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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上接第四版）
张广艳（女） 津南区双闸卫生院副院长，副主任护师
王海英（女） 蓟州区人民医院心内一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卢 振 天津市红桥医院护师
张 颖（女）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郝肖阳 宝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控制科副主任

医师
沈 鋆 天津市公安局指挥部情报中心主任
魏志坚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副支

队长
于军红 天津市滨海监狱医院副院长
苗 苗（女） 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王 靖（女） 河西区友谊路街道谊城公寓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林则银（女，布依族） 北辰区瑞景街道宝翠花都社区党

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尔唐 武清区豆张庄镇西洲村原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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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春德（满族） 东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科

副科长
徐文华 河北区环境卫生管理一所工人
肖建永 瑞安森（天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厂长
罗 骏 天津津云新媒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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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 懿 河北省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喻昌利（满族）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付素珍（女） 邢台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童 莉（女） 衡水市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于红莲（女） 保定市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护士长，副主

任护师
王晓芳（女）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内科）护士

长，副主任护师
张晓静（女） 遵化市中医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师 鉴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办公室党支部书记、主任，主任技师
赵 川 石家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李素红（女） 廊坊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李顺利 沧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主

任医师
李伟昊 邯郸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委员、技术负责

人，主任技师
高丽君（女）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处长，

副主任医师
李彦涛 石家庄新干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支润芳（女） 承德市双桥区西大街街道碧园社区党支部

书记、居委会主任
孟凡杰 共青团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委书记
李向国 廊坊市香河县看守所所长
姜利民（蒙古族） 保定市涿州市公安局挟河公安检查站

常务副站长
臧占全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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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华 河北海德塑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崔建刚 衡水市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督科科长
薛 鹏 邯郸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收费管理办公室主任
张平均 雄安新区安新县赵北口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安松松 中国雄安集团有限公司业务经理
张文敏 河北广播电视台记者
岳历新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沿海经济带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
山西省
关 炜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医院）肺病科副

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惠蓉（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儿科护士长，副主

任护师
原大江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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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梅（女） 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主任医师
何 华（女） 山西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杨晓静（女） 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医学科学院）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王 献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主任医师
郝红慧（女） 运城市稷山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

长，副主任护师
杨 鹏 山西省阳泉第二监狱医院监内外科护士长
范梦柏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委员，主任医师
郭建娥（女） 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李满生 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街道后北屯社区党委副书

记、居委会主任
梁鹏飞 山西省平遥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

主任医师
马 霞（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主任医师
姜 萍（女）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CCU

主管护师
李廷荃 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

任医师
任斌知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检验科科长，副

主任技师
王美霞（女）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主任医师
陈 浩 晋城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
梁 震 山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摄像记者
张秀珍（女） 忻州市五台县居民办事处西米市社区党支

部书记
陆 玫（女） 山西天龙救援队队长
张晓峰（女） 山西省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基层室主任
内蒙古自治区
刘德江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红十字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云妙珍（女，蒙古族）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医院内科护士

长，副主任护师
史占华 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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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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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淑花（女，蒙古族） 通辽市医院感染控制科负责人，主

任护师
董彩凤（女）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刘淑君（女） 锡林郭勒盟医院主任护师
宋大伟 乌兰察布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勤务大队大队长
苏 云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王 星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复兴镇庆生村村委会主任
周慧德 乌海市海勃湾区凤凰岭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主任
彭 伟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

员、副主任
陈 静（女，蒙古族） 二连浩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

生物检验师
袁大森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警务技术三级主管
苏 妮（女） 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第一医院护理部

主任，副主任护师
刘 春 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新闻网副总编辑
孙德俊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王文瑞 内蒙古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

任医师
高 飞（女）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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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晓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
赵 敏（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急诊科主任，

主任医师
刘志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朱 芳（女） 辽宁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谷 野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主任中医师
王拱辰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肝病十科主任，主任医师
常东岳（回族） 锦州市传染病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于 辉 辽宁省肿瘤医院主管护师
孟大为 辽宁省金秋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
曲妮妮（女）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主

