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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离退休工作满 30 年人员名单

离休人员（7 人）：

王 汪 王 殿 宋建勋 陈 伟 郗琴媚 胥静波

潘 成

工作满 60 年及以上人员（6 人）：

张学文 张志杰 郎秀英 孟三成 胡 英 潘克良

工作满 30 年及以上人员（436 人）：

丁亚文 丁延平 丁金榜 丁荣华 于莉莉 于新民

上官志敏 山永珍 山 梅 卫惠节 马天保 马元福

马秀凤 马秀娟 马宏欣 马京贤 马居里 马炳光

王天朝 王友生 王友和 王文善 王立君 王民学

王亚茹 王亚鲜 王西芳 王同合 王延年 王向丽

王志新 王来学 王忍生 王昌利 王 昕 王秉谦

王凭印 王育萍 王宝琴 王宗柱 王 宜 王建国

王建奎 王孟琳 王春花 王珍珠 王玲玲 王炳礼

王秦晋 王振奎 王益平 王涤中 王 娟 王继元

王继涛 王菊兰 王康生 王焕生 王 喆 王喜儒

王景洪 王媛大 王新安 王满年 元树君 云丛鹏

云淑亚 支江平 巨爱萍 牛文民 牛治清 牛嗣光

方改英 尹晚香 孔平孝 邓有文 邓春雷 田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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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正良 田宜侠 田淑珍 田瑞云 由淑娥 史保国

史淑风 史淑凤 白学斌 白 彪 冯志刚 冯淑英

宁润生 邢玉瑞 邢西章 邢彩文 权金良 吕秀莲

吕录林 吕慧芬 年致民 朱长庚 朱玉华 任宏锋

任春荣 刘万斌 刘文性 刘引琴 刘占先 刘西会

刘存华 刘成菊 刘汝梅 刘芳淑 刘君民 刘 茹

刘 峰 刘爱华 刘继华 刘继昭 刘淑霞 刘智斌

刘耀旭 刘耀武 齐迺珍 闫惜民 关立媛 安培英

许爱英 孙丁立 孙有顺 孙 延 孙守才 孙 晔

孙继芬 孙淑霞 孙碧侠 阴建国 严惠芳 苏存让

杜义朝 杜志正 杜香圃 杜登岭 李长秦 李凤云

李玉华 李玉海 李巧兰 李巧英 李 宁 李永民

李亚军 李守朝 李 军 李运苟 李志杰 李志鹏

李明轩 李忠玉 李治牢 李宝英 李建新 李保兰

李秦花 李素荣 李素琴 李积成 李爱娣 李 菊

李淑霞 李谋叶 李景山 李瑞霞 李 鹏 李新民

李 稳 李蕊梅 李德顺 杨万华 杨天成 杨亚明

杨芝霞 杨志明 杨芳娥 杨武发 杨治民 杨 轶

杨振花 杨晓黎 杨徐杭 杨蓉莉 杨鉴冰 杨福景

杨毓华 豆存民 吴民权 吴 爽 吴喜凤 吴景春

吴聪祥 何玉秀 何志茂 何建升 何 玲 何养宁

谷亚玲 冷忠炤 辛文华 沈秋珍 沈舒文 宋中平

宋丽嘉 宋国杰 宋珍民 宋惠芹 张小尼 张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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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鹏 张月琴 张玉庆 张玉芬 张玉英 张世平

张 平 张幼生 张亚民 张亚琴 张早峰 张伟光

张灯成 张军泽 张志明 张志鸿 张秀贞 张启凤

张启惠 张社来 张学胜 张建平 张建荣 张建莉

张建朝 张厚奎 张顺兴 张养生 张振光 张振芳

张涛大 张涛小 张润德 张绥平 张培芳 张培贤

张跃林 张崇孝 张淑莲 张 瑛 张喜德 张景义

张登本 张锡瑞 张靖边 张颜晶 张耀辉 陈会侠

陈 阵 陈松涛 陈建华 陈素君 陈素珍 陈 瑛

邵生宽 邵阿利 武可泗 武令坤 武保卫 范少敏

昌兴国 罗宝峰 和秋霞 金文亮 金玉玲 金 光

金志甲 周永昌 周永学 周庆生 周明哲 周素珍

周 莉 周新莉 郑少祥 郑振忠 郑菊育 炎继明

屈榆生 孟克俭 赵乃孝 赵飞虎 赵天才 赵引玲

赵石莲 赵争胜 赵志梅 赵启德 赵忠信 赵和熙

赵 炜 赵海峰 赵锦梅 郝 利 荀丽莹 荣志信

胡建军 胡梅香 胡锡琴 钟 铃 种清治 段万沛

段炳义 段琚华 修 晓 侯明珍 侯俊红 姚彩霞

贺丰杰 贺 立 贺新怀 貟克祥 骆小莉 骆德发

秦崇祜 袁立新 袁明珠 袁惠霞 耿同安 耿宝秦

聂伯纯 贾成文 贾红声 贾明荣 贾明亮 贾 艳

顿宝生 党炳林 党继学 晏智通 徐小平 徐令高

殷 平 殷克敬 殷 鑫 凌志珍 高 行 高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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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举 高 萍 高雪枝 高新彦 郭小青 郭云英

郭长生 郭丹英 郭占元 郭兰生 郭光荣 郭利亚

郭英民 郭学亮 郭清芳 郭惠玲 郭鹏云 郭 潘

席孝贤 唐尚友 陶根鱼 黄广平 黄生侠 黄志杰

黄金风 曹凤玲 曹生军 龚访君 常占辉 崔九成

崔志义 崔增忱 第五太卓 庾晨春 康兴军 梁志强

梁秀香 梁春黎 寇崇琇 逯 侃 尉晓莉 董正华

董海莉 蒋淑兰 韩天增 韩永安 韩志武 韩丽萍

韩秀玲 韩金快 韩爱萍 惠锦文 景文英 景秦宜

程振军 储秀珍 童延辉 曾福海 温克俭 强文科

强选萍 强致和 雷玉翠 雷存杰 雷国莲 雷金玲

雷素珍 路建芝 窦仲化 蔡国良 裴光武 裴彩琴

熊永文 熊海芬 樊 哲 潘安义 潘建学 薛生易

薛红梅 薛秀娥 薛俊梅 魏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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