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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工信局(红都糖厂) 刘招发 瑞金市井冈山小学 刘冬梅 瑞金市黄柏乡中心小学 张水石
瑞金市工信局(花炮厂) 张茂进 瑞金市九堡镇中心小学 刘贵荣 瑞金市建筑工程公司 赖裕沐
瑞金市工信局(花炮厂) 杨衍海 瑞金市九堡镇中心小学 罗承连 瑞金市交通局渊纺织器材厂冤 邹光雄
瑞金市工信局(化工厂) 杨生娇 瑞金市九堡镇中心小学 刘学群 瑞金市交通运输集团公司 张继海
瑞金市工信局(化工厂) 袁文跃 瑞金市九堡镇中心小学 邹承根 瑞金市交通运输集团公司 刘立栋
瑞金市工信局(化工厂) 杨衍沛 瑞金市九堡镇中心小学 钟天仿 瑞金市交通运输集团公司 曾建义
瑞金市工信局(化工厂) 周春发 瑞金市九堡镇中心小学 邹道生 瑞金市交通运输集团公司 陈桂香
瑞金市工信局(化工机械厂) 钟香娇 瑞金市九堡镇中心小学 钟盛倡 瑞金市交通运输集团公司 肖汉琢
瑞金市工信局(化工机械厂) 黄日发 瑞金市九堡镇中心小学 邱金煌 瑞金市交通运输集团公司 钟选民
瑞金市工信局(化工机械厂) 张志兰 瑞金市九堡镇中心小学 王卫才 瑞金市交通运输集团公司 何小明
瑞金市工信局(化工机械厂) 谢桂英 瑞金市九堡镇中心小学 刘素英 瑞金市金都小学 刘莉萍
瑞金市工信局(化工机械厂) 杨远银 瑞金市九堡镇中心小学 钟久淦 瑞金市口岸办公室 刘建民
瑞金市工信局(化工机械厂) 杨荣椿 瑞金市九堡镇中心小学 钟天佐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钟起坤
瑞金市工信局(化工机械厂) 朱桂娣 瑞金市九堡镇中心小学 钟同骏(鵕)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邓圣初
瑞金市工信局(化工机械厂) 郭隆柳 瑞金市九堡镇中心小学 罗发宝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杨永富
瑞金市工信局(化工机械厂) 王章兴 瑞金市九堡镇中心小学 邱学辉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邓正钧
瑞金市工信局(化工机械厂) 刘维清 瑞金市九堡镇中心小学 王福生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朱位衡
瑞金市工信局(黄柏煤矿) 邹光富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钟起坤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杨世炳
瑞金市工信局(黄柏煤矿) 谢万珩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杨远堂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杨美卿
瑞金市工信局(黄柏煤矿) 张胜伯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刘厚宽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朱翠英
瑞金市工信局(活性炭厂) 杨衍洪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钟荣福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袁石秀
瑞金市工信局(活性炭厂) 谢万忠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钟秀梅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黄隆锦
瑞金市工信局(活性炭厂) 钟卫银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朱位衡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杨大芸
瑞金市工信局(机床厂) 田淑云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杨人秀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危恭生
瑞金市工信局(机床厂) 谢香艺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曾庆仁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杨荣涛
瑞金市工信局(机床厂) 谢成福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钟卫璋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刘立基
瑞金市工信局(机床厂) 王锦春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朱家茂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钟善桃
瑞金市工信局(机床厂) 宋家洲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钟德钦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钟运杰
瑞金市工信局(机床厂) 胡道仁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许长发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赖甲昆
瑞金市工信局(机床厂) 龚锦凤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钟美生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杨水洲
瑞金市工信局(机床厂) 姜妙珠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赖裕勋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谢远昌
瑞金市工信局(机床厂) 钟如波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曾连庆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杨人庆
瑞金市工信局(机床厂) 邓光春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邓圣初 瑞金市粮油收储公司(30 人到退休年龄要停保袁2 人正常) 曾德明
瑞金市工信局(机床厂) 杨衍玲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钟明 瑞金市粮油收储公司(30 人到退休年龄要停保袁2 人正常) 李永荣
瑞金市工信局(精选厂) 钟良河 瑞金市力帆光彩学校 钟章祺 瑞金市旅游服务公司 钟荣发
瑞金市工信局(啤酒厂) 林金花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董能芹 瑞金市旅游服务公司 刘秀仔
瑞金市工信局(啤酒厂) 邹光辉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曾湖南 瑞金市旅游服务公司 曾秀兰
瑞金市工信局(啤酒厂) 熊美华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邹方谅 瑞金市旅游服务公司 刘凤娇
瑞金市工信局(食品厂) 谢凤娇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杨远瑞 瑞金市旅游服务公司 杨菊娣
