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
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第二
次全国地名普查地名标准化处理统计表》 

的公告 
 

根据《云南省地名管理实施办法》和《云南省第二次全

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地名标准化工作的通

知》（云地名普查办发〔2016〕5 号）通知要求，为消除我县

地名普查过程中存在的一地多名、一名多译和地名用字不规

范现象，县地名普查办对需要标准化处理的地名进行了论证

和审议，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地名标准化处理统计表》公告如下：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地名标准化处理统计表 

序号 
所在行政 

区域 

所在社区      

（村委会） 

需标准化处理地名

（一地多名） 

标准化处

理后地名 

1 联珠镇 回归社区 白花桥（百花桥）  百花桥 

2 联珠镇 回归社区 对牛（对尼）  对牛 

3 联珠镇 新发社区 新路坡脚（坡脚）  坡脚 

4 联珠镇 赖蚌村委会 哈买路（哈马路） 哈马路 

5 联珠镇 班中社区 大怕地（大扒地） 大怕地 

6 联珠镇 班中社区 小怕地（小扒地） 小怕地 



序号 
所在行政 

区域 

所在社区      

（村委会） 

需标准化处理地名

（一地多名） 

标准化处

理后地名 

7 联珠镇 曼嘎村委会 老赵田（赵田）  赵田 

8 联珠镇 象鼻村委会 普度路剥（普度路博） 普度路博 

9 联珠镇 象鼻村委会 柏林村（白林） 柏林 

10 联珠镇 五素村委会 滑踏寨（上寨） 上寨 

11 联珠镇 五素村委会 坝子中寨（中寨） 中寨 

12 联珠镇 五素村委会 坝子下寨（下寨） 下寨 

13 联珠镇 高寨村委会 麻栗树寨（麻栗寨） 麻栗树 

14 联珠镇 勇溪村委会 大返泊（大返迫） 大返迫 

15 联珠镇 勇溪村委会 小返泊（小返迫） 小返迫 

16 联珠镇 碧溪村委会 地甫山上寨（地埔山） 地埔山上寨 

17 联珠镇 碧溪村委会 地甫山下寨（地埔山） 地埔山下寨 

18 联珠镇 碧溪村委会 竜灰（竜辉）  竜辉 

19 联珠镇 马路村委会 长林寨（常林寨）  长林寨 

20 联珠镇 栖马村委会 东川寨（东荒坝） 东荒坝 

21 联珠镇 栖马村委会 鲁莫金宫（鲁马金宫） 鲁马金宫 

22 联珠镇 栖马村委会 路莫亚坪（路马平）  路马平 

23 联珠镇 克曼村委会 克洛埔（克曼） 克曼 

24 联珠镇 愧竜村委会 大寨（愧竜）  大寨 

25 联珠镇 愧竜村委会 埔切于四（普切一四） 普切一四 



序号 
所在行政 

区域 

所在社区      

（村委会） 

需标准化处理地名

（一地多名） 

标准化处

理后地名 

26 联珠镇 曼平村委会 麻子落莫（马子六莫） 马子六莫 

27 联珠镇 曼平村委会 挖落（瓦路） 瓦路 

28 联珠镇 新联村委会 鲁忙（路莫）  鲁忙 

29 联珠镇 新联村委会 渣渣（喳喳） 渣渣 

30 联珠镇 新联村委会 漫会（曼会） 曼会 

31 联珠镇 新联村委会 埔的（普的）  普的 

32 联珠镇 新联村委会 张鲁平（瞻鲁坪）  张鲁平 

33 联珠镇 玉碧村委会 康长坡（康长） 康长 

34 联珠镇 玉碧村委会 龙叭（龙筏）  龙筏 

35 联珠镇 玉碧村委会 路住（鲁楚）  鲁楚 

36 联珠镇 玉碧村委会 骂大（马大） 骂大 

37 联珠镇 班茅村委会 大寨（班茅）  大寨 

38 联珠镇 班茅村委会 多衣树（多依树）  多依树 

39 联珠镇 连路村委会 大寨（大勐连）  大勐连 

