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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UNE DI MONREALE
（ProvinciadiPalemo）

AREAV＾

SezioneEdiliziaPriyata，ConeessioniEdili2iqAbusivismoαmiterOedLgieneeSanita

UfricioCimiteriale

IL DIRIGENTE

Premessoche：

－COn D．P．RlO／09／1990n．285e stato emanatoil vlgente Regolamento Nazionale di Polizia

Mortuaria；

－CheilcimiterocomunalediMonrealehaesauritolaproprlaCapaCitaricettivae versainunagrave

situazionediinsu珊cienzadiloculirlSpettOalfabbisogno dellacollettivita；

Ritenutonecessariodovere procedereconurgenzaalleestumulazionldellesalme，tumulatene11a

XIXsezioneeconleconcessionlgiascadute，eCi〔）alfinedisconglurarerischidinaturalglenic0－

sanitari，derivantidall’accumulodeiferetrinontumulati；

Consideratochegliartt・83e86delcitatodelD・P・R・10／09／1990n・285，attribuisconoalSindacoi

compitidiregolazione，inviaordinariadiesumazlOneedestumulazione；

Tenutocontoche：

ilserviziocimiteriale，CerCheradimettereinattoognlulteriorestrumentodiinfomazioneutileper

infomarelParentideidefuntlPerlqualislprOCedera alleestumulazionieche，inmancanza・per

gran parte deiloculi，trattandosidi tumulazione avente vari amie perle quali non sono

rintracciabiliiparenti，SIPrOCederacomunquealleestumulazioniordinariaestraordinaria；

Vistigliartt・39e86delvlgenteRegolamentocomunale

ORDINA

L’estumulazione ordinariaestraordinariadellesalmesepoltenellaXXISezioneecienelrlSpettO

degliartt．39e86　P・R・285／90・

EdavendocuradiadottareognlCautelanecessariaadevitaresituazionididisaglOaivisitatoridel

cimitero，e nelrlSPettOdellesalmeestumulate・

COMUNICA

Chenelcasodiincompletamineralizzazione，lesalmeintegresaramoinumatenuovamenteperun

periodo dianni5；ChelecassettelnZinco contenentileossadeldefuntoin stato dicompleta

mineralizzazione saramo depositate a cura delComune diMonreale nell’ossario comune del

