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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
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
挥、亲自部署，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面落实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在大战中
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广大基层党组织紧
急动员、有力组织、守土尽责，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
员挺身而出、舍生忘死、英勇奋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构筑起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的严密防线，凝聚起众志成城、共
克时艰的强大力量，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在防控疫情斗争第
一线。

为表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共产党员
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往无前、
不懈奋斗，党中央决定，授予蒋荣猛等186名共产党员“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追授单玉厚等14名共产党员“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称号，授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党委等
150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这次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是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中的优秀
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鲜明昭示了我们党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生动展现了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价值追求，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
利的政治品格，充分彰显了党的严密组织体系的强大组织力、
行动力、战斗力。党中央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都要以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为
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
真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
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
做好事、解难事，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带头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
神，不断激发砥砺前行的奋进动力；始终保持顽强的斗争精
神，勇于担当作为，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重
大斗争中经得起考验，以学先进、争先进、赶先进的实际行动
凝聚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强大力量。

当前，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艰巨而繁重，前进道
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严峻而复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全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奋发有为、扎实工作，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为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
一、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200名）
北京市
蒋荣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主任

医师、国家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办公室主任
郭会敏（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内科总护

士长、感染中心总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刘清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主任医师
李素英（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原感染管

理科主任，主任医师
庞星火（女）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委员、副主

任，主任医师
李德青（女）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福祥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任 剑 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
贾晓宏（女） 北京日报社科教卫新闻部记者
郭双朝 北京建工集团总承包部副经理，北京小汤山医

院升级改造工程前线指挥部副指挥长
天津市
单玉厚 滨海新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滨海新区应

急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兼）
吴 琦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医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综合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陆 伟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河北省
梅建强 河北省中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主任医师
阎锡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一科主

任，主任医师
甄洪月 沧州市运河区水月寺街街道办事处四合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山西省

范梦柏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委员，主任医师
张颖惠（女）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护理部副主任，主

任护师
陈 浩 晋城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
内蒙古自治区
何建华（蒙古族） 兴安盟突泉县公安局育文派出所原三

级警长
玲 玲（女，达斡尔族） 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巴

彦托海镇赛克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淑君（女） 锡林郭勒盟医院主任护师
辽宁省
徐英辉 大连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主任医师
王振宁（满族） 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谷 野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主任中医师
姜义双 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辽宁日报驻铁

岭记者站站长
朱哨兵（满族） 本溪市桓仁县公安局华来派出所原所长
吉林省
吕国悦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刘天戟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李晓静（女） 吉林日报社科教卫部记者
黑龙江省
赵鸣雁（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主任医师
王洪亮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一病

房主任，主任医师
尚玉山 北安市铁南党员爱心志愿服务总队队长
上海市
郑军华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

师
张文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陈尔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主

任医师
黄 翔 上海市铁路上海站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任
张军萍（女） 闵行区莘庄镇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

社区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钱海军 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原党委委员、副总

队长
江苏省
邱海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主任医师
徐 辉（女） 南京市中医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副主任

医师
骆 婷（女） 徐州市鼓楼区牌楼街道鼓楼花园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
周海江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朱 斌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运政稽查支队一大队大队长
蒋大为 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建淮派出所所长、淮安

区石塘镇党委政法委员
浙江省
李兰娟（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主任医师
崔 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

任，主任医师
虞 洪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党委委员、副

院长、下沙院区副院长，主任医师
林乐清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

任医师
朱红明（女）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大港社区党委书记
张严峻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所党支部

书记、所长，主任技师
安徽省
汪天平 安徽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党总支书记、所长，

主任医师
施咏康 合肥市包河区原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

部长
姜小敢 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外科第九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
张孝飞 亳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病区副主

任，副主任医师
夏晓丹（女） 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日间医疗管理中心副

主任、护士长，第六党总支第二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护师
福建省
谢宝松 福建省立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

医师
杨婷婷（女） 泉州市丰泽区丰泽街道丰泽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叶 玲（女）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

医师
江西省
祝新根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刘良徛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主任中医师

（下转第六版）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020年9月8日）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
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
研究决策、部署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疫情防控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各党政军群机关、企事业单位和
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全国一盘棋，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
一协调、统一调度，坚决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总要求，上下同心、全力以赴，同时间赛跑、与病魔
较量，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坚决遏
制了疫情扩散蔓延势头，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取得重大成果。

