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云南省第一批省级森林乡村名单

序号 州（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办） 村（居）委会

总计 1081

昆明市 合计 206

1 昆明市 五华区 西翥街道办事处 陡坡社区居民委员会

2 昆明市 五华区 西翥街道办事处 三多社区居民委员会

3 昆明市 五华区 西翥街道办事处 瓦恭社区居民委员会

4 昆明市 五华区 西翥街道办事处 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5 昆明市 五华区 西翥街道办事处 龙庆社区居民委员会

6 昆明市 五华区 西翥街道办事处 大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7 昆明市 五华区 西翥街道办事处 普鲁社区居民委员会

8 昆明市 五华区 西翥街道办事处 迤六社区居民委员会

9 昆明市 盘龙区 滇源街道办事处 南营村民委员会

10 昆明市 盘龙区 滇源街道办事处 金钟村民委员会

11 昆明市 盘龙区 滇源街道办事处 中所村民委员会

12 昆明市 盘龙区 滇源街道办事处 菜子地村民委员会

13 昆明市 盘龙区 滇源街道办事处 周达村民委员会

14 昆明市 盘龙区 滇源街道办事处 甸尾村民委员会

15 昆明市 盘龙区 滇源街道办事处 竹园村民委员会

16 昆明市 盘龙区 滇源街道办事处 前所村民委员会

17 昆明市 盘龙区 阿子营街道办事处 果东村民委员会

18 昆明市 盘龙区 阿子营街道办事处 铁冲村民委员会

19 昆明市 西山区 团结街道办事处 律则社区居民委员会

20 昆明市 西山区 团结街道办事处 乐亩社区居民委员会

21 昆明市 西山区 团结街道办事处 妥排社区居民委员会

22 昆明市 西山区 团结街道办事处 妥吉社区居民委员会

23 昆明市 西山区 团结街道办事处 永靖社区居民委员会

24 昆明市 西山区 团结街道办事处 花红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25 昆明市 西山区 团结街道办事处 谷律社区居民委员会

26 昆明市 西山区 团结街道办事处 朵亩社区居民委员会

27 昆明市 西山区 团结街道办事处 龙潭社区居民委员会

28 昆明市 西山区 碧鸡街道办事处 猫猫箐社区居民委员会

29 昆明市 西山区 碧鸡街道办事处 观音山社区居民委员会

30 昆明市 西山区 碧鸡街道办事处 龙门社区居民委员会

31 昆明市 官渡区 大板桥街道办事处 阿底社区居民委员会

32 昆明市 官渡区 大板桥街道办事处 乌西社区居民委员会

33 昆明市 官渡区 大板桥街道办事处 上对龙社区居民委员会

34 昆明市 官渡区 大板桥街道办事处 一朵云社区居民委员会

35 昆明市 呈贡区 马金铺街道办事处 小营社区居民委员会

36 昆明市 呈贡区 马金铺街道办事处 横冲社区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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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昆明市 呈贡区 吴家营街道办事处 刘家营社区居民委员会

38 昆明市 呈贡区 吴家营街道办事处 万溪冲社区居民委员会

39 昆明市 呈贡区 吴家营街道办事处 段家营社区居民委员会

40 昆明市 安宁市 八街街道办事处 磨南德村民委员会

41 昆明市 安宁市 八街街道办事处 大营村民委员会

42 昆明市 安宁市 八街街道办事处 五岳村民委员会

43 昆明市 安宁市 八街街道办事处 摩所营村民委员会

44 昆明市 安宁市 八街街道办事处 一六村民委员会

45 昆明市 安宁市 八街街道办事处 龙洞村民委员会

46 昆明市 安宁市 八街街道办事处 温水村民委员会

47 昆明市 安宁市 八街街道办事处 鸣凤村民委员会

48 昆明市 安宁市 禄脿街道办事处 庄科村民委员会

49 昆明市 安宁市 禄脿街道办事处 北冲村民委员会

50 昆明市 安宁市 禄脿街道办事处 艾家营村民委员会

51 昆明市 安宁市 禄脿街道办事处 密马龙村民委员会

52 昆明市 安宁市 温泉街道办事处 官庄村民委员会

53 昆明市 安宁市 温泉街道办事处 后山崀村民委员会

54 昆明市 安宁市 温泉街道办事处 温泉社区居民委员会

55 昆明市 安宁市 青龙街道办事处 赵家庄村民委员会

56 昆明市 安宁市 青龙街道办事处 青龙村民委员会

57 昆明市 安宁市 县街街道办事处 甸东村民委员会

58 昆明市 安宁市 县街街道办事处 双村村民委员会

59 昆明市 安宁市 县街街道办事处 石庄村民委员会

60 昆明市 安宁市 县街街道办事处 鸣矣河村民委员会

61 昆明市 安宁市 县街街道办事处 王家庄村民委员会

62 昆明市 石林县 鹿阜街道办事处 上蒲草村民委员会

63 昆明市 石林县 鹿阜街道办事处 铺兵村民委员会

64 昆明市 石林县 长湖镇 豆黑村民委员会

65 昆明市 石林县 长湖镇 海宜村民委员会

66 昆明市 石林县 长湖镇 所各邑村民委员会

67 昆明市 石林县 长湖镇 宜政村民委员会

68 昆明市 石林县 长湖镇 雨胜村民委员会

69 昆明市 石林县 长湖镇 祖莫村民委员会

70 昆明市 石林县 圭山镇 当甸村民委员会

71 昆明市 石林县 圭山镇 海邑村民委员会

72 昆明市 石林县 圭山镇 和合村民委员会

73 昆明市 石林县 圭山镇 红路口村民委员会

74 昆明市 石林县 圭山镇 尾乍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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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昆明市 石林县 圭山镇 矣维哨村民委员会

76 昆明市 石林县 圭山镇 法块村民委员会

77 昆明市 石林县 圭山镇 糯黑村民委员会

78 昆明市 石林县 圭山镇 普拉河村民委员会

79 昆明市 石林县 圭山镇 水补衣村民委员会

80 昆明市 富民县 永定街道办事处 白石岩村民委员会

81 昆明市 富民县 永定街道办事处 拖担村民委员会

82 昆明市 富民县 东村镇 杜朗村民委员会

83 昆明市 富民县 散旦镇 门前地村民委员会

84 昆明市 富民县 款庄镇 宜格村民委员会

85 昆明市 富民县 款庄镇 拖卓村民委员会

86 昆明市 富民县 款庄镇 青平村民委员会

87 昆明市 富民县 罗免镇 小甸村民委员会

88 昆明市 富民县 罗免镇 西核村民委员会

89 昆明市 富民县 大营街道办事处 束刻村民委员会

90 昆明市 富民县 大营街道办事处 三村村民委员会

91 昆明市 富民县 大营街道办事处 麦依甸村民委员会

92 昆明市 富民县 赤鹫镇 玉屏村民委员会

93 昆明市 富民县 赤鹫镇 永富村民委员会

94 昆明市 富民县 赤鹫镇 普桥村民委员会

95 昆明市 富民县 赤鹫镇 普黑泥村民委员会

96 昆明市 富民县 赤鹫镇 平地村民委员会

97 昆明市 富民县 赤鹫镇 龙潭村民委员会

98 昆明市 富民县 赤鹫镇 咀咪哩村民委员会

99 昆明市 富民县 赤鹫镇 东核村民委员会

100 昆明市 富民县 赤鹫镇 赤鹫村民委员会

101 昆明市 富民县 赤鹫镇 阿纳宰村民委员会

102 昆明市 宜良县 北古城镇 贾王社区居民委员会

103 昆明市 宜良县 北古城镇 清水塘村民委员会

104 昆明市 宜良县 狗街镇 槽沟村民委员会

105 昆明市 宜良县 狗街镇 孙家营村民委员会

106 昆明市 宜良县 九乡彝族回族乡 月照村民委员会

107 昆明市 宜良县 九乡彝族回族乡 铁厂村民委员会

108 昆明市 宜良县 九乡彝族回族乡 甸尾村民委员会

109 昆明市 宜良县 匡远街道办事处 宝洪社区居民委员会

110 昆明市 宜良县 匡远街道办事处 金星社区居民委员会

111 昆明市 宜良县 匡远街道办事处 七星社区居民委员会

112 昆明市 宜良县 马街镇 马家冲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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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昆明市 宜良县 南羊街道办事处 黄堡社区居民委员会

114 昆明市 宜良县 南羊街道办事处 新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115 昆明市 宜良县 竹山镇 竹山村民委员会

