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度省部级劳模生活困难补助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年龄

工作单位及职

务
备注

1 陆芳芳 女 34060419690908102X 52
淮矿集团临涣矿机

电科退休职工

2 桂成林 男 342201195303062411 68
淮海集团腾岭公司

退休职工

3 杨利 女 340603197101011107 50 原纺织二厂 工人

4 陈秀兰 女 340603195910011028 61
原新一棉纺织有限

公司 工人

5 韩国志 男 340603195207154211 69
任圩办事处 光

明社区 工作人员

6 王玉梅 女 342226196507145324 56
淮北龙吉顺实业发

展公司 工人

7 聂士珍 女 340603196302050220 58 淮北纺织一厂工人

8 岳凤英 女 340603196310011088 59 原纺织一厂工人

9 郭高玲 女 34060219620111021 59
原纺织一厂工作人

员

10 张长文 男 340602195410162819 67 段园镇大庄村务农

11 孙杨勇 男 340621195212256717 69
原化家湖水泥厂厂

长

12 吕咏梅 女 340603197201080425 49
惠千姿养生会所职

工



2020 年度省部级劳模家庭困难帮扶对象名单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年

龄

工作单位及职

务
困难情况简介 备注

1 况开亮 男 342223193901281719 81

淮北矿业集团

芦岭煤矿退休

职工

况开亮劳模患多发性脑梗，

冠状动脉支架植入，高血压

三级等，2021 年因病住院两

次，花费较大。家庭 2口人，

妻子无业，无收入。

2 刘中江 34220119520105257x

淮北矿业集团

芦岭煤矿退休

职工

刘中江劳模患糖尿病、脑

梗，2020 年因病住院。家庭

2口人，妻子无业，无收入。

妻子患高血压等疾病，医药

费较高。

3 侯士银 男 340604193407100450 87

皖北煤电恒锦

置业百善分公

司退休职工

侯士银劳模，因患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症等疾病造成家

庭困难，2020 年生病住院。

家庭 2口人，妻子无工作，

无收入。妻子患有心脏病，

花费较大。

4 王多成 男 340602193610100816 85

皖北煤电集团

原孟庄矿供应

科副科长

王多成劳模，因患有高血

压、冠心病、股骨头坏死，

曾做心脏支架手术，需常年

吃药；家庭 2口人，妻子无

业，无收入。妻子曾患冠心

病住院，长期吃药费用较

高。

5 卢次海 男 342222197001030051 51

皖北煤电集团

任楼煤矿调度

所职工

卢次海劳模收入低，患有慢

性病，需吃药治疗。妻子无

固定工作，家庭 2口人。

6 王孝清 男 340604196306300414 58

中煤矿建三十

工程处退休职

工

王孝清劳模，家庭 2口人，

家属 2020 年 6 月诊断出喉

癌，自费刚性支出9万余元。



7 何祖民 男 34220119330708065X 88

中煤矿建集团

机电安装公司

退休职工

何祖民劳模 88 岁高龄，患

有老年病。家庭 2口人，妻

子失去行走能力 6年之久，

长年依赖轮椅，无退休金，

造成一定的医疗护理支出。

经济较为困难。

8 董道安 男 342201195109260616 70

中煤第七十一

工程处有限责

任公司退休职

工

董道安劳模患脑血栓，需药

物及输液治疗，6月住过一

次院。家庭 2口人，妻子患

风湿性关节炎，走路不灵

便，无业无收入，需吃药按

摩治疗。花费较大。

9 王广孝 男 34060319430228081X 78

中煤矿建集团

淮北办事处退

休职工

王广孝劳模患有严重糖尿

病、高血压等老年病，2020

年住院治疗。家庭 2口人，

妻子无工作。

10 邵业龙 男 340404192406240616 97

中煤三建第三

十三工程处退

休职工

2021.02 病故

11 任百花 女 340621193906071208 82