ClmlterO．

付目i（情緒6



SALMEDAESTUMULARESEZlONE21 

GNOME［NOME �DATADiNASCiTA �DATADIMORTE �SEZiONE �LOCUL0 CO 　NCOSTEFANO �19111946 �18，07，1989 �21 �81 

DiFRA 　NATOG10VANNA �12081935 �29，08，1989 �Zl �84 

SPiN 　FRANCESCOPAOLO �04111900 �31，08，1989 �21 �85 

MATERA 　　STAPiETRO �24041918 �03，09，1989 �21 �86 

CO 　CCl0NUNZIA �13071924 �13，09，1989 �21 �87 

QUARTU 　TRERINiCOLOi �02021904 �12，09，1989 �21 �88 

BALIS MBiTOGiOVANNA �24031934 �15，11，1986 �21 �61 

ZA iOLOSiCONCETTA �06081898 �16，11，1986 �21 �62 

NC ZUCCARELLOCARMELO �01021912 �25，06，1989 �21 �65 

NEMESIOPIETRO �16041987 �30，06，1989 �21 �67 

MADONiAGiUSEPPE �11111909 �04，07，1989 �21 �68 

MARCHESEALOISlO �15111922 �07，09，1986 �21 �41 

SPINNATOGIUSEPPE �09，11，1925 �23，09，1986 �21 �45 

MATERAUGO �24071928 �23，09，1986 �21 �46 

TRAPANIBENEDETTA �15081924 �26，09，1986 �21 �47 

BADALAMENTiPIETRO �22101907 �01，10，1986 �21 �48 

C10LiNOPIETRO �02，08，1911 �13，06，1986 �21 �21 

MiCELIGlULIA �05，03，1910 �30，06，1986 �21 �22 

DAMiANiROSARIA �11，07，1898 �26，07，1986 �21 �25 

PARISICARMELA �06，12，1917 �31，07，1986 �21 �26 

ATTARDIGAETANO �23，06，1904 �03，08，1986 �21 �28 

OLiVERiANGELO �27，05，1927 �23，04，1986 �21 �1 

CAMMARATAGIUSEPPE �09，08，1905 �25，04，1986 �21 �4 

TRENTACOSTEANNA �08，06，1902 �25，04，1986 �21 �5 

LOPiCCOLOSANTA �05，03，1899 �26，04，1986 �21 �6 

GIAMBRUNOF旧PPO �26，02，1927 �15，09，1989 �21 �90 

GiORDANOROSALiA �03，04，1896 �21，09，1989 �21 �91 

GORGONEDOMENICO �22，10，1908 �30，09，1989 �21 �92 

PIROZZOMARIAGRAZiA �04，01，1931 �04，10，1989 �21 �93 

PRIMiZIOMARiA �08，04，1911 �05，10，1989 �21 �94 

MODESTOANDREA �24，12，1939 �06，10，1989 �21 �95 

LOiACONOGIUSEPPA �13，06，1903 �09，10，1989 �21 �96 

GlORDANODOMENiCA �21101913 �09，10，1989 �21 �97 

GALLINAROSA �30081906 �14，10，1989 �21 �98 

TRENTACOSTESALVATORE �31051946 �14，10，1989 �21 �99 

ROMANOTTOROSA �26011901 �15，10，1989 �21 �100 

TUSAMARIAGRAZIA �08051927 �25，11，1986 �21　　　　　　　105 

TOFAROSERAFINO �20081925 �19，12，1986 �21 �110 

iANGRANDECARMELO �28051919 �28，12，1986 �21 �115 G 　TRiF凪OiNICOLA �04021911 �15，01，1987 �21 �120 

DiCRISTINAPiETRO �17091950 �07，07，1989 �21 �69 

LAMANTIAGiOVANNI �03041914 �08，07，1989 �21 �70 

V10LAGIROLAMA �01021909 �08，07，1989 �21 �71 

TERMINIGIOVANNi �18101910 �12，07，1989 �21 �73 

DioRIOFRANCESCA �24，08，1935 �14，07，1989 �21 �74 

CALSABiANCAGIROLAMO �04，03，1909 �18，07，1989 �21 �75 



SC10RTiNOFRANCESCO �16，07，1933 �20，07，1989 �21 �76 

BELLOMANTEGiUSEPPA �21，07，1905 �23，07，1989 �21 �77 