116 昆明市 宜良县 竹山镇 豆达村民委员会

117 昆明市 宜良县 竹山镇 麦地山村民委员会

118 昆明市 宜良县 竹山镇 尼者村民委员会

119 昆明市 宜良县 竹山镇 叠水村民委员会

120 昆明市 宜良县 竹山镇 路纳村民委员会

121 昆明市 宜良县 竹山镇 路则村民委员会

122 昆明市 禄劝县 转龙镇 中槽子村民委员会

123 昆明市 禄劝县 转龙镇 烂泥塘村民委员会

124 昆明市 禄劝县 转龙镇 恩组村民委员会

125 昆明市 禄劝县 马鹿塘乡 赊角村民委员会

126 昆明市 禄劝县 云龙乡 新山村民委员会

127 昆明市 禄劝县 云龙乡 云利村民委员会

128 昆明市 禄劝县 云龙乡 金乌村民委员会

129 昆明市 禄劝县 云龙乡 新合村民委员会

130 昆明市 禄劝县 云龙乡 联合村民委员会

131 昆明市 禄劝县 云龙乡 古宜村民委员会

132 昆明市 禄劝县 乌蒙乡 三家村村民委员会

133 昆明市 禄劝县 茂山镇 娜拥村民委员会

134 昆明市 禄劝县 茂山镇 甲甸村民委员会

135 昆明市 禄劝县 汤郎乡 羊槽村民委员会

136 昆明市 禄劝县 汤郎乡 代家村民委员会

137 昆明市 禄劝县 汤郎乡 板桥村民委员会

138 昆明市 禄劝县 中屏镇 德茂井村民委员会

139 昆明市 禄劝县 中屏镇 植桂村民委员会

140 昆明市 禄劝县 皎平度镇 永善村民委员会

141 昆明市 禄劝县 撒营盘镇 三合村民委员会

142 昆明市 禄劝县 撒营盘镇 砍邓村民委员会

143 昆明市 禄劝县 撒营盘镇 书西村民委员会

144 昆明市 禄劝县 撒营盘镇 兴安村民委员会

145 昆明市 禄劝县 撒营盘镇 高安村民委员会

146 昆明市 禄劝县 撒营盘镇 宜岔村民委员会

147 昆明市 禄劝县 团街镇 马初村民委员会

148 昆明市 东川区 汤丹镇 弯腰树村民委员会

149 昆明市 东川区 汤丹镇 竹山坪村民委员会

150 昆明市 东川区 拖布卡镇 安乐箐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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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昆明市 东川区 乌龙镇 马店村民委员会

152 昆明市 东川区 乌龙镇 土城村民委员会

153 昆明市 阳宗海管委会 汤池街道办事处 大平地社区居民委员会

154 昆明市 阳宗海管委会 汤池街道办事处 黄泥社区居民委员会

155 昆明市 阳宗海管委会 汤池街道办事处 龙池社区居民委员会

156 昆明市 阳宗海管委会 七甸街道办事处 松茂社区居民委员会

157 昆明市 晋宁区 二街镇 响水村民委员会

158 昆明市 晋宁区 二街镇 三家村民委员会

159 昆明市 晋宁区 二街镇 鲁黑村民委员会

160 昆明市 晋宁区 双河乡 老江河村民委员会

161 昆明市 晋宁区 双河乡 核桃园村民委员会

162 昆明市 晋宁区 双河乡 田坝村民委员会

163 昆明市 晋宁区 双河乡 双河村民委员会

164 昆明市 晋宁区 双河乡 干河村村民委员会

165 昆明市 晋宁区 夕阳乡 绿溪村民委员会

166 昆明市 晋宁区 夕阳乡 打黑村民委员会

167 昆明市 晋宁区 夕阳乡 一字格村民委员会

168 昆明市 晋宁区 夕阳乡 木鲊村民委员会

169 昆明市 晋宁区 夕阳乡 木杵榔村民委员会

170 昆明市 晋宁区 六街镇 新寨村民委员会

171 昆明市 晋宁区 六街镇 大营村民委员会

172 昆明市 晋宁区 六街镇 龙王塘村民委员会

173 昆明市 晋宁区 宝峰街道办事处 酸水塘村民委员会

174 昆明市 晋宁区 宝峰街道办事处 青龙村民委员会

175 昆明市 晋宁区 宝峰街道办事处 宝峰村民委员会

176 昆明市 晋宁区 宝峰街道办事处 前卫村民委员会

177 昆明市 嵩明县 牛栏江镇 大箐村民委员会

178 昆明市 嵩明县 牛栏江镇 荒田村民委员会

179 昆明市 嵩明县 牛栏江镇 下马坊村民委员会

180 昆明市 嵩明县 杨林镇 核桃村民委员会

181 昆明市 嵩明县 小街镇 牛足村民委员会

182 昆明市 嵩明县 杨桥街道办事处 大村子社区居民委员会

183 昆明市 嵩明县 杨桥街道办事处 西山社区居民委员会

184 昆明市 嵩明县 杨桥街道办事处 矣铎社区居民委员会

185 昆明市 嵩明县 嵩阳街道办事处 山脚社区居民委员会

186 昆明市 嵩明县 嵩阳街道办事处 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187 昆明市 寻甸县 凤合镇 新城村民委员会

188 昆明市 寻甸县 河口镇 白石岩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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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昆明市 寻甸县 河口镇 撒米落村民委员会

190 昆明市 寻甸县 河口镇 糯基村民委员会

191 昆明市 寻甸县 鸡街镇 北屏村民委员会

192 昆明市 寻甸县 鸡街镇 耻格村民委员会

193 昆明市 寻甸县 鸡街镇 极乐村民委员会

194 昆明市 寻甸县 鸡街镇 南海村民委员会

195 昆明市 寻甸县 鸡街镇 拖姑村民委员会

196 昆明市 寻甸县 柯渡镇 丹桂村民委员会

197 昆明市 寻甸县 功山镇 杨柳村民委员会

198 昆明市 寻甸县 倘甸镇 新平村民委员会

199 昆明市 寻甸县 倘甸镇 鲁嘎村民委员会

200 昆明市 寻甸县 先锋镇 木龙马村民委员会

201 昆明市 寻甸县 联合乡 三界村民委员会

202 昆明市 寻甸县 金所街道办事处 清海社区居民委员会

203 昆明市 寻甸县 金所街道办事处 新田社区居民委员会

204 昆明市 寻甸县 羊街镇 长冲村民委员会

205 昆明市 寻甸县 塘子街道办事处 三支龙社区居民委员会

206 昆明市 寻甸县 塘子街道办事处 团结社区居民委员会

昭通市 合计 9

1 昭通市 大关县 翠华镇 兴隆村民委员会

2 昭通市 大关县 木杆镇 甘顶村民委员会

3 昭通市 大关县 木杆镇 漂坝村民委员会

4 昭通市 大关县 木杆镇 细沙村民委员会

5 昭通市 大关县 木杆镇 向阳村民委员会

6 昭通市 大关县 木杆镇 银吉村民委员会

7 昭通市 大关县 寿山镇 益珠村民委员会

8 昭通市 大关县 寿山镇 元坪村民委员会

9 昭通市 大关县 寿山镇 中坪村民委员会

曲靖市 合计 144

1 曲靖市 麒麟区 茨营镇 大麦村民委员会

2 曲靖市 麒麟区 茨营镇 小河村民委员会

3 曲靖市 麒麟区 东山镇 卑舍村民委员会

4 曲靖市 麒麟区 东山镇 克以黑村民委员会

5 曲靖市 麒麟区 东山镇 石头寨村民委员会

6 曲靖市 麒麟区 三宝街道办事处 兴龙村民委员会

7 曲靖市 麒麟区 三宝街道办事处 长坡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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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曲靖市 麒麟区 文华街道办事处 代河社区居民委员会

9 曲靖市 麒麟区 文华街道办事处 桂花社区居民委员会

10 曲靖市 麒麟区 潇湘街道办事处 红庙社区居民委员会

11 曲靖市 麒麟区 潇湘街道办事处 冷家屯村民委员会

12 曲靖市 麒麟区 沿江街道办事处 新发村民委员会

13 曲靖市 麒麟区 沿江街道办事处 新圩村民委员会

14 曲靖市 麒麟区 越州镇 向桂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15 曲靖市 麒麟区 越州镇 新田社区居民委员会

16 曲靖市 麒麟区 珠街街道办事处 小河湾社区居民委员会

17 曲靖市 麒麟区 珠街街道办事处 涌泉村民委员会

18 曲靖市 沾益区 白水镇 尖山社区居民委员会

19 曲靖市 沾益区 白水镇 中心村民委员会

20 曲靖市 沾益区 播乐乡 水田村民委员会

21 曲靖市 沾益区 播乐乡 小海村民委员会

22 曲靖市 沾益区 大坡乡 河尾村民委员会

23 曲靖市 沾益区 大坡乡 红寨村民委员会

24 曲靖市 沾益区 德泽乡 热水村民委员会

25 曲靖市 沾益区 花山街道办事处 十里铺社区居民委员会

26 曲靖市 沾益区 花山街道办事处 遵花铺社区居民委员会

27 曲靖市 沾益区 金龙街道办事处 桃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28 曲靖市 沾益区 金龙街道办事处 玉光社区居民委员会

29 曲靖市 沾益区 菱角乡 块所村民委员会

30 曲靖市 沾益区 菱角乡 棚云村民委员会

31 曲靖市 沾益区 龙华街道办事处 双河社区居民委员会

32 曲靖市 沾益区 盘江镇 大兴村村民委员会

33 曲靖市 沾益区 盘江镇 河西村民委员会

34 曲靖市 沾益区 西平街道办事处 九龙社区居民委员会　

35 曲靖市 沾益区 炎方乡 刘麦地村民委员会

36 曲靖市 沾益区 炎方乡 腻诺村民委员会

37 曲靖市 马龙区 大庄乡 乱头村民委员会

38 曲靖市 马龙区 大庄乡 窝郎村民委员会

39 曲靖市 马龙区 鸡头村街道办事处 上坝社区居民委员会

40 曲靖市 马龙区 马过河镇 马过河社区居民委员会

41 曲靖市 马龙区 马鸣乡 挪地村民委员会

42 曲靖市 马龙区 纳章镇 方郎村民委员会

43 曲靖市 马龙区 纳章镇 纳章社区居民委员会

44 曲靖市 马龙区 通泉街道办事处 昌隆铺社区居民委员会

45 曲靖市 马龙区 王家庄街道办事处 永发社区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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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曲靖市 马龙区 月望乡 深沟村民委员会

