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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参保职工院
我市自 2016 年启动职工医保二次补偿以来袁2016

年至 2018 年度还有 1055 人次的职工医保二次补偿合
计 3567870.1 元逾期未申请办理袁 为进一步保障参保
职工的医疗待遇袁 根据赣州市职工医保二次补偿文件

精神袁现将未申请办理职工名单予以公示袁请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尧银行卡到市行政审
批局二楼医保服务窗口办理袁 逾期未申请办理的将根
据赣州市文件规定袁 将二次补偿金额全部转入其个人
医保账户中遥

办理咨询电话院0797-2524898 或 2524798
附件院 瑞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二次补偿未申请

办理名单
瑞金市医疗保障局
2020 年 3 月 17 日

关于限期办理我市 2016 至 2018年度职工医保二次补偿的通知

瑞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二次补偿未申请办理名单
2016年 2017 年 2018 年

单位名称 姓名 单位名称 姓名 单位名称 姓名
2016 个人基本险 曾来英 2017 个人基本险 李瑞生 2018 个人基本险 杨荣耀
2016 个人基本险 廖瑞华 2017 个人基本险 胡道郁 赣南真丝针织总厂 余美兰
2016 个人基本险 邹永明 城市苗圃预交 10 年 郭小平 赣南真丝针织总厂 杨衍庭
2016 个人基本险 杨水洪 东州春蕾小学 邱善椿 赣南真丝针织总厂 徐兰香
2016 个人基本险 郭来香 东州春蕾小学 谢家荣 赣南真丝针织总厂 朱义香
2016 个人基本险 郑九秀 房地产经营公司 朱位松 赣州市烟草公司瑞金分公司 宋元权
2016 个人基本险 卢锦式 房地产经营公司 杨红 赣州医药集团瑞金医药总公司渊预缴期满停保冤 李翠清
2016 个人基本险 李瑞生 赣南真丝针织总厂 杨衍庭 赣州医药集团瑞金医药总公司渊预缴期满停保冤 李海林
2016 个人基本险 胡长明 赣州医药集团瑞金医药总公司 钟灵峰 供销系统大集体 朱带发
2016 个人基本险 钟德生 供销系统大集体 赖秀英 供销系统大集体 许德海
2016 个人基本险 陈晓青 供销系统大集体 钟水生 供销系统大集体 李良明
2016 个人基本险 杨水石 供销系统大集体 刘坤 江西九华药业有限公司(改制预留冤 胡翠娇
程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管德斌 恒吉集团诺康铜业有限公司 陈易峰 江西九华药业有限公司(改制预留冤 谢吉财
大学生村官 钟涛涛 华瑞律师事务所 杨辉 江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汤丽萍
东州春蕾小学 胡道发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瑞金市总店 曾庆炎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刘淑英
东州春蕾小学 邓茂俊 江西瑞金万年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李双剑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胡兰芳
东州春蕾小学 廖行桂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钟英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邓正荣
东州春蕾小学 胡道恒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钟菊英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卢贱生
赣南真丝针织总厂 李翠兰 江西省瑞金第一中学 熊昌辉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曾木兰
赣南真丝针织总厂 肖仁喜 九华药业渊预缴单位冤 翁显福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周玉娇
赣南真丝针织总厂 杨柏娇 九华药业渊预缴单位冤 宋智灵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罗桂英
赣州医药集团瑞金医药总公司 杨玉云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管永凤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梁海平
赣州医药集团瑞金医药总公司 刘志华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谢振福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曾昭连
供销系统大集体 刘坤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杨人盛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谢振福
供销系统大集体 钟莲秀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杨荣昌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张明
供销系统大集体 刘菊英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钟汀洲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廖荣生
供销系统大集体 杨永新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杨长寿 林业局渊关山林场冤 程启宣