濉溪县原韩村

供销社营业员

任百花劳模患高血压、冠

心病、糖尿病、脑梗等，

行动不便，身边需要人照

顾，收入低生活压力大。

家庭 2口人。

12 曹修新 男 340621194005129016 81
濉溪县原五沟

供销社主任

曹修新患有心脏病、高血

压、且行动不便，2020

年因病住院治疗。家庭 2

口人，妻子患有脑梗，高

血压和白内障，需吃药治

疗，花费较大。



13 张志汉 男 340621192805150316 93
濉溪县木器厂

原车间主任

张志汉 93 岁，丧偶，年

老多病，行动不便，子女

轮流照顾，需常年吃药，

支出较大。

14 朱志英 女 340621194012242420 82
濉溪理发店退

休职工

朱志英 82 岁高龄，身患

多种疾病，脑梗，冠心病，

高血压和多发性甲状腺

瘤，身体多次做手术，每

年都要住院治疗，长期服

药。家庭人口 2人，丈夫

也患有脑梗，行动不便，

生活不能自理，长期用

药，支出较大。

15 董宏荣 男 340621194310100818 78
原濉溪县商务

局 经理

董宏荣劳模患脑梗疾病，

无劳动能力，无法正常行

走，需要专人照顾，患严

重痔疮，以及严重的哮喘

病，且经常发作，每年住

院多次，生活存在困难。

妻子无收入。

16 韩国志 男 340603195207154211 69

相山区任圩街

道光明社区退

休职工

韩国志劳模患糖尿病、脑

梗死、冠心病、高血压、

眼底出血、黄斑变性等多

种疾病，家庭 2口人，妻

子无业。

17 谭君府 男 340603195005110237 71
市一建公司退

休职工

谭君府劳模儿子患尿毒

症，全家 5口人，花费较

大。

18 郭高玲 女 34060219620111021 59
纺织一厂退休

职工

郭高玲劳模患有高血压、

脑梗、腰间盘突出，颈椎

间盘突出，长期服药。家

庭 2口人，与母亲一起生

活，生活困难。



19 黄建民 男 340604194502032016 76

长源（淮北）

焦化有限公司

退休职工

黄建民因工伤造成右耳

听力丧失，二级残疾，妻

子、儿子、儿媳、女儿均

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

生活及医药开支巨大。

20 胡宝德 男 340604192707202016
已

故

长源（淮北）

焦化有限公司

退休职工

2020.02 去世

21 邓启林 男 340602194612200014 75

原中央储备粮

淮北直属库副

主任

邓启林劳模与妻子，均患

癌症。家庭 2口人，用于

抗癌手术术后恢复及糖

尿病、高血压慢性病日常

治疗开支较大。

22 李居所 男 340603193209101018 89

原淮北汽运公

司 原修

理厂厂长

李居所大脑萎缩致老年

痴呆，并患高血压、动脉

硬化、心脏舒张功能降低

等疾病，生活不能自理，

需 24 小时护理。

23 房家生 男 340602193805030213 83
原矿山集社副

主任

房家生患有严重风湿性

关节炎，本人工资低，家

庭 2口人，妻子无收入。

24 孙德广 男 340602194102040217
已

故

325 地质队退

休职工

劳模孙德广劳模张某，家

庭年收入 7.89 万元， 2

口人， 2021 年因患癌症

住院刚性支出 64018.62

元。2021 年 8 月去世。



25 桂成林 男 342201195303062411 68
淮海集团腾岭

公司普通职工

桂成林于 2015 年 9 月被

重物砸中，导致腰三神经

断裂，经医院救治后，被

鉴定为一级伤残，高位截

瘫、大小便失禁生活完全

不能自理。除去正常生活

支出，目前还需一人全天

候陪护每月支出3000元，

需要长期服用治疗类药

物每月 500 元，需要尿不

湿、尿垫导尿管等长期性

医疗用具每月 800 元。此

外还需要定期医院住院

检查每年共计15000元左

右。辅助性残疾用具更换

（轮椅等）每年 1000 元。

日常生活费用月支出

2000 元左右。

26 李素勤 女 34060319480308004x 73
原淮北市百货

公司职工

李素勤劳模丈夫 2020 年

患胰腺炎危重，住院治疗

花费较大，已去世。母亲

九十多岁体弱多病需要

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