47 曲靖市 马龙区 张安屯街道办事处 小河社区居民委员会

48 曲靖市 宣威市 阿都乡 同兴村民委员会

49 曲靖市 宣威市 板桥街道办事处 板桥社区居民委员会

50 曲靖市 宣威市 宝山镇 厂房村民委员会

51 曲靖市 宣威市 得禄乡 永乐村民委员会

52 曲靖市 宣威市 凤凰街道办事处 河东社区居民委员会

53 曲靖市 宣威市 复兴街道办事处 复兴社区居民委员会

54 曲靖市 宣威市 格宜镇 龙山村民委员会

55 曲靖市 宣威市 海岱镇 羊场村民委员会

56 曲靖市 宣威市 来宾街道办事处 宗范社区居民委员会

57 曲靖市 宣威市 乐丰乡 店子村民委员会

58 曲靖市 宣威市 龙场镇 旧营村民委员会

59 曲靖市 宣威市 龙潭镇 龙潭村民委员会

60 曲靖市 宣威市 落水镇 滴水村民委员会

61 曲靖市 宣威市 普立乡 官寨村民委员会

62 曲靖市 宣威市 热水镇 关营村民委员会

63 曲靖市 宣威市 双河乡 葛菇村民委员会

64 曲靖市 宣威市 双龙街道办事处 龙华社区居民委员会

65 曲靖市 宣威市 倘塘镇 茂宗村民委员会

66 曲靖市 宣威市 倘塘镇 倘塘村民委员会

67 曲靖市 宣威市 田坝镇 风景村民委员会

68 曲靖市 宣威市 文兴乡 着期村民委员会

69 曲靖市 宣威市 务德镇 糯嘎村民委员会

70 曲靖市 宣威市 西宁街道办事处 靖外村民委员会

71 曲靖市 宣威市 西泽乡 西泽村民委员会

72 曲靖市 宣威市 羊场镇 鸡场村民委员会

73 曲靖市 宣威市 杨柳镇 杨柳村民委员会

74 曲靖市 陆良县 板桥镇 马军堡村民委员会

75 曲靖市 陆良县 芳华镇 雍家村民委员会

76 曲靖市 陆良县 活水乡 活水村民委员会

77 曲靖市 陆良县 马街镇 汤官箐村民委员会

78 曲靖市 陆良县 小百户镇 天花村民委员会

79 曲靖市 陆良县 召夸镇 水塘村民委员会

80 曲靖市 师宗县 彩云镇 石洞村民委员会

81 曲靖市 师宗县 大同街道办事处 牛宿村民委员会

82 曲靖市 师宗县 丹凤街道办事处 淑足村民委员会

83 曲靖市 师宗县 高良壮苗瑶族乡 设里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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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曲靖市 师宗县 葵山镇 马厂村民委员会

85 曲靖市 师宗县 龙庆彝族壮族乡 黑尔村民委员会

86 曲靖市 师宗县 五龙壮族乡 法岗村民委员会

87 曲靖市 师宗县 五龙壮族乡 狗街村民委员会

88 曲靖市 师宗县 雄壁镇 扯乐村民委员会

89 曲靖市 师宗县 漾月街道办事处 西华社区居民委员会

90 曲靖市 师宗县 竹基镇 竹基社区居民委员会

91 曲靖市 富源县 大河镇 庵子村民委员会

92 曲靖市 富源县 大河镇 黄泥村民委员会

93 曲靖市 富源县 富村镇 德胜村民委员会

94 曲靖市 富源县 富村镇 富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95 曲靖市 富源县 古敢乡 补掌村民委员会

96 曲靖市 富源县 后所镇 阿依诺村民委员会

97 曲靖市 富源县 黄泥河镇 发祥村民委员会

98 曲靖市 富源县 黄泥河镇 龙潭村民委员会

99 曲靖市 富源县 老厂镇 老厂社区居民委员会

100 曲靖市 富源县 老厂镇 新角村民委员会

101 曲靖市 富源县 墨红镇 摩山村民委员会

102 曲靖市 富源县 墨红镇 三台村民委员会

103 曲靖市 富源县 墨红镇 田冲村民委员会

104 曲靖市 富源县 胜境街道办事处 洗洋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105 曲靖市 富源县 营上镇 大坪村民委员会

106 曲靖市 富源县 营上镇 海嘎村民委员会

107 曲靖市 富源县 中安街道办事处 回隆社区居民委员会

108 曲靖市 富源县 中安街道办事处 王家屯社区居民委员会

109 曲靖市 罗平县 阿岗镇 阿窝村民委员会

110 曲靖市 罗平县 板桥镇 安勒村民委员会

111 曲靖市 罗平县 大水井乡 炭山村民委员会

112 曲靖市 罗平县 富乐镇 桃源村民委员会

113 曲靖市 罗平县 九龙街道办事处 关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114 曲靖市 罗平县 旧屋基乡 小新寨村民委员会

115 曲靖市 罗平县 腊山街道办事处 阿沟河村民委员会

116 曲靖市 罗平县 老厂乡 土冲村民委员会

117 曲靖市 罗平县 鲁布革布依族苗族乡 罗斯村民委员会

118 曲靖市 罗平县 罗雄街道办事处 养马村民委员会

119 曲靖市 罗平县 马街镇 鲁基村民委员会

120 曲靖市 罗平县 长底布依族乡 德沙村民委员会

121 曲靖市 罗平县 钟山乡 密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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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曲靖市 会泽县 宝云街道办事处 华泥社区居民委员会

123 曲靖市 会泽县 大海乡 刘家村村民委员会

124 曲靖市 会泽县 大井镇 井田社区居民委员会

125 曲靖市 会泽县 大桥乡 王家山村民委员会

126 曲靖市 会泽县 待补镇 汤德村民委员会

127 曲靖市 会泽县 古城街道办事处 青云村民委员会

128 曲靖市 会泽县 金钟街道办事处 竹园村民委员会

129 曲靖市 会泽县 火红乡 龙树村民委员会

130 曲靖市 会泽县 驾车乡 腰店村民委员会

131 曲靖市 会泽县 矿山镇 矿山村民委员会

132 曲靖市 会泽县 老厂乡 雅地窝村民委员会

133 曲靖市 会泽县 乐业镇 横山村民委员会

134 曲靖市 会泽县 鲁纳乡 新营村民委员会

135 曲靖市 会泽县 马路乡 新山村民委员会

136 曲靖市 会泽县 娜姑镇 牛泥塘村民委员会

137 曲靖市 会泽县 上村乡 李子坪村民委员会

138 曲靖市 会泽县 田坝乡 李子箐村民委员会

139 曲靖市 会泽县 五星乡 红石岩村民委员会

140 曲靖市 会泽县 新街回族乡 闸塘村民委员会

141 曲靖市 会泽县 迤车镇 迤北村民委员会

142 曲靖市 会泽县 雨碌乡 陡红村民委员会

143 曲靖市 会泽县 者海镇 盖胜村民委员会

144 曲靖市 会泽县 纸厂乡 鄢家村民委员会

玉溪市 合计 56

1 玉溪市 通海县 秀山街道办事处 大树社区居民委员会

2 玉溪市 通海县 四街镇 四寨村民委员会

3 玉溪市 通海县 高大傣族彝族乡 五街村民委员会

4 玉溪市 通海县 兴蒙蒙古族乡 下村村民委员会

5 玉溪市 通海县 河西镇 改水沟村民委员会

6 玉溪市 通海县 杨广镇 兴义村民委员会

7 玉溪市 通海县 里山彝族乡 芭蕉村民委员会

8 玉溪市 通海县 四街镇 六街村民委员会

9 玉溪市 通海县 里山彝族乡 大黑冲村民委员会

10 玉溪市 通海县 里山彝族乡 象平村民委员会

11 玉溪市 通海县 九龙街道办事处 三义社区居民委员会

12 玉溪市 元江县 澧江街道办事处 龙潭社区居民委员会

13 玉溪市 元江县 澧江街道办事处 红侨社区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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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玉溪市 元江县 红河街道办事处 桥头社区居民委员会

15 玉溪市 元江县 那诺乡 那诺社区居民委员会

16 玉溪市 元江县 因远镇 安定社区居民委员会

17 玉溪市 元江县 龙潭乡 安龙社区居民委员会

18 玉溪市 江川区 大街街道办事处 小白坡村民委员会

19 玉溪市 江川区 前卫镇 白池古村民委员会

20 玉溪市 江川区 九溪镇 六十亩村民委员会

21 玉溪市 江川区 江城镇 尹旗村民委员会

22 玉溪市 江川区 雄关乡 下营村民委员会

23 玉溪市 江川区 安化彝族乡 早谷田村民委员会

24 玉溪市 澄江市 路居镇 三百亩村民委员会

25 玉溪市 澄江市 路居镇 红石岩村民委员会

26 玉溪市 澄江市 龙街街道办事处 梁王社区居民委员会

27 玉溪市 澄江市 龙街街道办事处 提古社区居民委员会

28 玉溪市 澄江市 龙街街道办事处 养白牛社区居民委员会

29 玉溪市 澄江市 右所镇 小湾社区居民委员会

30 玉溪市 澄江市 九村镇 东山村村民委员会

31 玉溪市 峨山县 双江街道办事处 山后厂社区居民委员会

32 玉溪市 峨山县 双江街道办事处 厂上村民委员会

33 玉溪市 峨山县 双江街道办事处 富泉村民委员会

34 玉溪市 峨山县 双江街道办事处 新村村民委员会

35 玉溪市 峨山县 岔河乡 河外村民委员会

36 玉溪市 峨山县 富良棚乡 塔冲村民委员会

37 玉溪市 易门县 六街街道办事处 二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38 玉溪市 易门县 小街乡 小街村民委员会