40 联珠镇 坝洛村委会 俄烙埔且（俄洛埔且） 俄洛埔且 

41 联珠镇 南北村委会 南北大寨（南北）  南北 

42 联珠镇 碧连村委会 大寨（小勐连） 大寨 

43 联珠镇 碧连村委会 烈那壳（刘那壳） 刘那壳 

44 联珠镇 碧连村委会 亚嫩（亚能） 亚能 



序号 
所在行政 

区域 

所在社区      

（村委会） 

需标准化处理地名

（一地多名） 

标准化处

理后地名 

45 联珠镇 碧连村委会 钻山洞（钻山） 钻山洞 

46 联珠镇 快发村委会 慢干（漫干） 曼干 

47 联珠镇 桑田社区 小寨（所斯四布）  小寨 

48 联珠镇 桑田社区 阿波落托（路托） 路托 

49 通关镇 毕库村委会 大洪田（大红田）  大红田 

50 通关镇 毕库村委会 红花（红花树） 红花树 

51 通关镇 芒令村委会 阿去河（啊去河） 阿去和 

52 通关镇 芒令村委会 大那河（大纳河）  大纳河 

53 通关镇 芒令村委会 三棵桩（三棵庄）  三棵庄 

54 通关镇 活田村委会 老活寨（老何寨） 老何寨 

55 通关镇 活田村委会 芒俄（芒峨） 芒峨 

56 通关镇 回龙村委会 曼结（曼吉）  曼吉 

57 通关镇 安民村委会 芦差冲（芦差林） 芦差林 

58 通关镇 大寨村委会 向补龙（向补竜） 向补竜 

59 通关镇 大寨村委会 那尖（纳尖） 纳尖 

60 通关镇 大寨村委会 那尖箐（纳尖庆） 纳尖箐 

61 通关镇 大寨村委会 那长（纳掌） 纳掌 

62 通关镇 景坝村委会 闪片房（扇片房）  扇片房 

63 通关镇 曼博村委会 玉碗水（鱼玩水） 鱼玩水 



序号 
所在行政 

区域 

所在社区      

（村委会） 

需标准化处理地名

（一地多名） 

标准化处

理后地名 

64 通关镇 曼博村委会 上曼桂（上曼贵） 上曼贵 

65 通关镇 曼博村委会 下曼桂（下曼贵）  下曼贵 

66 通关镇 民兴村委会 于四（余仕）  余仕 

67 通关镇 荣平村委会 大路（大路边）  大路边 

68 通关镇 团山村委会 阿继乐（阿俱乐）  阿俱乐 

69 通关镇 团山村委会 慢兴（曼兴）  曼兴 

70 通关镇 永马村委会 豆莫河（豆么河） 豆么河 

71 通关镇 永马村委会 凹子田（凹子寨） 凹子寨 

72 鱼塘镇 坝老村委会 黄栗田（黄力田）  黄栗田 

73 鱼塘镇 大山村委会 多衣寨（多依树） 多依树 

74 鱼塘镇 和平村委会 老象寨（老向寨） 老向寨 

75 鱼塘镇 和平村委会  麻栗平（神仙街） 神仙街  

76 鱼塘镇 景平村委会 曼尼寨（慢年寨） 曼年寨 

77 鱼塘镇 景平村委会 白马河（补马河） 补马河 

78 鱼塘镇 景平村委会 李四寨（立嗣寨） 立嗣寨 

79 鱼塘镇 景平村委会 麻栗林（麻力林） 麻栗林 

80 鱼塘镇 景平村委会 麻栗平（麻力平） 麻栗平 

81 鱼塘镇 树林村委会 高井槽（高笕槽） 高笕槽 

82 鱼塘镇 树林村委会 隔界（隔介）  隔界 



序号 
所在行政 

区域 

所在社区      

（村委会） 

需标准化处理地名

（一地多名） 

标准化处

理后地名 

83 鱼塘镇 树林村委会 三坎（三卡） 三卡 

84 鱼塘镇 挖鲁村委会 大寨（上挖鲁）  上挖鲁 

85 鱼塘镇 挖鲁村委会 烂汤寨（烂滩寨）  烂滩寨 

86 鱼塘镇 挖鲁村委会 小过窑（小过尧） 小过尧 

87 鱼塘镇 挖鲁村委会 大过窑（大过尧） 大过尧 

88 鱼塘镇 挖鲁村委会 高井槽（高笕槽）  高笕槽 

89 雅邑镇 南谷村委会 巴且嘎勒（巴去嘎勒） 巴去嘎勒 

90 雅邑镇 坝利村委会 坝甫（坝埔）  坝埔 

91 雅邑镇 坝利村委会 配波（配布）  配布 

92 雅邑镇 坝利村委会 黄善寨（黄鳝寨）  黄鳝寨 

93 雅邑镇 坝利村委会 木马（木杩） 木杩 

94 雅邑镇 坝利村委会 切栋（血洞） 歇洞 