江西瑞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黄日明 林业局渊关山林场冤 陈北京 林业局渊关山林场冤 刘赣州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李锦玉 林业局渊关山林场冤 刘承昌 林业局渊关山林场冤 谭钦桂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胡小兰 林业局渊关山林场冤 罗冬生 林业局渊关山林场冤 江河仔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赖晓华 林业局渊关山林场冤 胡件石 林业局渊林木良种试验场冤 陈梅芳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曾石兰 林业局渊林木良种试验场冤 陈梅芳 林业局渊林木良种试验场冤 刘传斌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李崇芳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谢永煜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杨荣权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周金兰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曾本坤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刘承权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张桃秀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廖德椿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廖德椿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王锦燊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曾德生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温招喜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熊佩金 林业局(日东营林林场) 陈泽周 林业局(日东营林林场) 朱位春
江西三龙实业公司 杨云中 林业局渊中心苗圃冤 余凤兰 林业局(日东营林林场) 沈年秀
江西省广电网络传输公司瑞金分公司 王娟华 林业局渊中心苗圃冤 朱瑞英 林业局渊中心苗圃冤 刘瑞球
江西省瑞金第一中学 赖复兴 瑞金宝钢希望小学 危竹英 瑞金宝钢希望小学 刘瑞艳
江西省瑞金润泉供水有限公司 杨荣国 瑞金宝钢希望小学 胡长荣 瑞金宝元鞋业发展有限公司 杨火连
江西省瑞金市变压器厂 赖荣旋 瑞金宝钢希望小学 黄兴根 瑞金宝元鞋业发展有限公司 潘善庆
江西省瑞金水文站 洪常青 瑞金宝钢希望小学 刘瑞艳 瑞金宝元鞋业发展有限公司 赖桂英
九华药业渊预缴单位冤 翁显福 瑞金宝钢希望小学 陈礼鉴 瑞金宝元鞋业发展有限公司 钟桂娇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刘德焕 瑞金宝钢希望小学 黄兴林 瑞金畜牧良种场 刘立琯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陈书河 瑞金畜牧良种场 谢世金 瑞金畜牧良种场 谢世金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钟桃芳 瑞金畜牧良种场 李阳坚 瑞金第二中学 谢美英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钟文开 瑞金第二中学 谢美英 瑞金第二中学 杨衍福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邱冬娇 瑞金第二中学 熊英瑞 瑞金第二中学 刘惟莹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杨长寿 瑞金粮油收储公司退休 李会昌 瑞金第二中学 刘声铭
林业局渊拔英林场冤 钟隆波 瑞金粮油收储公司退休 钟海生 瑞金干部学院 钟燕
林业局渊关山林场冤 陈北京 瑞金市 1953 年底前参军退役人员 沈能浩 瑞金市 1953 年底前参军退役人员 杨荣桂
林业局渊关山林场冤 邹声芹 瑞金市 1953 年底前参军退役人员 何道贵 瑞金市八一小学 刘福兰
林业局渊关山林场冤 罗步群 瑞金市 1953 年底前参军退役人员 张和田 瑞金市财政局 朱甲茂
林业局渊关山林场冤 程启宣 瑞金市百盈食品有限公司 李朝山 瑞金市财政局 杨云
林业局渊关山林场冤 刘兴福 瑞金市大柏地乡人民政府 李瑞林 瑞金市财政局 钟亚中
林业局渊林木良种试验场冤 陈梅芳 瑞金市地税局 谢恩明 瑞金市财政局 张丽群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刘春莲 瑞金市第六中学 刘九玉 瑞金市财政局 杨衍源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詹先阶 瑞金市第五中学 黄木生 瑞金市地税局 谢春晖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钟秀娇 瑞金市第五中学 钟雁 瑞金市第三中学 钟素兰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朱坤林 瑞金市第五中学 邓正奇 瑞金市第三中学 朱志仁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温招喜 瑞金市电影公司尧影剧院(退休) 钟义辉 瑞金市第三中学 谢发明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刘惟森 瑞金市电影公司尧影剧院(退休) 朱乾焰 瑞金市电影公司尧影剧院(退休) 钟义辉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廖德椿 瑞金市丁陂乡中心小学 陈立生 瑞金市电影公司尧影剧院(退休) 朱乾焰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陈朝福 瑞金市东山希望小学 梁文扶 瑞金市电影公司尧影剧院(退休) 胡道波
林业局渊绵江林场冤 杨衍忠 瑞金市东山希望小学 梁文彬 瑞金市东山希望小学 赖名林
林业局(日东营林林场) 钟先源 瑞金市东山希望小学 刘有铭 瑞金市东山希望小学 程方州
林业局(日东营林林场) 谢家有 瑞金市妇幼保健院 颜丽文 瑞金市福源堂大药店 曾桂华
林业局(日东营林林场) 沈年秀 瑞金市副食品公司 曾欢 瑞金市妇幼保健院 章赛英
林业局(日东营林林场) 陈泽周 瑞金市副食品公司 曹瑞荣 瑞金市妇幼保健院 杨祥泽
林业局(日东营林林场) 曾毓信 瑞金市副食品公司 钟同炘 瑞金市副食品公司 危月兰
林业局(日东营林林场) 许隆佩 瑞金市各水库退休人员参保单位 刘庆芳 瑞金市各水库退休人员参保单位 袁国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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