39 玉溪市 易门县 浦贝彝族乡 朋多村民委员会

40 玉溪市 易门县 十街彝族乡 贾姑村民委员会

41 玉溪市 易门县 绿汁镇 竹子村民委员会

42 玉溪市 华宁县 华溪镇 甫甸社区居民委员会

43 玉溪市 华宁县 华溪镇 黑牛白村民委员会

44 玉溪市 华宁县 华溪镇 大新寨村民委员会

45 玉溪市 华宁县 青龙镇 禄丰村民委员会

46 玉溪市 华宁县 青龙镇 落梅村民委员会

47 玉溪市 华宁县 青龙镇 斗居村民委员会

48 玉溪市 华宁县 宁州街道办事处 那果村民委员会

49 玉溪市 华宁县 宁州街道办事处 法果村民委员会

50 玉溪市 华宁县 宁州街道办事处 红坡村民委员会

51 玉溪市 华宁县 通红甸彝族苗族乡 所梅早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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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玉溪市 华宁县 通红甸彝族苗族乡 小得勒村民委员会

53 玉溪市 新平县 戛洒镇 南蚌社区居民委员会

54 玉溪市 新平县 老厂乡 哈科底村民委员会

55 玉溪市 新平县 老厂乡 罗柴冲村民委员会

56 玉溪市 新平县 建兴乡 马鹿社区居民委员会

保山市 合计 74

1 保山市 隆阳区 板桥镇 阿家村民委员会

2 保山市 隆阳区 板桥镇 柴河村民委员会

3 保山市 隆阳区 板桥镇 清水村民委员会

4 保山市 隆阳区 丙麻乡 阿贡田村民委员会

5 保山市 隆阳区 丙麻乡 回龙村民委员会

6 保山市 隆阳区 汉庄镇 青岗坝村民委员会

7 保山市 隆阳区 河图街道办事处 魏家社区居民委员会

8 保山市 隆阳区 潞江镇 芒旦村民委员会

9 保山市 隆阳区 芒宽乡 新光村民委员会

10 保山市 隆阳区 蒲缥镇 红岩村民委员会

11 保山市 隆阳区 蒲缥镇 黄泥村民委员会

12 保山市 隆阳区 水寨乡 水沟村民委员会

13 保山市 隆阳区 瓦渡乡 安和社区村民委员会

14 保山市 隆阳区 瓦渡乡 垭口村民委员会

15 保山市 隆阳区 瓦房乡 水源村民委员会

16 保山市 隆阳区 瓦马彝族白族乡 安邦村民委员会

17 保山市 隆阳区 瓦马彝族白族乡 山心村民委员会

18 保山市 隆阳区 西邑乡 真峰村民委员会

19 保山市 隆阳区 杨柳乡 茶花村民委员会

20 保山市 施甸县 酒房乡 摆田社区村民委员会

21 保山市 施甸县 太平镇 大坪子村民委员会

22 保山市 施甸县 太平镇 蒋家村民委员会

23 保山市 施甸县 旧城乡 大田坝村民委员会

24 保山市 施甸县 何元乡 大寨门村民委员会

25 保山市 施甸县 木老元布朗族彝族乡 哈寨村民委员会

26 保山市 施甸县 摆榔彝族布朗族乡 鸡茨村民委员会

27 保山市 施甸县 仁和镇 交邑村民委员会

28 保山市 施甸县 姚关镇 姚关社区居民委员会

29 保山市 施甸县 由旺镇 银川村民委员会

30 保山市 施甸县 万兴乡 长浪坝村民委员会

31 保山市 腾冲市 北海乡 花园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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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保山市 腾冲市 滇滩镇 河西社区村民委员会

33 保山市 腾冲市 荷花镇 肖庄社区村民委员会

34 保山市 腾冲市 团田乡 曼哈村村民委员会

35 保山市 腾冲市 团田乡 小丙弄社区村民委员会

36 保山市 腾冲市 界头镇 沙坝地社区村民委员会

37 保山市 腾冲市 马站乡 云华村村民委员会

38 保山市 腾冲市 芒棒镇 坪地社区村民委员会

39 保山市 腾冲市 明光镇 东山社区村民委员会

40 保山市 腾冲市 蒲川乡 米果社区村民委员会

41 保山市 腾冲市 曲石镇 清河社区村民委员会

42 保山市 腾冲市 腾越镇 盈水社区村民委员会

43 保山市 腾冲市 五合乡 金塘社区村民委员会

44 保山市 腾冲市 新华乡 梅子坪社区村民委员会

45 保山市 腾冲市 中和镇 民振社区村民委员会

46 保山市 腾冲市 清水乡 驼峰社区村民委员会

47 保山市 腾冲市 固东镇 小甸社区村民委员会

48 保山市 腾冲市 和顺镇 大庄社区村民委员会

49 保山市 龙陵县 龙江乡 大汉坝村民委员会

50 保山市 龙陵县 碧寨乡 中寨村民委员会

51 保山市 龙陵县 龙山镇 白家寨村民委员会

52 保山市 龙陵县 龙山镇 核桃坪村民委员会

53 保山市 龙陵县 龙新乡 雪山村民委员会

54 保山市 龙陵县 木城乡 老满坡村民委员会

55 保山市 龙陵县 平达乡 平安社区村民委员会

56 保山市 龙陵县 平达乡 安乐村民委员会

57 保山市 龙陵县 象达镇 象达社区村民委员会

58 保山市 龙陵县 镇安镇 大坝社区村民委员会

59 保山市 龙陵县 镇安镇 小田坝社区村民委员会

60 保山市 龙陵县 勐糯镇 大寨社区村民委员会

61 保山市 龙陵县 腊勐镇 中岭岗村民委员会

62 保山市 昌宁县 耈街彝族苗族乡 团山村民委员会

63 保山市 昌宁县 鸡飞镇 干塘村民委员会

64 保山市 昌宁县 卡斯镇 大塘村民委员会

65 保山市 昌宁县 柯街镇 玉地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66 保山市 昌宁县 漭水镇 翠华社区居民委员会

67 保山市 昌宁县 勐统镇 勐统社区居民委员会

68 保山市 昌宁县 大田坝镇 文沧村民委员会

69 保山市 昌宁县 更戛乡 田头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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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保山市 昌宁县 田园镇 达仁社区居民委员会

71 保山市 昌宁县 湾甸傣族乡 上甸社区居民委员会

72 保山市 昌宁县 温泉镇 鹿塘村民委员会

73 保山市 昌宁县 翁堵镇 明山村民委员会

74 保山市 昌宁县 珠街彝族乡 从岗社区居民委员会

楚雄州 合计 105

1 楚雄州 楚雄市 新村镇 西叉村民委员会

2 楚雄州 楚雄市 中山镇 普掌村民委员会

3 楚雄州 楚雄市 吕合镇 新庄村民委员会

4 楚雄州 楚雄市 子午镇 挖铜村民委员会

5 楚雄州 楚雄市 大过口乡 蚕豆田村民委员会

6 楚雄州 楚雄市 大地基乡 红卫桥村民委员会

7 楚雄州 楚雄市 西舍路镇 下岔河村民委员会

8 楚雄州 楚雄市 西舍路镇 新华村民委员会

9 楚雄州 楚雄市 八角镇 法古苴村民委员会

10 楚雄州 楚雄市 东华镇 红墙村民委员会

11 楚雄州 楚雄市 东瓜镇 邓官村民委员会

12 楚雄州 楚雄市 紫溪镇 紫金村民委员会

13 楚雄州 双柏县 嘉镇 红山村民委员会

14 楚雄州 双柏县 嘉镇 新厂村民委员会

15 楚雄州 双柏县 大麦地镇 大麦地村民委员会

16 楚雄州 双柏县 妥甸镇 中山社区居民委员会

17 楚雄州 双柏县 安龙堡乡 法念村民委员会

18 楚雄州 双柏县 安龙堡乡 新街村民委员会

19 楚雄州 双柏县 独田乡 独田社区居民委员会

20 楚雄州 双柏县 爱尼山乡 六合村民委员会

21 楚雄州 双柏县 爱尼山乡 海资底社区居民委员会

22 楚雄州 双柏县 法脿镇 双坝村民委员会

23 楚雄州 牟定县 共和镇 余新村民委员会

24 楚雄州 牟定县 共和镇 庆丰村民委员会

25 楚雄州 牟定县 凤屯镇 建新村民委员会

26 楚雄州 牟定县 江坡镇 者普村民委员会

27 楚雄州 牟定县 新桥镇 小蒙恩村民委员会

28 楚雄州 牟定县 蟠猫乡 朵苴村民委员会

29 楚雄州 牟定县 蟠猫乡 蟠猫村民委员会

30 楚雄州 牟定县 戌街乡 碗厂村民委员会

31 楚雄州 牟定县 安乐乡 蒙恩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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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楚雄州 牟定县 安乐乡 河心村民委员会