95 雅邑镇 坝利村委会 把怕（坝怕） 坝怕  

96 雅邑镇 坝利村委会 号马谷主（号玛谷主） 号玛谷主 

97 雅邑镇 雅邑村委会 
安泥路下寨 

（安泥糯下寨） 
安泥糯下寨 

98 雅邑镇 雅邑村委会 
安泥路上寨 

（安泥糯上寨）  
安泥糯上寨 

99 雅邑镇 牙骨村委会 达代（打代） 打代 

100 雅邑镇 徐卡村委会 落莫（路莫） 路莫 

101 雅邑镇 徐卡村委会 切鲁山（区鲁山）  区鲁山 



序号 
所在行政 

区域 

所在社区      

（村委会） 

需标准化处理地名

（一地多名） 

标准化处

理后地名 

102 雅邑镇 徐卡村委会 沙埔鲁莫（沙埔路莫）  沙埔路莫 

103 雅邑镇 徐卡村委会 托披付出（特别普持） 特别普持 

104 雅邑镇 徐卡村委会 埔且（普持） 普持 

105 雅邑镇 托洛村委会 崩山（奔山） 奔山 

106 雅邑镇 托洛村委会 海牙田（海牙）  海牙 

107 雅邑镇 巴嘎村委会 车落（车洛）  车洛 

108 雅邑镇 南泥湾村委会 沙路（沙洛）  沙洛 

109 雅邑镇 南泥湾村委会 玉芦冲（玉鲁冲） 玉鲁冲 

110 雅邑镇 南泥湾村委会 玉和庄（玉合庄） 玉合庄 

111 雅邑镇 座细村委会 慢哈波（慢哈布） 曼哈布 

112 泗南江镇 巴豆村委会 克施（克市） 克市 

113 泗南江镇 巴豆村委会 大良子（大梁子）  大梁子 

114 泗南江镇 巴豆村委会 哈乐（哈倮） 哈倮 

115 泗南江镇 西歧村委会 吗施（妈市） 妈氏 

116 泗南江镇 田房村委会 坝洛（备洛）  备洛 

117 泗南江镇 千岗村委会 倮何（倮伙）  倮伙 

118 坝溜镇 出洞村委会 出洞瑶家（瑶家） 瑶家 

119 坝溜镇 出洞村委会 共埂（贡埂） 贡埂 

120 坝溜镇 大掌村委会 牛屎寨 牛石 



序号 
所在行政 

区域 

所在社区      

（村委会） 

需标准化处理地名

（一地多名） 

标准化处

理后地名 

121 坝溜镇 厄尼村委会 普娣（普梯） 普梯 

122 坝溜镇 哈布孔村委会 新新寨（新星寨） 新星寨 

123 坝溜镇 哈布孔村委会 于社各玛（余社各玛） 余社各玛 

124 坝溜镇 老彭村委会 新寨大田（新寨田） 新寨田 

125 坝溜镇 老彭村委会 坝脚（坝角）  坝角 

126 坝溜镇 联珠村委会 坝布路的（坝波） 坝波 

127 坝溜镇 联珠村委会 下嘎处（嘎除） 嘎除 

128 坝溜镇 联珠村委会 杩娘新寨（新寨）  新寨 

129 坝溜镇 骂尼村委会 大寨（骂尼大寨）  骂尼大寨 

130 坝溜镇 骂尼村委会 瑶仁山（瑶人山） 瑶人山 

131 坝溜镇 骂尼村委会 鲁吗（鲁玛） 鲁玛 

132 文武镇 丫口村委会 多衣树（多依树） 多依树 

133 文武镇 丫口村委会 闪片房（扇片房）  扇片房 

134 文武镇 文武村委会 木花（木化）  木化 

135 文武镇 文武村委会 石头寨（红星） 红星 

136 文武镇 安益村委会 班毛寨（班茅寨） 班茅寨 

137 文武镇 安益村委会 茅草地（毛草地） 毛草地 

138 文武镇 安益村委会 爬撮（扒撮）  扒撮 

139 文武镇 安益村委会 亚箩（雅落） 雅落 



序号 
所在行政 

区域 

所在社区      

（村委会） 

需标准化处理地名

（一地多名） 

标准化处

理后地名 

140 文武镇 马甫村委会 下马铺（下马甫） 下马甫 

141 文武镇 马甫村委会 上马铺（上马甫） 上马甫 

142 景星镇 景星村委会 卡那（卡纳） 卡纳 

143 景星镇 景星村委会 顺江玩（顺江） 顺江 

144 景星镇 山碧村委会 务路箐（务路青） 雾路箐 

145 景星镇 山碧村委会 盐水（源水）  源水 

146 景星镇 新华村委会 摆衣寨（摆依寨）  摆依寨 

