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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修康 男 1960.08 1978.12 贵州省毕节市农产品公司 工人 正退

2 林登希 男 1960.08 1977.09 贵州省毕节市土产公司 工人 正退

3 陈洪园 女 1970.03 1992.03 贵州顺成劳务管理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 工人 正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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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潘启淑 女 1965.08 1983.12 毕节市烟草公司毕节分公司 工人 正退

5 刘永春 男 1960.08 1980.11 毕节市烟草公司毕节分公司 工人 正退

6 吴春梅 女 1970.08 1992.03 毕节市烟草公司毕节分公司 工人 正退

7 彭昌惠 女 1965.08 1991.11 毕节市烟草公司毕节分公司 工人 正退

8 刘琴 女 1970.08 1991.05 毕节市林业局 工人 正退

9 吕莉 女 1970.08 1995.11
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烟叶生产经营

中心
工人 正退

10 邓胜祥 男 1960.08 1977.09
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烟叶生产经营

中心
工人 正退

11 王瑞琼 女 1970.08 1991.08 毕节市盛康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工人 正退

12 马海云 女 1970.08 1992.07 毕节市盛康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工人 正退

13 张俊 女 1970.08 1991.05 毕节市盛康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工人 正退

14 付新别 女 1969.08 2005.05 毕节市盛康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工人 正退

15 张秀山 男 1960.08 1977.08 贵州毕节联合民爆器材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工人 正退

16 万勇 男 1960.08 1982.08 贵州渝富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 正退

17 何英 女 1970.08 1985.12 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卷烟厂 工人 正退

18 张阳 男 1960.08 1977.09 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卷烟厂 工人 正退



19 路言梅 女 1970.08 1988.09 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卷烟厂 工人 正退

20 余仕仙 女 1970.08 2004.07 贵州省毕节市佳盛包装有限公司 工人 正退

21 李卫东 女 1970.08 1994.12 毕节市兴辉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工人 正退

22 阎洁 女 1970.08 1988.01 毕节市银阳富群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工人 正退

23 陈燕秋 女 1970.08 1992.01 贵州省毕节地区造纸厂破产清算组 工人 正退

24 包中祥 男 1960.08 1979.12 贵州省毕节市交通运输有限公司 工人 正退

25 刘丽华 女 1970.08 1992.07 毕节熊头有限公司 工人 正退

26 张敏 女 1970.08 1992.07 毕节熊头有限公司 工人 正退

27 罗中琴 女 1970.08 1992.03 毕节熊头有限公司 工人 正退

28 笵冬枝 女 1970.08 1992.03 贵州省毕节天工建材总厂 工人 正退

29 张海佳 男 1960.08 1978.10 贵州省毕节市杜鹃酒店有限公司 管理 正退

30 付琼 女 1965.08 2005.08 灵活就业 正退

31 龙泽林 男 1960.03 1978.12 灵活就业 正退

32 付永琴 女 1965.08 1997.02 灵活就业 正退

33 李忻 女 1970.08 1986.11 灵活就业 正退
解除合同按
企业缴费



34 汤明义 男 1960.08 1978.04 灵活就业 正退

35 曾春红 女 1965.08 2002.08 灵活就业 正退

36 谭学德 男 1960.08 1980.01 灵活就业 正退

37 贾德英 女 1964.09 2005.07 灵活就业 正退

38 陈永芳 女 1965.08 2005.01 灵活就业 正退

39 毛朝云 男 1965.04 1984.10 林东矿业龙凤煤矿 工人 特退 井下 9年以上 金沙

40 田文学 男 1965.07 1998.01 金沙县康星油脂有限公司 工人 特退 锅炉 9年以上 金沙

41 丁景国 男 1963.06 1998.01 金沙县康星油脂有限公司 工人 特退 锅炉 9年以上 金沙

42 罗德勇 男 1965.08 1984.11 原毕节市磷肥厂 工人 特退 硫酸净化 8年以上 七星关

43 马春华 男 1965.08 1984.10 原黔西县磷肥厂 工人 特退 硫酸操作 8年以上 黔西

44 刘  勇 男 1965.08 1986.12 原黔西县氮肥厂 工人 特退 氮肥生产 8年以上 黔西

45 郑  胜 男 1965.08 1984.07 原毕节地区肉联厂 工人 特退 制冷 9年以上 黔西

46 李  刚 男 1963.01 1992.10 水矿汪家寨煤矿 工人 特退 井下 9年以上 大方

47 张生平 男 1965.08 1987.02 原大方县水泥厂 工人 特退 立窑 9年以上 大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