33 楚雄州 南华县 龙川镇 羊草河村民委员会

34 楚雄州 南华县 沙桥镇 石桥河村民委员会

35 楚雄州 南华县 雨露白族乡 大村村民委员会

36 楚雄州 南华县 五街镇 咪黑们村民委员会

37 楚雄州 南华县 红土坡镇 龙潭山村民委员会

38 楚雄州 南华县 五顶山乡 新村村民委员会

39 楚雄州 南华县 五顶山乡 牛丛村民委员会

40 楚雄州 南华县 马街镇 龙街村民委员会

41 楚雄州 南华县 兔街镇 半坡村民委员会

42 楚雄州 姚安县 左门乡 阿苤啦村民委员会

43 楚雄州 姚安县 光禄镇 梯子村民委员会

44 楚雄州 姚安县 适中乡 适中村民委员会

45 楚雄州 姚安县 弥兴镇 弥兴村民委员会

46 楚雄州 姚安县 官屯镇 黄泥塘村民委员会

47 楚雄州 姚安县 前场镇 稗子田村民委员会

48 楚雄州 姚安县 太平镇 太平村民委员会

49 楚雄州 姚安县 太平镇 各苴村民委员会

50 楚雄州 姚安县 大河口乡 大河口村民委员会

51 楚雄州 姚安县 大河口乡 大栎树村民委员会

52 楚雄州 大姚县 桂花镇 树皮厂村民委员会

53 楚雄州 大姚县 金碧镇 涧水塘村民委员会

54 楚雄州 大姚县 龙街镇 外可奈村民委员会

55 楚雄州 大姚县 三岔河镇 背阴地村民委员会

56 楚雄州 大姚县 三台乡 必期拉村民委员会

57 楚雄州 大姚县 三台乡 三台村民委员会

58 楚雄州 大姚县 石羊镇 永丰村民委员会

59 楚雄州 大姚县 石羊镇 叭腊么村民委员会

60 楚雄州 大姚县 昙华乡 子米地村民委员会

61 楚雄州 大姚县 新街镇 碧么村民委员会

62 楚雄州 大姚县 赵家店镇 赵家店社区居民委员会

63 楚雄州 永仁县 中和镇 进化村民委员会

64 楚雄州 永仁县 永兴乡 干树子村民委员会

65 楚雄州 永仁县 永兴乡 立溪冬村民委员会

66 楚雄州 永仁县 宜就镇 伙把村民委员会

67 楚雄州 永仁县 宜就镇 他克村民委员会

68 楚雄州 永仁县 莲池乡 查利么村民委员会

69 楚雄州 永仁县 永定镇 云龙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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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楚雄州 永仁县 猛虎乡 么苴地村民委员会

71 楚雄州 永仁县 维的乡 么吉利村民委员会

72 楚雄州 永仁县 维的乡 维的村民委员会

73 楚雄州 元谋县 羊街镇 洒洒依村民委员会

74 楚雄州 元谋县 羊街镇 花同村民委员会

75 楚雄州 元谋县 凉山乡 大水井村民委员会

76 楚雄州 元谋县 元马镇 星火社区居民委员会

77 楚雄州 元谋县 江边乡 卡莫村民委员会

78 楚雄州 元谋县 黄瓜园镇 舍多村民委员会

79 楚雄州 元谋县 黄瓜园镇 龙山村民委员会

80 楚雄州 元谋县 新华乡 华丰村民委员会

81 楚雄州 元谋县 新华乡 新平村民委员会

82 楚雄州 禄丰县 金山镇 南雄社区居民委员会

83 楚雄州 禄丰县 仁兴镇 马鞍村民委员会

84 楚雄州 禄丰县 广通镇 七屯村民委员会

85 楚雄州 禄丰县 中村乡 峨山村民委员会

86 楚雄州 禄丰县 土官镇 海田社区居民委员会

87 楚雄州 禄丰县 一平浪镇 三村村民委员会

88 楚雄州 禄丰县 彩云镇 彩云村民委员会

89 楚雄州 禄丰县 碧城镇 洪流村民委员会

90 楚雄州 禄丰县 恐龙山镇 阿纳社区居民委员会

91 楚雄州 禄丰县 和平镇 杨梅山村民委员会

92 楚雄州 禄丰县 勤丰镇 北甸村民委员会

93 楚雄州 禄丰县 妥安乡 岭岗村民委员会

94 楚雄州 禄丰县 高峰乡 龙骨村民委员会

95 楚雄州 禄丰县 黑井镇 三合村民委员会

96 楚雄州 武定县 狮山镇 新村村民委员会

97 楚雄州 武定县 高桥镇 石腊它村民委员会

98 楚雄州 武定县 猫街镇 大麦地村民委员会

99 楚雄州 武定县 猫街镇 龙庆关村民委员会

100 楚雄州 武定县 白路镇 白路村民委员会

101 楚雄州 武定县 白路镇 平地村民委员会

102 楚雄州 武定县 发窝乡 乍基地村民委员会

103 楚雄州 武定县 发窝乡 大西邑村民委员会

104 楚雄州 武定县 插甸镇 水城村民委员会

105 楚雄州 武定县 插甸镇 老木坝村民委员会

红河州 合计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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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河州 建水县 南庄镇 小龙潭村民委员会

2 红河州 建水县 普雄乡 纸厂村民委员会

3 红河州 建水县 李浩寨乡 勒白村民委员会

4 红河州 建水县 曲江镇 香木桥村民委员会

5 红河州 建水县 岔科镇 白云村民委员会

6 红河州 建水县 甸尾乡 跃进村民委员会

7 红河州 建水县 面甸镇 阎把寺村民委员会

8 红河州 开远市 乐白道办事处 酒房村民委员会

9 红河州 开远市 灵泉街道办事处 城干村民委员会

10 红河州 开远市 小龙潭镇 则旧村民委员会

11 红河州 开远市 中和营镇 马者哨村民委员会

12 红河州 开远市 中和营镇 三家村民委员会

13 红河州 开远市 羊街乡 期不底村民委员会

14 红河州 开远市 大庄乡 桃树村民委员会

15 红河州 开远市 碑格乡 小寨村民委员会

16 红河州 弥勒市 西三镇 戈西村民委员会

17 红河州 弥勒市 西三镇 大麦村民委员会

18 红河州 弥勒市 江边乡 挨村村民委员会

19 红河州 弥勒市 西一镇 长冲村民委员会

20 红河州 弥勒市 西一镇 起飞村民委员会

21 红河州 弥勒市 五山乡 舍姑村民委员会

22 红河州 弥勒市 弥阳镇 母乃村民委员会

23 红河州 弥勒市 竹园镇 补其村民委员会

24 红河州 弥勒市 新哨镇 布龙村民委员会

25 红河州 弥勒市 西二镇 矣维村民委员会

26 红河州 弥勒市 虹溪镇 白云村民委员会

27 红河州 泸西县 向阳乡 旧寨村民委员会

28 红河州 泸西县 向阳乡 沙马村民委员会

29 红河州 泸西县 永宁乡 笼册村民委员会

30 红河州 泸西县 舞街镇 凤舞村民委员会

31 红河州 泸西县 白水镇 既庶村民委员会

32 红河州 个旧市 鸡街镇 毕业红村民委员会

33 红河州 个旧市 老厂镇 羊坝底村民委员会

34 红河州 个旧市 蔓耗镇 牛棚村民委员会

35 红河州 个旧市 贾沙镇 白云村民委员会

36 红河州 个旧市 保和乡 斐贾村民委员会

37 红河州 个旧市 大屯街道办事处 红土坡村民委员会

38 红河州 蒙自市 芷村镇 白石岩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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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红河州 蒙自市 雨过铺办事处 大台子村民委员会

40 红河州 蒙自市 新安所镇 何家寨村民委员会

41 红河州 蒙自市 草坝镇 碧色寨村民委员会

42 红河州 蒙自市 鸣鹫镇 大石板村民委员会

43 红河州 蒙自市 冷泉镇 楚冲村民委员会

44 红河州 蒙自市 水田乡 水田村民委员会

45 红河州 金平县 金河镇 白马河村民委员会

46 红河州 金平县 勐桥乡 新寨村民委员会

47 红河州 金平县 马鞍底乡 马鞍底村民委员会

48 红河州 金平县 马鞍底乡 马拐塘村民委员会

49 红河州 金平县 马鞍底乡 普玛村民委员会

50 红河州 金平县 马鞍底乡 地西北村民委员会

51 红河州 金平县 马鞍底乡 中梁村民委员会

52 红河州 石屏县 宝秀镇 郑营村民委员会

53 红河州 石屏县 宝秀镇 凤山村民委员会

54 红河州 石屏县 宝秀镇 石灰塘村民委员会

55 红河州 石屏县 龙武镇 法乌村民委员会

56 红河州 石屏县 龙朋镇 小路南村民委员会

57 红河州 石屏县 坝心镇 老街村民委员会

58 红河州 石屏县 坝心镇 芦子沟村民委员会

59 红河州 石屏县 大桥乡 大桥村民委员会

60 红河州 石屏县 异龙镇 阿希者村民委员会

61 红河州 元阳县 南沙镇 呼山村民委员会

62 红河州 元阳县 新街镇 主鲁村民委员会

63 红河州 元阳县 新街镇 全福庄村民委员会

64 红河州 元阳县 新街镇 百胜寨村民委员会

65 红河州 元阳县 牛角寨镇 果期村民委员会

66 红河州 元阳县 牛角寨镇 新安所村民委员会

67 红河州 元阳县 牛角寨镇 欧乐村民委员会

68 红河州 元阳县 攀枝花乡 一碗水村民委员会

69 红河州 元阳县 攀枝花乡 保山寨村民委员会

70 红河州 元阳县 黄茅岭乡 黄兴寨村民委员会

71 红河州 绿春县 牛孔镇 阿东村民委员会

72 红河州 绿春县 大深沟乡 龙普村民委员会

73 红河州 绿春县 半坡乡 牛托洛河村民委员会

74 红河州 绿春县 平河镇 略马村民委员会

75 红河州 绿春县 戈奎乡 子雄村民委员会

76 红河州 绿春县 大黑山镇 嘎处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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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红河州 屏边县 湾塘乡 牛碑村民委员会