147 景星镇 新华村委会 云盘（营盘） 营盘 

148 景星镇 正龙村委会 打莫（大么） 达莫 

149 景星镇 官厅村委会 那就（那旧）  那旧 

150 景星镇 官厅村委会 倮丘（路坵） 路坵 

151 景星镇 官厅村委会 瓦能能（瓦能）  瓦能 

152 景星镇 官厅村委会 玉能能（玉能）  玉能 

153 景星镇 官厅村委会 那庄（那壮）  那壮 

154 景星镇 路思村委会 邦龙寨（帮竜）  帮竜 

155 景星镇 曼兰村委会 付东（富东） 富东 

156 景星镇 过者村委会 蚌懂（蚌董）  蚌董 

157 景星镇 过者村委会 那就（那旧）  那旧 

158 景星镇 过者村委会 四一四么（四于四莫） 四于四莫 



序号 
所在行政 

区域 

所在社区      

（村委会） 

需标准化处理地名

（一地多名） 

标准化处

理后地名 

159 景星镇 过者村委会 务弄（务竜） 务竜 

160 景星镇 过者村委会 以的的么（于的的莫）  于的的莫 

161 景星镇 涵德村委会 地户路（新富）  新富 

162 景星镇 涵德村委会 玉能能（玉能） 玉能 

163 景星镇 涵德村委会 扎卡莫（扎卡） 扎卡 

164 新抚镇 新塘村委会 藤棚（腾棚） 腾棚 

165 新抚镇 新塘村委会 小怕甫（小帕卜） 小帕卜 

166 新抚镇 白沙村委会 帮工箐（弯弓箐）  弯弓箐 

167 新抚镇 白沙村委会 松毛岭（松山林） 松山林 

168 新抚镇 班包村委会 挖角箐（挖过箐）  挖过箐 

169 新抚镇 班包村委会 那族（那出）  那出 

170 新抚镇 班包村委会 瓦呢于四（瓦尼于四） 瓦尼于四 

171 新抚镇 班包村委会 蚂蟥箐（蚂蝗箐） 蚂蝗箐 

172 新抚镇 京平村委会 土得路（土得洛莫） 土得洛莫 

173 新抚镇 京平村委会 克匹碌莫（克皮六么）  克皮六么 

174 新抚镇 京平村委会 老何平掌（寨头） 寨头 

175 新抚镇 京平村委会 补奎（帕坤） 帕坤 

176 新抚镇 曼拉村委会 岔嘎（茶嘎）  茶嘎 

177 新抚镇 那宪村委会 太河（太和） 太和 



序号 
所在行政 

区域 

所在社区      

（村委会） 

需标准化处理地名

（一地多名） 

标准化处

理后地名 

178 新抚镇 那宪村委会 高棬槽（高笕槽）  高笕槽 

179 新抚镇 中义村委会 阿期里（阿取里） 阿取里 

180 新抚镇 中义村委会 大空蒿（大科汉）  大科汉 

181 新抚镇 中义村委会 忙店（曼店）  曼店 

182 新抚镇 中义村委会 他那布（它那布）  它那布 

183 新安镇 百利村委会 亚那约莫（亚那）  亚那 

184 新安镇 百利村委会 大草坝（凤阳）  凤阳 

185 新安镇 竜凯村委会 邦倒（帮倒） 帮岛 

186 新安镇 竜凯村委会 慢干（曼干）  曼干 

187 新安镇 莫约村委会 无鲁（吾鲁） 吾鲁 

188 新安镇 莫约村委会 活马田（河马田）  河马田 

189 新安镇 南汉村委会 坝沙田（半山田）  半山田 

190 新安镇 南汉村委会 别科（别科约莫） 别科约莫 

191 新安镇 新安村委会 椿树（椿树凹子） 椿树凹子 

192 新安镇 新安村委会 马路水井（曼利水井）  曼利水井 

193 新安镇 新安村委会 白土村（新安）  新安 

194 团田镇 团田村委会 邦海（帮海）  帮海 

195 团田镇 坝干村委会 甘沟箐（干沟箐） 干沟箐 

196 团田镇 坝干村委会 绵竹棚（新建）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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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团田镇 岔河村委会 帮箐（石板箐）  帮箐 