CASAMENTOGiOVANNl �30，06，1935 �01，08，1989 �21 �78 

04，01，1902 �05，08，1989 �21 �79 

PAGNOTTAANTONiNA �10，04，1907 �17，12，1986 �21 �109 

VASETTOEDOARDO �15，04，1896 �27，12，1986 �21 �114 

MARCECAGルSEPPE �31，07，1950 �11，01，1987 �21 �119 

PALAZZOVINCENZO �29，10，1901 �11，08，1987 �21 �49 

22，10，1897 �08，10，1986 �21 �50 

16，09，1911 �10，10，1986 �21 �52 

29，03，1901 �27，10，1986 �21 �55 

lUCULANOGlUSEPPE �20，02，1913 �09，11，1986 �21 �57 

ANGILERIMARiANO �13，10，1933 �16，11，1986 �21 �60 

CASTAGNAPROVVIDENZA �08，03，1903 �08，01，1987 �21 �118 

CAMPANELLAGiUSEPPA �19，03，1903 �20，08，1986 �21 �35 

ALONGIFRANCESCO �23，02，1923 �28，08，1986 �21 �37 

18，05，1909 �28，08，1986 �21 �38 

RECUPEROANGELA �19，01，1914 �29，08，1986 �21 �39 

GiACCONEPIERO �12，10，1960 �17，11，1986 �21 �102 

CAMAMOGiUSEPPE �19，09，1908 �11，12，1986 �21 �107 

PiPIACONCETTA �25，01，1901 �07，05，1986 �21 �9 

iANiAELSABETTA �27，10，1905 �18，05，1986 �21 �11 

GIACCONEGiUSEPPE �11，09，1921 �23，05，1986 �21 �12 

07，07，1890 �25，05，1986 �21 �14 

LOBIONDOSALVATORE �23，08，1922 �28，05，1986 �21 �15 

CORTIGiANININFA �03，05，1916 �31，05，1981 �21 �16 

PRIMiZiOSALVATORE �15，05，1947 �29，05，1986 �21 �17 

DiBENEDETTOANTONiNA �11，12，1901 �05，06，1986 �21 �19 

ZUCCARELLOGiROLAMA �30，08，1903 �10，06，1986 �21 �20 

SCORSONEANTONINA �02，08，1923 �19，11，1986 �Zl �101 

MADONiASALVATORE �16，08，1911 �23，12，1986 �21 �111 

ORLANDOBERNARDO �16，01，1921 �04，02，1987 �21 �130 

MICELiGIACOMA �10，02，1895 �16，02，1987 �Zl �135 

06，03，1919 �09，03，1987 �21 �140 

BADAGLIACCAGIUSEPPA �08，06，1911 �19，03，1987 �21 �145 

LOMONACOANGELA �08，10，1900 �07／05／1987 �21 �150 

DIGiORGiOGiOVANBATTISTA �11，06，1934 �28，05，1987 �21 �155 

FERRERIGl0VANNl �16，12，1910 �17，06，1987 �21 �160 

SCiBETTAGIUSEPPA �01，01，1922 �20，07，1987 �21 �165 

DAMiANiCESARE �31，10，1905 �26，07，1987 �21 �170 

14，06，1902 �28，08，1987 �21 �180 

VAGLICAGiOVANNA �21，10，1893 �15，09，1987 �21 �185 

PATELLAROGiACOMO �22，08，1968 �29，09，1987 �21 �190 

COMANDE“iGNAZiO �22，02，1890 �11，11，1989 �21 �200 

CAVIGLiAFiLiPPO �02，01，1915 �29，11，1987 �21 �205 

AUTOVINOP惟TRO �23，03，1918 �18，12，1988 �21 �210 

22，04，1898 �06，01，1988 �21 �215 

ALBANOFRANCESCO �20，08，1909 �15，01，1988 �21 �220 

22，01，1902 �04，02，1988 �21 �225 

25，09，1908 �28，02，1988 �21 �230 



ViLLANTiTERESA �28，02，1902 �11，03，1988 �21 �235 

PRESTIDONATOANTONINO �23，05，1911 �30，03，1988 �21 �240 

LAGUMiNASALVATORE �12，08，1916 �15，04，1988 �21 �245 

CONTORNOELiSABETTA �07，05，1900 �30，04，1988 �21 �250 