任医师
张凤香（女）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教

研室副主任、科室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崔文权（朝鲜族） 大连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
王丽微（女）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总医院呼吸与危

重医学科一病房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 珉（女） 本溪市中心医院干三病房主任，主任医师
周明萍（女，满族） 辽阳市传染病医院感染管理科科长、

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方 红（女） 铁岭市中心医院感染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薛海英（女） 盘锦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李 飞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病区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孔 艳（女） 沈阳市大东区津桥街道百乐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党 立（女） 大连市沙河口区李家街道锦华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李玉鸿（满族） 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药山镇水獭岭村

村委会主任
杨立峰（女） 抚顺市望花区塔峪镇党委书记
侯广宇（满族） 桓仁满族自治县二棚甸子镇党委书记
王秀君（满族） 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太平哨镇泡子沿

村原党支部书记
张光明 锦州市交通运输局安全总监
项 莉（女） 营口市站前区跃进街道办事处振华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方秀春（女，满族） 阜新市细河区玉龙街道育新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郝玉峰 辽阳市灯塔市柳河子镇党委书记
石玉兰（女） 铁岭市昌图县昌图镇果园社区党总支书记
崔志刚 朝阳市卫生监督局学校卫生监督科原副科长
赵丽影（女） 葫芦岛市龙港区龙湾街道新兴社区党支部

书记、居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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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富祥 辽宁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辽宁省档案局局长
梁宏军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处处长
朱哨兵（满族） 本溪市桓仁县公安局华来派出所原所长
徐宝贵 大连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原支队长
杨佐森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主

任医师
陈少纯 沈阳迈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吉林省
张 捷（女）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主任医师
吕国悦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秦彦国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刘天戟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乔云峰 吉林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姚来顺 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吉林省公共卫生研

究院）副主任，主任医师
李 彬 吉林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副总队长
李晓静（女） 吉林日报社科教卫部记者
霍 烽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副处长
艾泽铭（满族） 北华大学学生
张 健（女）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传染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 刚 长春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薛晓婉（女） 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党总支书

记、居委会主任
徐 聪（女） 四平市传染病医院护士长
毕雪娇（女） 辽源市人民医院护士长，主任护师
徐 晶（女） 通化市中心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

任医师
孙晓岩（女） 白山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姜 娜（女） 长岭县前七号镇原党委副书记
张立艳（女） 白城中心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孙燕成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局副局长
黑龙江省
于凯江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党委副书

记，主任医师
赵长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主任

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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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磊（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副护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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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庆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内六科病房副主
任，主任医师

毕宏远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医师

张东海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主
任，主任医师

刘旭之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呼吸三科主任，
主任医师

谢凤杰 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

孙 磊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ICU主治医师
于铁夫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原普外科主治医师
王冬梅（女）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

护师
杨翠红（女） 绥芬河市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林玉华（女） 鸡西市人民医院血液病肿瘤内科主任、发

热门诊主任，主任医师
肖柏春 伊春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陈海波 七台河市人民医院传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李晓波 绥化市第一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公维云（女） 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主任
孙殿军 哈尔滨医科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
许 军（女） 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

制所所长，主任医师
王春天 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铁锋分局新工地派出所原四

级警长
杜长龙 黑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一级警长
郑 峰 黑龙江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哈尔滨机场派出所

所长
张玉珠（女） 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荣市街派出所四

级警长
吴春雷 大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宣传大队大队长
张 志 鹤岗市看守所副所长
薛玉娟（女）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
刘 颖（女） 哈尔滨市香坊区建筑街道绿海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栾姝影（女） 佳木斯市前进区乐园社区第一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
张金凤（女） 双鸭山市尖山区八马路街道朝阳社区党支

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何晓艺（女）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通联部

副主任
韩 峙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尚玉山 北安市铁南党员爱心志愿服务总队队长
冷友斌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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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振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钟 鸣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

任医师
王春灵（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副

主任护师
马 昕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

医师
李圣青（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呼吸科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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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德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主任医师
戴 倩（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护师
刘立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重症监护室

副护士长
王振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

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文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李 锋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