78 红河州 屏边县 和平镇 瓦乍村民委员会

79 红河州 屏边县 和平镇 白鸽村民委员会

80 红河州 屏边县 白云乡 太平村民委员会

81 红河州 屏边县 白云乡 马马村民委员会

82 红河州 屏边县 白河镇 底西村民委员会

83 红河州 屏边县 白云乡 白云村民委员会

84 红河州 屏边县 玉屏镇 姑租碑村民委员会

85 红河州 屏边县 新现镇 吉咪村民委员会

86 红河州 屏边县 新华乡 马鹿塘村民委员会

87 红河州 屏边县 新华乡 师宗村民委员会

88 红河州 河口县 瑶山乡 梁子村民委员会

89 红河州 河口县 桥头乡 下湾子村民委员会

90 红河州 红河县 阿扎河乡 普春村民委员会

91 红河州 红河县 甲寅镇 他撒村民委员会

92 红河州 红河县 宝华镇 宝华村民委员会

93 红河州 红河县 乐育镇 大新寨村民委员会

94 红河州 红河县 浪堤镇 浪堤村民委员会

95 红河州 红河县 大羊街乡 车普村民委员会

96 红河州 红河县 车古乡 利博村民委员会

97 红河州 红河县 垤玛乡 牛红村民委员会

文山州 合计 63

1 文山州 文山市 薄竹镇 摆依寨村民委员会

2 文山州 文山市 德厚镇 铁则村民委员会

3 文山州 文山市 德厚镇 亚拉冲村民委员会

4 文山州 文山市 古木镇 洒卡村民委员会

5 文山州 文山市 柳井乡 界牌村民委员会

6 文山州 文山市 柳井乡 新发寨村民委员会

7 文山州 文山市 平坝镇 杜孟村民委员会

8 文山州 文山市 坝心乡 他披村民委员会

9 文山州 文山市 新街乡 湖广寨村民委员会

10 文山州 文山市 追栗街镇 塘子边村民委员会

11 文山州 麻栗坡县 大坪镇 阿老村民委员会

12 文山州 麻栗坡县 大坪镇 戈令村民委员会

13 文山州 麻栗坡县 下金厂乡 云岭村民委员会

14 文山州 富宁县 阿用乡 那来村民委员会

15 文山州 富宁县 剥隘镇 百洋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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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文山州 富宁县 洞波乡 那哈村民委员会

17 文山州 富宁县 里达镇 里拱村民委员会

18 文山州 富宁县 木央镇 寒洞村民委员会

19 文山州 富宁县 木央镇 下木树村民委员会

20 文山州 富宁县 新华镇 腊拱村民委员会

21 文山州 富宁县 者桑乡 百恩村民委员会

22 文山州 富宁县 者桑乡 百民村民委员会

23 文山州 砚山县 蚌峨乡 六掌村民委员会

24 文山州 砚山县 者腊乡 六诏村民委员会

25 文山州 西畴县 柏林乡 柏林村民委员会

26 文山州 西畴县 蚌谷乡 法古村民委员会

27 文山州 西畴县 蚌谷乡 龙正村民委员会

28 文山州 西畴县 董马乡 龙里村民委员会

29 文山州 西畴县 董马乡 么铺子村民委员会

30 文山州 西畴县 法斗乡 坪寨村民委员会

31 文山州 西畴县 法斗乡 脱皮树村民委员会

32 文山州 西畴县 莲花塘乡 和平村民委员会

33 文山州 西畴县 西洒镇 骆家塘村民委员会

34 文山州 西畴县 兴街镇 三光村民委员会

35 文山州 广南县 者兔乡 者莫村民委员会

36 文山州 广南县 旧莫乡 板茂村民委员会

37 文山州 广南县 坝美镇 底先村民委员会

38 文山州 广南县 八宝镇 河野村民委员会

39 文山州 马关 夹寒箐镇 达布斯村民委员会

40 文山州 马关 木厂镇 大坝村民委员会

41 文山州 马关 篾厂乡 大吉厂村民委员会

42 文山州 马关 都龙镇 东瓜林村民委员会

43 文山州 马关 金厂镇 金厂村民委员会

44 文山州 马关 大栗树乡 腊科村民委员会

45 文山州 马关 坡脚镇 坡脚村民委员会

46 文山州 马关 马白镇 沙尾冲村民委员会

47 文山州 马关 南捞乡 塘房村民委员会

48 文山州 马关 小坝子镇 田湾村民委员会

49 文山州 马关 八寨镇 务路者村民委员会

50 文山州 马关 八寨镇 喜主村民委员会

51 文山州 丘北县 官寨乡 革勒村民委员会

52 文山州 丘北县 官寨乡 秧革村民委员会

53 文山州 丘北县 官寨乡 禹王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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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文山州 丘北县 平寨乡 蚌常村民委员会

55 文山州 丘北县 平寨乡 木柏村民委员会

56 文山州 丘北县 双龙营镇 普格村民委员会

57 文山州 丘北县 双龙营镇 文告村民委员会

58 文山州 丘北县 双龙营镇 矣则村民委员会

59 文山州 丘北县 天星乡 法白村民委员会

60 文山州 丘北县 温浏乡 坝稿村民委员会

61 文山州 丘北县 温浏乡 干石洞村民委员会

62 文山州 丘北县 温浏乡 羊街村民委员会

63 文山州 丘北县 新店乡 蚌厂村民委员会

普洱市 合计 54

1 普洱市 思茅区 南屏镇 南岛河村民委员会

2 普洱市 思茅区 倚象镇 下寨村民委员会

3 普洱市 思茅区 六顺镇 团结村民委员会

4 普洱市 思茅区 六顺镇 炮掌山村民委员会

5 普洱市 思茅区 思茅港 橄榄坝村民委员会

6 普洱市 思茅区 龙潭乡 龙潭村民委员会

7 普洱市 宁洱县 德安乡 恩永村民委员会

8 普洱市 宁洱县 德安乡 石中村民委员会

9 普洱市 宁洱县 德化镇 荒田村民委员会

10 普洱市 宁洱县 同心镇 同心村民委员会

11 普洱市 宁洱县 宁洱镇 化良村民委员会

12 普洱市 宁洱县 勐先镇 谦乐村民委员会

13 普洱市 宁洱县 勐先镇 先胜村民委员会

14 普洱市 宁洱县 普义乡 干塘村民委员会

15 普洱市 宁洱县 普义乡 普胜村民委员会

16 普洱市 宁洱县 磨黑镇 把边村民委员会

17 普洱市 景谷县 凤山镇 抱母村民委员会

18 普洱市 景谷县 民乐镇 大村村民委员会

19 普洱市 景谷县 益智乡 中和村民委员会

20 普洱市 景谷县 益智乡 者行村民委员会

21 普洱市 景谷县 益智乡 塘房村民委员会

22 普洱市 景谷县 威远镇 民利村民委员会

23 普洱市 景东县 太忠镇 麦地村民委员会

24 普洱市 景东县 太忠镇 大柏村民委员会

25 普洱市 景东县 文龙镇 帮迈村民委员会

26 普洱市 景东县 龙街乡 南岸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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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普洱市 景东县 安定镇 旧村村民委员会

28 普洱市 景东县 文井镇 竹蓬村民委员会

29 普洱市 镇沅县 古城镇 民主村民委员会

30 普洱市 镇沅县 古城镇 建民村民委员会

31 普洱市 镇沅县 按板镇 联盟村民委员会

32 普洱市 镇沅县 按板镇 罗家村民委员会

33 普洱市 镇沅县 勐大镇 平和村民委员会

34 普洱市 镇沅县 勐大镇 马台村民委员会

35 普洱市 镇沅县 田坝乡 民强村民委员会

36 普洱市 镇沅县 田坝乡 田坝村民委员会

37 普洱市 墨江县 泗南江镇 洛萨村民委员会

38 普洱市 墨江县 新抚镇 白沙村民委员会

39 普洱市 墨江县 鱼塘镇 丙礼村民委员会

40 普洱市 墨江县 鱼塘镇 挖鲁村民委员会

41 普洱市 墨江县 景星镇 正龙村民委员会

42 普洱市 墨江县 团田镇 坝干村民委员会

43 普洱市 墨江县 通关镇 公馆村民委员会

44 普洱市 墨江县 团田镇 绿叶村民委员会

45 普洱市 墨江县 雅邑镇 螺蛳塘村民委员会

46 普洱市 墨江县 雅邑镇 南泥湾村民委员会

47 普洱市 江城县 国庆乡 洛捷村民委员会

48 普洱市 江城县 国庆乡 嘎勒村民委员会

49 普洱市 江城县 宝藏镇 良马河村民委员会

50 普洱市 孟连县 富岩镇 大曼糯村民委员会

51 普洱市 孟连县 公信乡 班文村民委员会

52 普洱市 孟连县 景信乡 景冒村民委员会

53 普洱市 孟连县 芒信镇 芒信村民委员会

54 普洱市 孟连县 勐马镇 帕亮村民委员会

西双版纳州 合计 17

1 西双版纳州 景洪市 景哈乡 坝那村民委员会

2 西双版纳州 景洪市 勐龙镇 曼康湾村民委员会

3 西双版纳州 景洪市 普文镇 曼飞龙村民委员会

4 西双版纳州 景洪市 允景洪街道办 曼戈龙村民委员会

5 西双版纳州 景洪市 勐养镇 大河边村民委员会

6 西双版纳州 景洪市 勐罕镇 曼累讷村民委员会

7 西双版纳州 景洪市 基诺乡 茄玛村民委员会

8 西双版纳州 勐海县 勐海镇 勐翁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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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西双版纳州 勐海县 勐遮镇 曼弄村民委员会