MANNOIOLANDA �02，03，1907 �06，05，1988 �21 �255 

DIMARiACARMELA �07，04，1897 �21，05，1988 �21 �260 

ORTAGGIOSEBASTIANO �20，09，1915 �05，06，1988 �21 �265 

SCiORTINOONOFR10 �11，12，1902 �23，06，1988 �21 �270 

LETOMARIACARMELA �20，05，1889 �11，07，1988 �21 �275 

iNTERNICOLAFRANCESCO �19，09，1915 �22，07，1988 �21 �280 

0LISENASALVATORE �02，10，1903 �16，08，1988 �21 �290 

BONAFEDESALVATORE �09，12，1910 �04，09，1989 �21 �295 

BUGLiNOGAETANA �18，08，1934 �12，09，1988 �21 �300 

MANNiNOANTONiA �20，01，1910 �29，09，1988 �21 �305 

AFFRANCHiFRANCESCO �26，08，1911 �13，10，1988 �21 �310 

TERRUSOROSARIA �09，01，1896 �08，11，1988 �21 �315 

LIVECCHICATERiNA �16，08，1934 �23，11，1988 �21 �320 

RENDAGIOVANNI �24，01，1912 �17，12，1988 �21 �325 

CARRA－GIOVANNA �08，03，1907 �23，12，1988 �21 �330 

SOLDANOFRANCESCO �14，07，1926 �29，01，1989 �21 �340 

D－ALCAMOROSARIA �04，09，1923 �09，02，1989 �21 �345 

LOPRESTISALVATORE �15，05，1901 �22，02，1989 �21 �350 

PAGNOTTAGIUSEPPA �15，01，1901 �04，03，1989 �21 �355 

FERRAROANTONINO �09，01，1925 �18，03，1989 �21 �360 

GAETAFRANCESCO �25，09，1920 �07，04，1989 �21 �365 

iSOLANOMADDALENA �30，06，1916 �18，04，1989 �21 �375 

GULLOSERAFINO �19，08，1927 �11，05，1989 �21 �380 

TRENTACOSTEVITO �07，09，1923 �19，05，1989 �21 �385 

LATORREFRANCESCO �07，07，1907 �31，05，1989 �21 �390 

BERTOLALUC10 �28，09，1909 �04，03，1992 �21 �400 

FORTEZZAALOISIA �21，04，1905 �01，02，1987 �21 �129 

CROCEGiUSEPPE �06，03，1929 �18，03，1987 �21 �144 

DiGiROLAMOROSA �15，06，1919 �22，04，1987 �21 �149 

LOIACONOROSALIA �11，02，1905 �25，05，1987 �21 �154 

DILIBERTODOMENiCO �29，01，1897 �12，07，1987 �21 �164 

RINCIONEROSARIA �09，11，1918 �10，08，1987 �21 �174 

TRAPANIGiROLAMA �05，05，1906 �27，08，1987 �21 �179 

MAZZOLAFRANCESCO �20，06，1908 �13，09，1987 �21 �184 

PiROZZOANNA �12，03，1920 �28，09，1987 �21 �189 

VAGLiCAMARiA �16，02，1900 �18，10，1987 �21 �194 

BADALAMENTISALVATORE �12，01，1901 �05，11，1987 �21 �195 

LAMANTiASAVERiO �21，01，1944 �24，11，1987 �21 �204 

COMANDEtGIUSEPPE �14，08，1926 �18，12，1987 �21 �209 

SCHiRO－FRANCESCO �04，10，1916 �03，01，1988 �21 �214 

ViCARIFRANCESCO �15，11，1911 �13，01，1988 �21 �219 

07，03，1896 �31，01，1988 �21 �224 

SALAMONEANTONiNO �18，10，1900 �28，02，1988 �21 �229 

NICOLOSIFELICE �04，01，1902 �11，04，1988 �21 �244 

05，04，1988 �21，04，1988 �21 �249 

NUVOLACARMELA �14，11，1905 �05，05，1988 �21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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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8，1911 �21，05，1988 �21 �259 