198 团田镇 岔河村委会 大村（岔河）  大村 

199 团田镇 岔河村委会 大平田（平田） 平田 

200 团田镇 岔河村委会 徐有家窝（七五队） 七五队 

201 团田镇 复兴村委会 邦角田（帮角田） 帮角田 

202 团田镇 老围村委会 恩普（恩卜） 恩卜 

203 团田镇 老围村委会 刀家村（蛮海山） 曼海山 

204 团田镇 绿叶村委会 烂泥爬（瓦房寨）  烂泥爬 

205 团田镇 那海村委会 大兰青（大烂箐） 大兰箐 

206 团田镇 那海村委会 糯普山（糯卜山）  糯卜山 

207 团田镇 新龙村委会 断脚田（短脚田）  短脚田 

208 团田镇 新龙村委会 龙塘（龙潭）  龙潭 

209 团田镇 新龙村委会 困坝山（宽坝山）  宽坝山 

210 龙坝镇 石头村委会 古次阿号（古茨阿号） 古茨阿号 

211 龙坝镇 打东村委会 啊俄的（阿俄的）  阿俄的 

212 龙坝镇 打东村委会 洛尼（落尼）  落尼 

213 龙坝镇 竜宾村委会 埔且（普且） 普且 

214 龙坝镇 杩木村委会 老五寨（老伍）  老伍 

215 龙坝镇 曼婆村委会  那哈（那号） 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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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龙坝镇 勐里村委会 旧寨山（旧寨） 旧寨 

217 孟弄彝族乡 富东村委会 么嘎箐（摸嘎箐） 摸嘎箐 

218 孟弄彝族乡 孟弄村委会 格么底（格莫的） 格莫底 

219 孟弄彝族乡 孟弄村委会 红家庄（红庄）  红庄 

220 孟弄彝族乡 孟弄村委会 开荒队（开荒）  开荒 

221 孟弄彝族乡 孟弄村委会 摸标（莫标）  莫标 

222 孟弄彝族乡 胜利村委会 上邦轰（上帮轰） 上帮轰 

223 孟弄彝族乡 胜利村委会 下邦轰（下帮轰）  下帮轰 

224 孟弄彝族乡 石龙村委会 里勐村（里猛） 里勐 

225 龙潭乡 龙潭村委会 新平寨（新寨）  新寨 

226 龙潭乡 天普村委会 李伟（里伟）  里伟 

227 龙潭乡 天普村委会 曼别田（曼毕田）  曼毕田 

228 龙潭乡 天普村委会 上天遥（上天尧） 上天尧 

229 龙潭乡 天普村委会 下天遥（下天尧）  下天尧 

230 龙潭乡 木化村委会 大木刻（大木克）  大木克 

231 龙潭乡 木化村委会 纽卡（扭卡）  扭卡 

232 龙潭乡 瓦路村委会 老塘寨（老唐寨）  老唐寨 

233 龙潭乡 瓦路村委会 抛竹箐（泡竹箐）  泡竹箐 

234 龙潭乡 石屏村委会 曼怕（曼帕）  曼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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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龙潭乡 石屏村委会 杉松寨（沙松寨） 沙松寨 

236 那哈乡 那哈村委会 南兰门（南门） 南门 

237 那哈乡 那哈村委会 基株（基珠）  基珠 

238 那哈乡 格牙村委会 阿颂新寨（新寨） 新寨 

239 那哈乡 格牙村委会 各玛山（各玛） 各玛 

240 那哈乡 那苏村委会 哈杜埔且（哈杜）  哈杜 

241 那哈乡 那苏村委会 奴红（牛红） 牛红 

242 那哈乡 牛红村委会 木棵卡（木枯卡） 木枯卡 

243 那哈乡 牛红村委会 瓦房（瓦房田） 瓦房田 

244 那哈乡 珠街村委会 猪街（大田）  大田 

245 那哈乡 珠街村委会 路玛（弄玛） 弄玛 

246 那哈乡 珠街村委会 西路（细路）  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