瑞金市工信局(食品厂) 钟翠英 瑞金市粮食局改制退休人员 谢远昌 瑞金市旅游服务公司 钟石英
瑞金市工信局(食品厂) 朱香娣 瑞金市粮食流通服务中心 赖瑞传 瑞金市民营企业管理局 兰洪
瑞金市工信局(食品厂) 谢燕朋 瑞金市粮食流通服务中心 钟善桃 瑞金市民政局 刘庆华
瑞金市工信局(食品厂) 谢泽海 瑞金市林业局 谢成会 瑞金市民政局招待所(退休) 朱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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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工信局(水泥厂) 李润棋 瑞金市旅游服务公司 刘金生 瑞金市南华水库退休 危玉秀
瑞金市工信局(水泥厂) 吴瑞卿 瑞金市旅游服务公司 杨玉英 瑞金市南华水库退休 刘国柱
瑞金市工信局(水泥厂) 邓继红 瑞金市旅游服务公司 杨菊娣 瑞金市农机公司 杨人中
瑞金市工信局(水泥厂) 赖翠英 瑞金市皮防所 钟东林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杨衍达
瑞金市工信局(水泥厂) 张志群 瑞金市皮防所 袁应均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朱文涛
瑞金市工信局(水泥厂) 江声茂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刘衍玉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刘秀菊
瑞金市工信局(水泥厂) 陈冠雄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杨厚秀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宋家茂
瑞金市工信局(水泥厂) 洪先军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杨厚锦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吴志槐
瑞金市工信局(小车厂) 刘水庆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廖行树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温泽华
瑞金市工信局(印刷厂) 宋方连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温泽华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黄桂生
瑞金市工信局(印刷厂) 梁文玉 瑞金市清溪初级中学 邓俊祺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刘忠荣
瑞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赖世涛 瑞金市人民医院 钟焕华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赖名倌
瑞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谢裕新 瑞金市人民医院 谢远钧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江翠兰
瑞金市公安局 赖勇春 瑞金市壬田卫生院 李秀华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张佳才
瑞金市公安局 刘柏森 瑞金市瑞林镇政府 黄远福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许道煌
瑞金市公安局 杨小云 瑞金市瑞林镇政府 李庭球 瑞金市汽运总公司(退休) 孔令兴
瑞金市公安局 唐春香 瑞金市瑞林镇中心小学 罗居银 瑞金市全方电声有限公司 张芳
瑞金市供销社渊财政和社保发工资冤 李安柏 瑞金市瑞林镇中心小学 罗光华 瑞金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协会 刘炳生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杨衍勋 瑞金市瑞林镇中心小学 陈玉清 瑞金市人民医院 钟焕华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兰胜喜 瑞金市瑞林镇中心小学 陈颂森 瑞金市人民医院 杨水娇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朱德梯 瑞金市瑞林镇中心小学 宋祥彬 瑞金市人民医院 于文兰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许莲秀 瑞金市润泉供水有限公司 钟泉 瑞金市人民医院 郭淑珍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赖远煊 瑞金市沙洲坝初级中学 钟先坤 瑞金市人民医院 肖流跃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巫凤英 瑞金市沙洲坝初级中学 赖泽亮 瑞金市人民医院 谢莲英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邹方论 瑞金市沙洲坝初级中学 廖流发 瑞金市人民医院 刘素敏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王先椿 瑞金市沙洲坝镇八一希望小学 刘海生 瑞金市人民医院 黄燕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杨桂清 瑞金市沙洲坝镇八一希望小学 胡道福 瑞金市人民医院 许长连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黄生娣 瑞金市沙洲坝镇八一希望小学 李东北 瑞金市人民医院 段新模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曾本注 瑞金市商务局(化妆品公司改制退休) 何玉英 瑞金市人民医院 杨德昌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钟积发 瑞金市商务局(煤炭公司改制退休) 陈仁辉 瑞金市人民医院 黄甫发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曹治民 瑞金市商务局(食品公司改制退休) 钟天仁 瑞金市人民医院 袁瑞龙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刘良梧 瑞金市商务局(食品公司改制退休) 刘家寿 瑞金市壬田镇人民政府 温桢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陈泽焜 瑞金市商务局(食品公司改制退休) 钟文柏 瑞金市瑞林镇卫生院 陈志云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李洪炳 瑞金市商务局(食品公司改制退休) 陈济民 瑞金市瑞林镇中心小学 谢荣理
瑞金市供销社国有改制退休人员 刘淑珍 瑞金市商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李辉浪 瑞金市瑞林镇中心小学 黄德榜
瑞金市国税局 邹小明 瑞金市水利局 谢祖明 瑞金市沙洲坝初级中学 赖泽亮
瑞金市鸿发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杨勇军 瑞金市水利局 邹新钿 瑞金市沙洲坝镇八一希望学校 杨衍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