任，副主任医师
曾 玫（女，回族）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传染科主任，

主任医师
胡必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李 欣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
瞿洪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主任医师
皋 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主任医师
李颖川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重症疼

痛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
张 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委员、内科

党总支书记、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
李若明 徐汇区凌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

记、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 红（女）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主管护师
吴寰宇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所长，

主任医师
钱海军 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原党委委员、副总

队长
胡军华 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沪昆高速公安检查站站长
王昊君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治安支队副科长
杨 强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二十四大队大队长
姚华锋 上海环城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运行部经理
邵俊斌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卫民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魏 凡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记者
肖 寒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少先队工作部二级主任科员
彭 靖（女） 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专家组组长，主任医师
邹 忠 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综合协调组副处长
王朝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病理科主

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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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少伟 普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机动中队

副中队长
华 磊（女） 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瑞虹第一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
李 芳（女） 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图们路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
王友农 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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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彪 嘉定区马陆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
邵红光 青浦区赵巷镇中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鲁华安 奉贤区救助管理站党支部书记、站长
汤惠琴（女） 崇明区城桥镇城西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

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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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群（女）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主任医师
史锁芳 江苏省中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中医师
鲁 翔 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

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刘 云（女） 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钱红英（女）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护士长，

主任护师
武 鸣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黄 茂 江苏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

任医师
杨 毅（女）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
李娟娟（女）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师
徐 辉（女） 南京市中医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副主任

医师
戚建伟 南京市第一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陈静瑜 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余加席 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徐天敏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建平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缪愿戍（女） 南通市肿瘤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副主

任护师
陈晓兵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通灌院区门急诊党支部

副书记
郑玉龙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医师
张红军 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主

任医师
赵俊霞（女） 丹阳市延陵镇卫生院护士长
马智龙 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科长，

主任技师
王家猛 宿迁市钟吾医院大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石健峰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
任晓波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健康监察专员
傅仕伟 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宁淮高速公路南

京管理处党总支书记、处长
杨广学 江苏省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副总队长
黄亦珉 江苏省签证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
谢高云 苏州艾旺纺织品有限公司生管部经理
孙兰兰（女） 现代快报社融媒体中心主任
金 雷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化发展处副处长
梁 茹（女）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疾病预

防控制所副所长，主任医师
张新宝 南京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党委副书记、副支队长
周海江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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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惠良 常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
朱 斌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运政稽查支队一大队大队长
朱林志 南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综合执法员
肖 伟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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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荣华 盐城市卫生监督所党总支委员、副所长
席向振 扬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五处二级主任科员
凌建锋 镇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陈霞云（女） 泰州市海陵区城南街道锦绣社区党总支副

书记
张成莉（女） 宿迁市公安局督察支队政委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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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炜 建德市大慈岩镇党委书记
朱佳清（女） 杭州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
李志会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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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国治 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江厦派出所二级警长
阮列敏（女） 宁波市第一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傅平均 宁波市奉化区萧王庙街道滕头村党委书记、村

委会主任
蔡玉伟 温州市中心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温州市第六

人民医院结核病三科主治医师
余向华 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柯海鸥（女） 温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副支队长
周 鹏 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道党工委书记
陆伟荣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虹北村党总支委员
蔡哲清（女） 嘉兴市第二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陈建如 湖州市公安局织里分局织东派出所基础中队中

队长
周 庆（女） 湖州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副主

任护师
邹晓月（女）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湖州师范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急诊病区、EICU护士长，主任护师
李明晖（女） 绍兴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晓鸿（女）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大渡社区党总支

书记
王赛斌 金华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胡 芳（女） 金华市兰溪市心舞工作室理事长
王 飞 金华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直属二大队副大队长
田明庆 衢州市人民医院内科片主任，主任医师
王 芳（女） 衢州市常山县青石镇江家村党支部委员、

第四网格党小组组长
严剑波 舟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主

任医师
刘 军 舟山市公安局定海区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徐有祖 台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兼病区主

任，主任医师
陈英俊 天台县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陈海建 台州市温岭市智科机电有限公司职员
孙超巧（女） 台州市椒江区洪家街道港湾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
（下转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