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示
全县城乡居民：

  根据柳医保发[2020]1号文件精神以及城乡居民医疗救助患者所在乡
(镇)政府的调查结果,经局务会研究决定,2021年第二批拟城乡居民医
疗救助对象名单公示如下:

序号 类别 乡镇 村委 户主 患者 患者身份证号码

1 低收入家庭 陈家湾乡 西垣村 雷鸡有 雷鸡有 142327********0779

2 低收入家庭 柳林镇 东凹村 李新明 吉云秀 142327********102X

3 低收入家庭 王家沟乡 兴隆湾村 薛底树 陈无英 141125********0027

4 低收入家庭 高家庄村 薛村镇 王恩德 王恩德 142327********2276

5 低收入家庭 三交镇 下塔村 高维云 高维云 142327********2873

6 低收入家庭 李家湾乡 蔡家沟村 王栓爱 王栓爱 141125********0027

7 低收入家庭 穆村镇 沙曲村 康锦龙 康锦龙 142327********1719

8 低收入家庭 成家庄镇 张家庄村 王存元 王存元 142327********4912

9 低收入家庭 高家沟乡 穆家窳村 高忠明 李国英 142327********3326

10 低收入家庭 金家庄乡 前庄上村 王明俊 王明俊 141125********0028

11 低收入家庭 薛村镇 薛村 南世平 南世平 142327********2034

12 低收入家庭 柳林镇 贺昌村 杨有全 李秀英 142327********0502

13 低收入家庭 留誉镇 圪台村 高兴元 陈俊眼 141125********0028

14 低收入家庭 留誉镇 下岔沟 白杨锁 白杨锁 141125********0015

15 低收入家庭 成家庄镇 成家庄村 李成海 李成海 141125********0032

16 低收入家庭 石西乡 呼家垣村 胡志荣 胡凯淇 141125********0061

17 低收入家庭 柳林镇 城东居委会 任军军 任彦成 141125********0030

18 低收入家庭 柳林镇 贺昌村 刘廷智 刘廷智 142327********047X

19 低收入家庭 柳林镇 东街 刘海富 刘海富 142431********7214

20 低收入家庭 贾家垣乡 德岗垣村 王玉锁 王玉锁 142327********1239

21 低收入家庭 金家庄乡 苏家庄村 高玉清 高玉清 141125********0024



22 低收入家庭 庄上镇 梨树凹村 张廷柱 张涵 141125********0068

23 低收入家庭 陈家湾乡 东垣村 李俊高 李俊高 142327********0779

24 低收入家庭 李家湾乡 慕家垣村 杜吉义 杜三汝 142327********0229

25 低收入家庭 三交镇 宋家沟 宋生福 刘旺香 142327********2867

26 低收入家庭 柳林镇 屈家沟村 李永丽 刘子芮 141125********0027

27 低收入家庭 庄上镇 呼家圪台村 李四改 刘雨诺 141125********0024

28 低收入家庭 庄上镇 呼家圪台村 李四改 刘宇扬 141125********0032

29 低收入家庭 柳林镇 杨家港 高迎海 于继连 141125********0029

30 低收入家庭 柳林镇 贺昌村 高香梅 宋佳宓 141125********0025

31 低收入家庭 成家庄镇 官庄垣村 刘正勇 刘正勇 142327********4914

32 低收入家庭 成家庄镇 下垣则村 柳有有 柳有有 142327********491X

33 低收入家庭 柳林镇 刘家圪垯村 赵月科 赵月科 142327********0474

34 低收入家庭 孟门镇 吉家塔村 车冬林 穆荣珍 142327********5610

35 低收入家庭 庄上镇 长峪村 张存明 王瑞珍 142327********268X

36 低收入家庭 穆村镇 杜峪村 白登武 白登武 142331********0019

37 低收入家庭 庄上镇 庄上村 刘翠平 张海兆 142327********0018

38 低收入家庭 留誉镇 后柳家沟村 杨兵海 杨兵海 141125********0039

39 低收入家庭 孟门镇 高下村 高平生 高探明 141125********0033

40 低收入家庭 薛村镇 薛家垣村 杨桂连 杨桂连 142327********2027

41 低收入家庭 柳林镇 西街 王龙龙 王予庭 141125********002X

42 低收入家庭 石西乡 刘家垣村 刘兵儿 刘兵儿 142327********2013

43 低收入家庭 孟门镇 吉家塔村 吉宝应 李树林 142327********5620

44 低收入家庭 留誉镇 杜家庄村 雷唤汝 雷唤汝 141125********0027

45 低收入家庭 金家庄乡 南辛安村 赵三清 赵三清 141125********0014

46 低收入家庭 柳林镇 青龙村 任福昌 任福昌 142327********0478

47 低收入家庭 柳林镇 锄沟村 梁探根 梁探根 142327********0490

48 低收入家庭 薛村镇 南坡村 武照香 武照香 141125********0024



49 低收入家庭 庄上镇 张家湾村 张海娥 张海娥 142327********0029

50 低收入家庭 庄上镇 山头村 张月柱 张月柱 142327********0015

51 低收入家庭 柳林镇 后毛家庄村 杨玉连 杨玉连 142327********0482

52 低收入家庭 柳林镇 贺昌村 田成大 任冬英 142327********0481

53 低收入家庭 李家湾乡 梁家会村 李国应 李国应 142327********021X

54 低收入家庭 李家湾乡 韩家坡 韩国柱 韩国柱 141125********0016

55 因病致贫家庭 李家湾乡 蔡家沟村 刘艳平 刘艳平 142327********0212

公示期：2021年5月14日至5月21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致电0358—4087808.

 柳林县医疗保障局

2021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