10 西双版纳州 勐海县 勐满镇 城子村民委员会

11 西双版纳州 勐海县 勐阿镇 曼迈村民委员会

12 西双版纳州 勐海县 打洛镇 打洛村民委员会

13 西双版纳州 勐海县 勐宋乡 糯有村民委员会

14 西双版纳州 勐腊县 关累镇 勐远村民委员会

15 西双版纳州 勐腊县 勐仑镇 大卡村民委员会

16 西双版纳州 勐腊县 勐捧镇 曼贺南村民委员会

17 西双版纳州 勐腊县 瑶区乡 沙仁村民委员会

大理州 合计 90

1 大理州 大理市 太邑乡 乌栖村民委员会

2 大理州 大理市 湾桥镇 中庄村民委员会

3 大理州 弥渡县 苴力镇 白邑村民委员会

4 大理州 弥渡县 新街镇 西河村民委员会

5 大理州 弥渡县 德苴乡 塘子村民委员会

6 大理州 弥渡县 红岩镇 清水沟村民委员会

7 大理州 弥渡县 弥城镇 石甲村民委员会

8 大理州 弥渡县 密祉镇 永和村民委员会

9 大理州 弥渡县 密祉镇 中心村民委员会

10 大理州 弥渡县 牛街乡 龙街村民委员会

11 大理州 弥渡县 牛街乡 荣华村民委员会

12 大理州 弥渡县 寅街镇 朵祜村民委员会

13 大理州 巍山县 马鞍山乡 五里巷村民委员会

14 大理州 巍山县 南诏镇 新村村民委员会

15 大理州 祥云县 东山乡 外居苴村民委员会

16 大理州 祥云县 东山乡 小庄子村民委员会

17 大理州 祥云县 刘厂镇 大波那社区居民委员会

18 大理州 祥云县 刘厂镇 王家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19 大理州 祥云县 米甸镇 香么所村民委员会

20 大理州 祥云县 米甸镇 自羌朗村民委员会

21 大理州 祥云县 下庄镇 水盆铺村民委员会

22 大理州 祥云县 下庄镇 纸房村民委员会

23 大理州 祥云县 祥城镇 存德村民委员会

24 大理州 祥云县 云南驿镇 百长村民委员会

25 大理州 祥云县 云南驿镇 桂花亭村民委员会

26 大理州 漾濞县 鸡街乡 菜白村民委员会

27 大理州 漾濞县 龙潭乡 白竹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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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大理州 漾濞县 龙潭乡 密古村民委员会

29 大理州 漾濞县 太平乡 箐口村民委员会

30 大理州 漾濞县 太平乡 太平村民委员会

31 大理州 漾濞县 瓦厂乡 黑马村民委员会

32 大理州 漾濞县 瓦厂乡 入鹤村民委员会

33 大理州 漾濞县 瓦厂乡 蛇马村民委员会

34 大理州 漾濞县 瓦厂乡 瓦厂村民委员会

35 大理州 漾濞县 漾江镇 金盏村民委员会

36 大理州 漾濞县 漾江镇 上邑村民委员会

37 大理州 漾濞县 漾江镇 紫阳村民委员会

38 大理州 永平县 龙街镇 贵口村民委员会

39 大理州 永平县 北斗乡 新村村民委员会

40 大理州 永平县 厂街乡 岔路村民委员会

41 大理州 永平县 龙门乡 大龙午村民委员会

42 大理州 永平县 龙门乡 大坪坦村民委员会

43 大理州 永平县 博南镇 沙鲁村民委员会

44 大理州 永平县 水泄乡 狮子窝村民委员会

45 大理州 永平县 北斗乡 双河村民委员会

46 大理州 永平县 杉阳镇 永和村民委员会

47 大理州 云龙县 白石镇 順荡村民委员会

48 大理州 云龙县 宝丰乡 大栗树村民委员会

49 大理州 云龙县 漕涧镇 仁山村民委员会

50 大理州 云龙县 漕涧镇 新胜村民委员会

51 大理州 云龙县 功果桥镇 功果村民委员会

52 大理州 云龙县 功果桥镇 旧州村民委员会

53 大理州 云龙县 关坪乡 高明村民委员会

54 大理州 云龙县 检槽乡 检槽村民委员会

55 大理州 云龙县 检槽乡 哨上村民委员会

56 大理州 云龙县 苗尾乡 表村村民委员会

57 大理州 云龙县 民建乡 布麻村民委员会

58 大理州 云龙县 诺邓镇 龙飞村民委员会

59 大理州 云龙县 团结彝族乡 河东村民委员会

60 大理州 洱源县 乔后镇 柴坝村民委员会

61 大理州 洱源县 乔后镇 文开村民委员会

62 大理州 洱源县 乔后镇 永新村民委员会

63 大理州 洱源县 炼铁乡 翠屏村民委员会

64 大理州 洱源县 炼铁乡 炼铁村民委员会

65 大理州 洱源县 西山乡 胜利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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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大理州 洱源县 西山乡 团结村民委员会

67 大理州 洱源县 西山乡 西山村民委员会

68 大理州 鹤庆县 六合乡 灵地村民委员会

69 大理州 鹤庆县 辛屯镇 如意村民委员会

70 大理州 鹤庆县 龙开口镇 江东村民委员会

71 大理州 鹤庆县 金墩乡 磨光村民委员会

72 大理州 鹤庆县 西邑镇 西园村民委员会

73 大理州 剑川县 羊岑乡 兴文村民委员会

74 大理州 剑川县 金华镇 桑岭村民委员会

75 大理州 南涧县 南涧镇 保安村民委员会

76 大理州 南涧县 南涧镇 复兴村民委员会

77 大理州 南涧县 小湾东镇 岔江村民委员会

78 大理州 南涧县 小湾东镇 营盘村民委员会

79 大理州 南涧县 无量山镇 德安村民委员会

80 大理州 南涧县 无量山镇 可保村民委员会

81 大理州 南涧县 碧溪乡 和乐村民委员会

82 大理州 南涧县 碧溪乡 回龙山村民委员会

83 大理州 南涧县 乐秋乡 联合村民委员会

84 大理州 南涧县 乐秋乡 上虎村民委员会

85 大理州 南涧县 拥翠乡 龙凤村民委员会

86 大理州 南涧县 拥翠乡 安立村民委员会

87 大理州 南涧县 公郎镇 落底河村民委员会

88 大理州 南涧县 公郎镇 自强村民委员会

89 大理州 南涧县 宝华镇 美星村民委员会

90 大理州 南涧县 宝华镇 无量村民委员会

德宏州 合计 30

1 德宏州 芒市 芒市镇 河心场村民委员会

2 德宏州 芒市 芒市镇 象滚塘村民委员会

3 德宏州 芒市 芒市镇 回贤村民委员会

4 德宏州 芒市 遮放镇 弄坎村民委员会

5 德宏州 芒市 风平镇 遮晏村民委员会

6 德宏州 芒市 遮放镇 户闷村民委员会

7 德宏州 芒市 勐戛镇 象塘村民委员会

8 德宏州 芒市 勐戛镇 大新寨村民委员会

9 德宏州 盈江县 支那乡 芦山村民委员会

10 德宏州 盈江县 昔马镇 保边村民委员会

11 德宏州 盈江县 昔马镇 团结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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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德宏州 盈江县 卡场镇 五排村民委员会

