河尖镇 黄寨村  

108 信阳市 固始县 三河尖镇 王棚村  

109 信阳市 固始县 胡族铺镇 金钟村  

110 信阳市 固始县 胡族铺镇 叶台村  

111 信阳市 固始县 胡族铺镇 王湖村  

112 信阳市 固始县 胡族铺镇 迎河村  

113 信阳市 固始县 胡族铺镇 新店村  

114 信阳市 固始县 李店镇 老李集村  

115 信阳市 固始县 杨集乡 田湖村  

116 信阳市 固始县 杨集乡 道超村  

117 信阳市 商城县 长竹园乡 张花店村  

118 信阳市 商城县 长竹园乡 王畈村  

119 信阳市 商城县 长竹园乡 陈湾村  

120 信阳市 商城县 长竹园乡 蛇山村  

121 信阳市 商城县 长竹园乡 五里山村  

122 信阳市 商城县 长竹园乡 武畈村  

123 信阳市 商城县 长竹园乡 汪冲村  

124 信阳市 商城县 长竹园乡 肖家畈村  

125 信阳市 商城县 达权店镇 汪埠村  

126 信阳市 商城县 达权店镇 幸福村  

127 信阳市 商城县 达权店镇 黄泥塝村  



128 信阳市 商城县 达权店镇 新店村  

129 信阳市 商城县 达权店镇 许冲村  

130 信阳市 商城县 达权店镇 头战坪村  

131 信阳市 商城县 达权店镇 新建坳村  

132 信阳市 商城县 达权店镇 何畈村  

133 信阳市 商城县 达权店镇 狮塘村  

134 信阳市 商城县 达权店镇 石船村  

135 信阳市 商城县 达权店镇 盛店村  

136 信阳市 商城县 汪岗镇 汪岗村  

137 信阳市 商城县 汪岗镇 陶行村  

138 信阳市 商城县 汪岗镇 官畈村  

139 信阳市 商城县 汪岗镇 虎塘村  

140 信阳市 商城县 汪岗镇 韩冲村  

141 信阳市 商城县 汪岗镇 粉壁渡村  

142 信阳市 商城县 汪岗镇 杨湾村  

143 信阳市 商城县 汪岗镇 普救河村  

144 信阳市 商城县 鲇鱼山水库   

145 信阳市 商城县 吴河乡 六甲畈村  

146 信阳市 商城县 吴河乡 开觉寺村  

147 信阳市 商城县 吴河乡 吴河村  

148 信阳市 商城县 吴河乡 莲花山村  

149 信阳市 商城县 吴河乡 清塘坳村  



150 信阳市 商城县 吴河乡 万安村  

151 信阳市 商城县 吴河乡 沈畈村  

152 信阳市 商城县 吴河乡 高畈村  

153 信阳市 商城县 吴河乡 郭庙村  

154 信阳市 商城县 吴河乡 曾洼村  

155 信阳市 商城县 吴河乡 曾油坊村  

156 信阳市 商城县 吴河乡 马槽村  

157 信阳市 商城县 河风桥乡 河凤桥村  

158 信阳市 商城县 河风桥乡 八里滩村  

159 信阳市 商城县 河风桥乡 龙头桥村  

160 信阳市 商城县 河风桥乡 新桥村  

161 信阳市 商城县 河风桥乡 辛店村  

162 信阳市 商城县 县园艺场   

163 信阳市 商城县 汤泉池管理处 汤泉池村  

164 信阳市 商城县 汤泉池管理处 七里冲村  

165 信阳市 商城县 鲇鱼山街道 闵湾村  

166 信阳市 商城县 鲇鱼山街道 十里头村  

167 信阳市 商城县 鲇鱼山街道 下马河村  

168 信阳市 商城县 鲇鱼山街道 鲇鱼山村  

169 信阳市 商城县 鲇鱼山街道 龙潭村  

170 信阳市 商城县 鲇鱼山街道 马岗村  

171 信阳市 商城县 鲇鱼山街道 欧楼村  



172 信阳市 商城县 鲇鱼山街道 平塘村  

173 信阳市 商城县 鲇鱼山街道 匡店村  

174 信阳市 商城县 鲇鱼山街道 土门村  

175 信阳市 商城县 鲇鱼山街道 陈畈村  

176 信阳市 商城县 鲇鱼山街道 大碑村  

177 信阳市 商城县 鲇鱼山街道 木河村  

178 信阳市 商城县 鲇鱼山街道 石牛村  

179 信阳市 商城县 赤城街道 柿子园村  

180 信阳市 商城县 工业园区 太平村  

181 信阳市 商城县 工业园区 团结村  

182 信阳市 商城县 上石桥镇 旭光村  

183 信阳市 商城县 上石桥镇 刘楼村  

184 信阳市 商城县 上石桥镇 坑坡湖村  

185 信阳市 商城县 上石桥镇 李湖村  

186 信阳市 商城县 上石桥镇 范围孜村  

187 信阳市 商城县 上石桥镇 杨寨村  

188 信阳市 商城县 上石桥镇 王楼村  

189 信阳市 商城县 鄢岗镇 长冲村  

190 信阳市 商城县 鄢岗镇 肖寨村  

191 信阳市 商城县 鄢岗镇 周寨村  

192 信阳市 商城县 鄢岗镇 尹岗村  

193 信阳市 商城县 双椿铺镇 蔡店村  



194 信阳市 商城县 双椿铺镇 顾畈村  

195 信阳市 商城县 双椿铺镇 金寨村  

196 信阳市 商城县 双椿铺镇 王店村  

197 信阳市 商城县 双椿铺镇 塔湾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