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市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前退休公示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前退休核准工作的通知
》（云人社发﹝2015﹞306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企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管理工作的通知》（云人社发﹝2019﹞11号》规定，现将全市申请办理提前退休且经
用人单位，各县（市）、区人社局初审通过人员公示如下,监督电话：0871-6335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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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南昆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宋勇 男 1976-01 1984-12 铆工 有毒有害 28

2 云南建投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马向东 男 1967-02 1983-04 砖工 特繁 10

3 云南耀荣电力有限公司 金杰 男 1967-02 1987-01

锅炉本体安

装工 锅炉
本体检修工

高空、高

温
18

4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余飞 男 1967-01 1983-10 值化 有毒有害 8



5 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周宏 男 1966-11 1982-11 船舶电焊工 有毒有害 36

6 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林涛 男 1966-12 1985-07 驾驶员 特繁 10

7 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崔红明 男 1967-03 1986-07 驾驶员 特繁 10

8 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高国强 男 1967-08 1986-12 驾驶员 特繁 10

9 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梁学忠 男 1967-08 1986-12 驾驶员 特繁 10

10 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朱培云 男 1966-03 1998-04 驾驶员 特繁 10

11 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姜勇 男 1967-08 1990-07 检验工 有毒有害 8

12 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彭波 男 1967-08 1985-10 电瓶 有毒有害 8

13 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肖万全 男 1967-09 1988-10 胎工 特繁 10

14 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吕建华 男 1967-02 1985-12 电瓶 有毒有害 8

15 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江于峰 男 1967-04 1984-10 电瓶 有毒有害 8



16 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储汝才 男 1967-02 1992-01 散热器胎工 特繁 10

17 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金英泉 男 1967-07 1983-12 胎工 特繁 10

18 云南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李爱民 男 1967-12 1989-03 胎工 特繁 10

19 云南变压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王云 男 1966-11 1984-12
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

云南省昆明市劳鉴
2021年

5301992021YB00307号

20 自谋职业（昆明平板玻璃厂） 许磊 男 1975-06 1992-12
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

云南省昆明市劳鉴

2021年 

5301992021YB00359号

21 昆明西山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李卫华 男 1967-01 1984-05
选棉、

打浆工
有毒有害 8

22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杨连忠 男 1969-05 1990-01
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

云南省昆明市劳鉴
2021年 

5301992021YB00383号

23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施昆华 男 1967-01 1983-12 司炉工 高温 14

24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胡燕萍 女 1977-02 1997-07 黄磷制造工 有毒有害 10

25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姚宏斌 男 1967-03 1993-01 成型操作工 有毒有害 10

26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杨倩 女 1977-07 1997-07 磷化操作工 有毒有害 9



27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符兴智 男 1967-08 1985-12 成型操作工 有毒有害 10

28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杨琼芬 女 1977-09 1997-08 黄磷制造工 有毒有害 9

29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李彩莲 女 1977-09 2001-10 立窑工 高温 9

30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缪吉云 男 1967-10 1985-06 黄磷制造工 有毒有害 15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