13 德宏州 盈江县 新城乡 新城村民委员会

14 德宏州 盈江县 铜壁关乡 三合村民委员会

15 德宏州 盈江县 旧城镇 旧城村民委员会

16 德宏州 盈江县 铜壁关乡 南岭村民委员会

17 德宏州 陇川县 户撒乡 保平村民委员会

18 德宏州 陇川县 陇把镇 吕良村民委员会

19 德宏州 陇川县 城子镇 扎多村民委员会

20 德宏州 陇川县 护国乡 边河村民委员会

21 德宏州 陇川县 户撒乡 隆光村民委员会

22 德宏州 梁河县 芒东镇 平坝村民委员会

23 德宏州 梁河县 小厂乡 勐竜村民委员会

24 德宏州 梁河县 曩宋阿昌族乡 龙营村民委员会

25 德宏州 梁河县 小厂乡 龙塘村民委员会

26 德宏州 梁河县 小厂乡 友义村民委员会

27 德宏州 梁河县 小厂乡 大邦幸村民委员会

28 德宏州 瑞丽市 户育乡 雷弄村民委员会

29 德宏州 瑞丽市 勐卯镇 芒令村民委员会

30 德宏州 瑞丽市 勐秀乡 户瓦村民委员会

丽江市 合计 24

1 丽江市 古城区 金江乡 金江村民委员会

2 丽江市 古城区 金江乡 罗玄村民委员会

3 丽江市 玉龙县 白沙镇 玉湖村民委员会

4 丽江市 玉龙县 塔城乡 十八寨沟村民委员会

5 丽江市 玉龙县 塔城乡 陇巴村民委员会

6 丽江市 玉龙县 石头乡 四华村民委员会

7 丽江市 玉龙县 石头乡 石头村民委员会

8 丽江市 玉龙县 石头乡 兰香村民委员会

9 丽江市 玉龙县 石头乡 利苴村民委员会

10 丽江市 永胜县 程海镇 潘崀村民委员会

11 丽江市 永胜县 东山乡 牦牛坪村民委员会

12 丽江市 永胜县 光华乡 海联村民委员会

13 丽江市 永胜县 六德乡 河腰村民委员会

14 丽江市 永胜县 鲁地拉镇 闷龙河村民委员会

15 丽江市 永胜县 片角镇 水冲村民委员会

16 丽江市 永胜县 期纳镇 清水村民委员会

17 丽江市 永胜县 松坪乡 松坪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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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丽江市 永胜县 羊坪乡 羊坪村民委员会

19 丽江市 永胜县 永北镇 大厂村民委员会

20 丽江市 宁蒗县 永宁镇 落水村民委员会

21 丽江市 宁蒗县 西布河乡 老江河村民委员会

22 丽江市 宁蒗县 金棉乡 拖脚村民委员会

23 丽江市 华坪县 中心镇 左岔村民委员会

24 丽江市 华坪县 中心镇 龙洞村民委员会

怒江州 合计 20

1 怒江州 福贡县 鹿马登乡 赤洒底村民委员会

2 怒江州 福贡县 石月亮乡 亚朵村民委员会

3 怒江州 福贡县 马吉乡 马吉米村民委员会

4 怒江州 福贡县 马吉乡 古当村民委员会

5 怒江州 福贡县 匹河乡 沙瓦村民委员会

6 怒江州 贡山县 独龙江乡 迪政当村民委员会

7 怒江州 贡山县 茨开镇 双拉娃村民委员会

8 怒江州 贡山县 捧当乡 永拉嘎村民委员会

9 怒江州 贡山县 丙中洛镇 双拉村民委员会

10 怒江州 贡山县 普拉底乡 咪谷村民委员会

11 怒江州 兰坪县 兔峨乡 江末村民委员会

12 怒江州 兰坪县 营盘镇 沧东村民委员会

13 怒江州 兰坪县 河西乡 共兴村民委员会

14 怒江州 兰坪县 石登乡 谷川村民委员会

15 怒江州 兰坪县 中排乡 德庆村民委员会

16 怒江州 泸水市 片马镇 岗房村民委员会

17 怒江州 泸水市 片马镇 片四河村民委员会

18 怒江州 泸水市 老窝镇 荣华村民委员会

19 怒江州 泸水市 老窝镇 中元村民委员会

20 怒江州 泸水市 鲁掌镇 浪坝寨村民委员会

迪庆州 合计 13

1 迪庆州 香格里拉市 格咱乡 翁水村民委员会

2 迪庆州 香格里拉市 建塘镇 吉迪村民委员会

3 迪庆州 香格里拉市 金江镇 车轴村民委员会

4 迪庆州 香格里拉市 洛吉乡 尼汝村民委员会

5 迪庆州 香格里拉市 尼西乡 汤满村民委员会

6 迪庆州 德钦县 奔子栏镇 玉杰村民委员会

7 迪庆州 德钦县 拖顶乡 大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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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迪庆州 德钦县 云岭乡 红坡村民委员会

9 迪庆州 维西县 塔城镇 巴珠村民委员会

10 迪庆州 维西县 塔城镇 川达村民委员会

11 迪庆州 维西县 塔城镇 柯那村民委员会

12 迪庆州 维西县 塔城镇 启别村民委员会

13 迪庆州 维西县 叶枝镇 同乐村民委员会

临沧市 合计 79

1 临沧市 临翔区 忙畔街道办事处 丙简村民委员会

2 临沧市 临翔区 凤翔街道办事处 中山村民委员会

3 临沧市 临翔区 博尚镇 博尚村民委员会

4 临沧市 临翔区 马台乡 马台村民委员会

5 临沧市 临翔区 圈内乡 炭窑村民委员会

6 临沧市 临翔区 蚂蚁堆乡 曼启村民委员会

7 临沧市 临翔区 邦东乡 卫平村民委员会

8 临沧市 临翔区 南美乡 南美村民委员会

9 临沧市 临翔区 平村乡 忙丫村民委员会

10 临沧市 临翔区 章驮乡 户远村民委员会

11 临沧市 临翔区 章驮乡 勐旺村民委员会

12 临沧市 云县 爱华镇 安河村民委员会

13 临沧市 云县 茂兰镇 温平村民委员会

14 临沧市 云县 漫湾镇 白莺山村民委员会

15 临沧市 云县 忙怀乡 麦地村民委员会

16 临沧市 云县 后箐乡 玉碗水村民委员会

17 临沧市 云县 涌宝镇 石龙村民委员会

18 临沧市 云县 大朝山西镇 昔元村民委员会

19 临沧市 云县 大寨镇 慢赖村民委员会

20 临沧市 云县 茶房乡 村头村民委员会

21 临沧市 云县 幸福镇 邦信村民委员会

22 临沧市 凤庆县 凤山镇 京竹林村民委员会

23 临沧市 凤庆县 洛党镇 琼岳村民委员会

24 临沧市 凤庆县 勐佑镇 中和村民委员会

25 临沧市 凤庆县 腰街乡 腰街村民委员会

26 临沧市 凤庆县 大寺乡 马庄村民委员会

27 临沧市 凤庆县 小湾镇 温泉村民委员会

28 临沧市 凤庆县 三岔河镇 明龙村民委员会

29 临沧市 凤庆县 鲁史镇 宝华村民委员会

30 临沧市 凤庆县 诗礼乡 清华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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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临沧市 凤庆县 新华乡 瓦屋村民委员会

32 临沧市 永德县 德党镇 岩岸山村民委员会

33 临沧市 永德县 永康镇 永康村民委员会

34 临沧市 永德县 小勐统镇 梅子箐村民委员会

35 临沧市 永德县 崇岗乡 大落水村民委员会

36 临沧市 永德县 大山乡 忙角村民委员会

37 临沧市 永德县 大雪山乡 大炉厂村民委员会

38 临沧市 永德县 勐板乡 后山村民委员会

39 临沧市 永德县 亚练乡 云岭村民委员会

40 临沧市 永德县 乌木龙乡 炭山村民委员会

41 临沧市 永德县 班卡乡 放马场村民委员会

42 临沧市 镇康县 凤尾镇 小水井村民委员会

43 临沧市 镇康县 军赛乡 中厂村民委员会

44 临沧市 镇康县 忙丙乡 马鞍山村民委员会

45 临沧市 镇康县 勐堆乡 勐堆村民委员会

46 临沧市 镇康县 勐堆乡 竹瓦村民委员会

47 临沧市 镇康县 勐捧镇 包包寨村民委员会

48 临沧市 镇康县 勐捧镇 岔沟村民委员会

49 临沧市 镇康县 木场乡 龙塘村民委员会

50 临沧市 镇康县 南伞镇 白岩村民委员会

51 临沧市 镇康县 南伞镇 营盘村民委员会

52 临沧市 沧源县 岩帅镇 岩丙村民委员会

53 临沧市 沧源县 勐省镇 芒阳村民委员会

54 临沧市 沧源县 单甲乡 嘎多村民委员会

55 临沧市 沧源县 糯良乡 糯良村民委员会

56 临沧市 沧源县 勐来乡 丁来村民委员会

57 临沧市 沧源县 勐角乡 翁丁村民委员会

58 临沧市 沧源县 芒卡镇 焦山村民委员会

59 临沧市 耿马县 大兴乡 龚家寨村民委员会

60 临沧市 耿马县 贺派乡 水平村民委员会

61 临沧市 耿马县 芒洪乡 新联村民委员会

62 临沧市 耿马县 勐撒镇 箐门口村民委员会

63 临沧市 耿马县 勐永镇 芒来村民委员会

64 临沧市 耿马县 孟定镇 班幸村民委员会

65 临沧市 耿马县 孟定镇 清水河村民委员会

66 临沧市 耿马县 孟定镇 山头寨村民委员会

67 临沧市 耿马县 孟定镇 遮哈村民委员会

68 临沧市 耿马县 四排山乡 石佛洞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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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临沧市 双江县 勐勐镇 忙乐村民委员会

70 临沧市 双江县 勐勐镇 彝家村民委员会

71 临沧市 双江县 勐库镇 丙山村民委员会

72 临沧市 双江县 勐库镇 公弄村民委员会

73 临沧市 双江县 沙河乡 布京村民委员会

74 临沧市 双江县 沙河乡 平掌村民委员会

75 临沧市 双江县 忙糯乡 忙糯村民委员会

76 临沧市 双江县 大文乡 邦烘村民委员会

77 临沧市 双江县 大文乡 清平村民委员会

78 临沧市 双江县 邦丙乡 岔箐村民委员会

79 临沧市 双江县 邦丙乡 邦况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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