MARCHESESALVATORE �26，04，1906 �02，06，1988 �21 �264 

TARANTOLATERESA �30，03，1919 �19，06，1988 �21 �269 

FARINAANTONiA �05，08，1899 �08，07，1988 �21 �274 

BASiLECASTRENZE �15，07，1945 �21，07，1988 �21 �279 

RUSTICANOCARMELA �08，03，1897 �12，08，1988 �21 �289 

LOVECCHlOGIUSEPPE �20，11，1936 �05，09，1988 �21 �294 

CALASCiBETTALUiGi �28，06，1933 �10，09，1988 �21 �299 

01，10，1923 �11，10，1988 �21 �309 

MURATOREANTONiNA �04，12，1914 �18，11，1988 �21 �319 

LOMANTOANNA �20，08，1916 �16，12，1988 �21 �324 

LAMANTIAMARIA �08，02，1896 �18，12，1988 �21 �329 

GULLOLORENZA �31，05，1898 �05，01，1989 �21 �334 

DIFl0RECARMELO �09，09，1915 �28，01，1989 �21 �339 

SiNATRAPiETRO �02，03，1908 �02，02，1989 �21 �344 

LOCICEROMARiA �25，04，1914 �22，02，1989 �21 �349 

ADDITIMARiA �25，11，1912 �03，03，1989 �21 �354 

PARTEXANOSALVATRiCE �02，05，1931 �14，03，1989 �21 �359 

NEMESIOFRANCESCOPAOLO �18，05，1924 �30，03，1989 �21 �364 

LAMANTIAViNCENZO �20，02，1926 �12，04，1989 �21 �369 

SPiNNATODOMENICA �10，07，1915 �14，04，1989 �21 �374 

MARCECAROSARiO �14，04，1923 �05，05，1989 �21 �379 

GiACONiAVINCENZA �25，11，1909 �31，05，1989 �21 �389 

DIMiTRIBENEDETTA �14，08，1913 �11，06，1989 �21 �394 

MiCELIMICHELE �01，07，1904 �18，01，87 �21 �123 

DiGIORGIOGiUSEPPE �18，11，1924 �31，01，1987 �21 �128 

D－AGOSTiNOBENEDETTO �01，10，1921 �13，02，1987 �21 �133 

MAZZOLASTEFANO �18，02，1903 �09，03，1987 �21 �138 

ALBANOiGNAZiO �18，07，1907 �14，03，1987 �21 �143 

CルLLAGiOVANBATTiSTA �24，01，1914 �12，07，1987 �21 �163 

ViRZiiANTONINO �24，11，1905 �09，08，1987 �21 �1731∴ 

NURRITOSALVATORE �20，02，1891 �25，08，1987 �21 �17811 

CASSARA－CATERiNA �24，01，1908 �10，09，1987 �21 �183 

MADONIAANGELA �18，03，1903 �26，09，1987 �21 �188 

CANNiZZAROSALVATORE �20，04，1900 �25，10，1987 �21 �194 

CASSARA’GiUSEPPE �24，10，1906 �21，11，1987 �21 �203 

FERRAROANTONINO �16，11，1914 �18，12，1987 �21 �208 

MiNASOLADAMIANO �01，01，1967 �27，12，1987 �21 �213 

5ARRICAGIROLAMA �07，08，1924 �19，01，1988 �21 �223 

ZUCCARELLOMARGHERITA �03，09，1987 �09，02，1988 �21 �228 

05，07，1893 �10，03，1988 �21 �233－ 

GUARDIiROSA �17，12′1889 �17，03，1988 �21 �238 

TODAROSTEFANO �22，04，1904 �02，04，1988 �21 �243 

TRENTACOSTEGIUSEPPE �02，09，1938 �18，04，1988 �21 �248 

PIANAFRANCESCO �24，06，1910 �05，05，1988 �21 �253 

MARiNOSALVATORE �26，08，1926 �10，05，1988 �21 �258 

TERZOPAOLA �22，02，1935 �01，06，1988 �21 �263 

MiCELICATERINA �05，08，1909 �12，06，1988 �21 �268 

DIMiCELIPiETRO �18，09，1912 �04，07，1988 �21 �273 

GALLiNAGiROLAMA �28，02，1902 �21，07，1988 �21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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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1940 �29，07，1988 �21 �283 