在这场严峻斗争中，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和人民重托，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广大医务工作者发
扬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义无反顾、日夜奋战；人民解
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敢打硬仗；广大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
社区工作人员忠诚履职、坚守岗位；广大科研人员、新闻工作者、
下沉干部、志愿者、企业职工真诚奉献、不辞辛劳；广大人民群众
顾全大局、守望相助，以牺牲和奉献、坚持和努力，为全国抗疫斗
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英勇表现和感人事迹可歌可泣、催人
奋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
优势，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唱响了
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英雄凯歌。

为大力弘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形成的伟大精神，充
分激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
感，广泛凝聚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党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童朝晖等1499名同志“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授予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等500个集
体“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
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
断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扩散蔓延，我国统筹推进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党中央
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顽强拼搏、勇担重任，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
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名单
（1499名）

北京市
童朝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委员、副

院长，主任医师
蒋荣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主任

医师、国家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办公室主任
郭会敏（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内科总护

士长、感染中心总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刘清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主任医师
丁新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李素英（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原感染管

理科主任，主任医师
西英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16病区

主任，主任医师
刘景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重症医学科主

任，主任医师
孙 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主任医师
梁连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二科

主任，主任医师
骆金铠（女，满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护

理部主任、护理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护师
唐子人（回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

副主任，主任医师
周建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党委委员、副

院长，主任医师
卢联合（满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管

理处处长，主任医师
王一书（女） 北京小汤山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
金荣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主任医师
文 静（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

总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姜 利（女）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
郭 军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内科部第二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
刘 芳（女） 北京市普仁医院急诊急救科医师
冯 亿 北京市肛肠医院（北京市二龙路医院）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俞 芃（女） 北京市回民医院脑病一病房（重症监护室）

A1病房主任，副主任医师
任玉娟（女） 朝阳区三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

记，副主任医师
张之翠 朝阳区双桥医院手术麻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柳洪杰 海淀区马连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主任

医师
吴 浩 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熊 盈（女） 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科副主任医师

何艳丽（女） 石景山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
马雪莲（女） 房山区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护士长
纪智礼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党委书记、院

长，主任医师
杨力生 顺义区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秦素萍（女） 昌平区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务科副科

长，主任医师
郑梦梦（女） 大兴区人民医院感染内科护士
王国伟 怀柔医院医务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
孙立珍（女） 密云区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陈丽娟（女） 延庆区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庆医院）

感染疾病科护士长
庞星火（女）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委员、副主

任，主任医师
杨 鹏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全球健康中心办

公室主任
马建新 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与地方病控制

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张继涛 昌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和有害生物防制

科职员
姬莉莉（女） 怀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副科长
任 剑 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
王木香（女）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西三旗派出所一级

警长兼文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
徐沛营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永外派出所党支部书

记、所长
傅天雷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右安门派出所三级警长

兼玉林西里社区党委副书记
王宗桃 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杜家庄站派出所一级

警长
张 旗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警务支援支队综合中队

中队长
裴增军 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康庄站派出所（康庄公

安检查站）所长（站长）
李德青（女）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福祥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程子夏（女） 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乐城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贾秀杰（女） 海淀区万寿路街道永定路西里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李美红（女） 石景山区八角街道八角中里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佟广华（女） 门头沟区城子街道龙门新区三区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
白永波 北京振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保安队长
王翠娟（女） 昌平区霍营街道华龙苑北里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
周 晖（女） 大兴区高米店街道茉莉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王月波（女） 平谷区滨河街道滨河社区党总支书记、居
委会主任

贾晓丰 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数据管
理部部长

陈 冲（回族） 北京市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处处长
陆 珊（女，满族）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

副处长
田 涛 北京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

主任
刘 冰 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彩所副所长
郭双朝 北京建工集团总承包部副经理，北京小汤山医

院升级改造工程前线指挥部副指挥长
巩月琼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李大任 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北京固废物流有限公司

医疗废弃物收运处理中心经理
薛向东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浩浩 中关村科学城城市大脑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

行官
林长青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
高 强 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冯 健（女） 航卫通用电气医疗系统有限公司MICT生

产运营经理
贾晓宏（女） 北京日报社科教卫新闻部记者
张健伟 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处副处长
李峰威 北京市红十字雷锋车队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队

长，中建三局北京公司通州分公司员工
天津市
吴 琦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医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综合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陆 伟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于洪志 天津市海河医院科教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王凤梅（女）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

任医师
王 莹（女）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预防保健处处长、护

理部副主任、纠风办公室主任，主任护师
刘 筠（女） 天津市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

医师
史东升 天津市胸科医院主任医师
徐 磊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

医师
徐卫国 天津市天津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彭 民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张 磊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

任，副主任医师
刘学政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院急症党支部

书记、急症部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下转第七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关于表彰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
（2020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