01，09，1922 �11，08，1988 �21 �288 

GiRAMiSALVATORE �16，05，1929 �28，08，1988 �21 �293 

14，07，1929 �08，09，1988 �21 �298 

12，05，1937 �18，09，1988 �21 �303 

MANGANOONOFRIO �17，09，1906 �08，10，1988 �21 �308 

21，07，1935 �25，10，1988 �21 �313 

01，01，1912 �16，11，1988 �21 �318 

QUARTARAROLUCREZiA �12，06，1925 �04，12，1988 �21 �323 

10，09，1988 �20，12，1988 �21 �328 

ViLLANTilGNAZiO �08，07，1909 �21，01，1989 �21 �338 

BADAGLIACCAPIETRO �18，04，1907 �01，02，1989 �21 �343 

ANSELMOTOMMASA �20，12，1937 �17，02，1989 �21 �348 

05，03，1911 �02，03，1989 �21 �353 

BISANTiFRANCESCAPAOLA �01，08，1906 �10，03，1989 �21 �358 

AMATOFRANCESCO �12，08，1914 �24，03，1989 �21 �363 

FABBRONIGiUSEPPA �17，01，1896 �10，04，1989 �Zl �368 

20，04，1921 �13，04，1989 �21 �373 

LORITOGiORGiO �22，11，1893 �30，04，1989 �21 �378 

DiBELLAANNAMARIA �15，03，1914 �16，05，1989 �21 �383 

GRiMAUDOGiOVANNI �14，12，1972 �28，05，1989 �21 �388 

DiMATTEOANTONINO �22，04，1903 �10，06，1989 �21 �393 

18，03，1912 �15，01，1987 �21 �122 

01，01，1903 �29，01，1987 �21 �127 

MADONiAFRANCESCA �21，04，1900 �01，03，1987 �21 �137 

29，01，1939 �12，03，1987 �21 �142 

VENTURELLABENEDETTA �14，04，1924 �21，05，1987 �21 �152 

MANNiNOCASTRENZE �23，09，1903 �10，06，1987 �21 �157 

MIRTOLAURA �01，03，1922 �27，06，1987 �21 �162 

03，10，1921 �20，07，1987 �21 �167 

GiORDANOGiACOMO �21，06，1919 �04，08，1987 �21 �172 

16，04，1911 �19，08，1987 �21 �177 

RiNCiONEANTONiNO �02，03，1955 �06，05，1994 �21 �182 

COSTANZAGiULIOA． �23，02，1936 �04，10，1987 �21 �192 

D〝AGOSTiNOLIBORiO �11，05，1920 �21，10，1987 �21 �197 

NiCOLOSiMiCHELA �10，01，1902 �19，11，1987 �21 �202／ 

SANTOROSALVATORE �20，06，1914 �13，12，1987 �Zl �2071 

TAORMiNAFRANCESCA �01，03，1897 �05，01，1988 �21 �217＼＼－＿ 

MARCHESEGIUSEPPE �01，4，1936 �19，01，1988 �21 �222 

AUTOViNOVINCENZO �03，07，1932 �07，02，1988 �21 �227 

04，05，1916 �10，03，1988 �Zl �232 

16，12，1902 �17，03，1987 �21 �237 

CASTELLUCCiOFRANCO �14，07，1958 �15，05，1991 �21 �242 

17，12，1898 �19，04，1988 �21 �247 

COCCHIARASALVATORE �14，04，1933 �03，05，1988 �21 �252 

11，11，1914 �14，05，1988 �21 �257 

05，10，1893 �08，06，1988 �21 �267 

29，06，1937 �03，07，1988 �21 �272 

ANSELMOSALVATORE �26，04，1902 �19，07，1988 �21 �277 

08，11，1935 �28，07，1988 �21 �282 



CONiGLiOBENEDETTA �23，09，1896 �11，08，1988 �21 �287 

28，10，1905 �23，08，1988 �21 �292 

31，07，1912 �07，09，1988 �21 �297 

TAORMINAGIOVANNI �19，02，1909 �14，09，1988 �21 �302 

CASSARAiANDREA �22，07，1895 �06，10，1988 �21 �307 

SCEBBACARMELA �04，07，1912 �24，10，1988 �21 �312 

12，11，1934 �15，11，1988 �21 �317 

FERRER圧RANCESCA �22，08，1904 �05，12，1988 �21 �322 

DiMATTEOPiETRO �28，09，1915 �20，12，1988 �21 �327 

25，03，1909 �29，12，1988 �21 �332 

07，06，1912 �15，01，1989 �21 �337 

03，05，1907 �25，01，1989 �21 �342 

CASTIGLIOLAVINCENZO �24，10，1924 �17，02，1989 �21 �347 

ZUCCARELLOGルSEPPE �28．02．1989 �28．02．1989 �21 �357 

13，06，1912 �15，03，1989 �21 �362 

SANFRATELLOMARiAVITTORIA �23，12，1935 �01，04，1989 �21 �367 

MESSlNAMADDALENA �10，08，1909 �13，05，1989 �21 �382 

20，10，1933 �28，05，1989 �21 �387 

iNTRAVAiACONCETTA �14，08，1908 �06，06，1989 �21 �392 

SOTTiLEFRANCESCA �05，01，1919 �21，06，1989 �21 �397 

MADONIAGiOVANNA �24．12．1987 �13，01，1987 �21 �121 

27，05，1915 �29，01，1987 �21 �126 

LiViRGHiCROCiFiSSA �06，11，1908 �04，02，1987 �21 �131 

01，07，1916 �22，02，1987 �21 �136 

DiLIBERTOPiETRO �10，02，1903 �23，03，1987 �Zl �146 

PATELLAROSETTIMO �16，11，1919 �12，05，1987 �21 �151 

BADAGLIACCASALVATORE �08，02，1898 �03，06，1987 �21 �156 

SIGNORELLOBEATRICE �06，08，1910 �25，06，1987 �21 �161 

21，07，1890 �20，07，1987 �21 �166 

CiULLAMARiA �28，01，1889 �31，07，1987 �21 �171 

CAMPANELLAFRANCESCO �26，07，1906 �17，08，1987 �21 �176 

GIAMBRUNOGIUSEPPE �18，06，1904 �03，10，1987 �21 �191 

MiCALIZZIGIUSEPPE �18，02，1910 �21，10．1987 �21 �196 

LiMANNIGiOVANNi �01，06，1930 �17，11，1987 �21 �2iol 

LACORTEGIUSEPPE �18，09，1926 �12，12，1987 �21 �2110611 

GiACCONEGルSEPPE �08，01，1926 �22，12，1987 �21 �211：∴ 

CASTELLUZZOGiOVANNi �05，03，1920 �18，01，1988 �21 �22十二 

21，01，1909 �07，02，1988 �21 �226 

CATALANOPROVViDENZA �08，09，1917 �06，03，1988 �21 �231 

GiAMBRUNOM．CELESTINA �04，06，1922 �15，03，1988 �21 �236 

29，03，1909 �01，04，1988 �21 �241 

PANNiZZOANTONINO �14，10，1912 �01，05，1988 �21 �251 

LUPONiNFA �11，01，1916 �25，05，1988 �21 �261 

SCiORTINOSALVATORE �16，03，1941 �07，06，1988 �21 �266 

22，02，1906 �03，07，1988 �21 �271 

TARANTOANTONIETTA �19，02，1903 �16，07，1988 �21 �276 

17，08，1905 �26，04，1988 �21 �281 

26，01，1905 �22，08，1988 �21 �291 

MICALIZZIMICHELE �03，10，1917 �06，09，1988 �21 �296 

DENTiNODOMENiCO �28，08，1909 �30，09，1988 �21 �306 



う∴∴イ

06，09，1909 �20，10，1988 �21 �311 

09，09，1910 �10，11，1988 �21 �316 

03，05，1900 �03，12，1988 �21 �321 

19，02，1910 �17，12，1988 �21 �326 

29，11，1909 �25，12，1988 �21 �331 

15，02，1907 �15，01，1989 �21 �336 

03，12，1936 �24，01，1989 �21 �341 

14，09，1906 �16，02，1989 �21 �346 

29，12，1920 �02，03，1989 �21 �351 

16，03，1928 �06，03，1989 �21 �356 

09，04，1919 �13，03，1989 �21 �361 

05，08，1932 �24，03，1989 �21 �366 

26，02，1909 �12，04，1989 �21 �371 

13，04，1989 �16，04，1989 �21 �376 

09，11，1906 �13，05，1989 �21 �381 

30，01，1900 �18，05，1989 �21 �386 

07，08，1912 �02，06，1989 �21 �391 

11，05，1919 �14，06，1989 �21 �3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