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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上接第七版）
李伟文 丽水市中心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叶超群 丽水市公安局情指联勤中心副主任
胡元勇 浙江日报全媒体视频影像部采访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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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 霞（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综合监护室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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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亚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感染科主任，主

任医师
黄小民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原主

任，主任医师
倪小红（女）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医疗急救中心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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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海军 浙江省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沈 新（女） 浙江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王鹤秋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精神卫生四科兼五科主任，

主任医师
孔文明 浙江省皮肤病医院党建工作办副主任兼防治科

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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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虎成 滁州市来安县公安局大英派出所教导员
陶仪声（女）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徐晓玲（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

立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张 凯 东至县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原主任、急诊科原主

任，副主任医师
刘 川（女） 合肥新桥机场海关关长
曹增皊 安徽省民政厅二级调研员
高 森 安徽广播电视台记者
武 玲（女） 宿州市立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阮雪娇（女）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主管护师
王 鹏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王 敏（女） 淮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科

长，副主任检验师
王长海 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孙 伟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ICU主任，主任医师
徐从景 淮南东方医院集团肿瘤医院原副院长，主任医师
高显才 六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副

大队长
邢春桂（女） 马鞍山市花山区金家庄街道新风社区党委

书记
蔡军民 宣城市仁杰医院门诊部主任、急诊科主任
黄义泽 铜陵市人民医院传染病疫情控制治疗中心主

任，主任医师
朱 艳（女） 池州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 敏（女） 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护士长
陈 燕（女） 黄山市歙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副护士长
王 琪（女）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初级护师
王德桂（女） 安徽省胸科医院心胸外科护士长
沈 杭（女） 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EICU护士长
李亚军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ICU副护士长
童佳兵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医师
刘志荣 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主任

医师
王传林 安徽省公安厅刑事警察总队副总队长
朱建波 固镇县仲兴乡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曹洪伟 中煤矿山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七十一工程公

司土耳其卡拉硐项目部（土耳其办事机构）经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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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钦永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主任医师
谢宝缘（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护理部副主

任，副主任护师
叶 玲（女）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

医师
林 静（女）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护士长
胡 颖（女） 福州市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
尹震宇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林 立 漳州市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庄锡彬 泉州市传染病防治医院副院长，泉州市第一医

院医务科副科长，主任医师
罗信昌 三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安全与卫生监测

科科长，主任技师
叶 兰（女） 南平市第一医院主管护师
吴灿明 龙岩市第二医院ICU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林群英（女）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莆田市肺科医

院院长，主任医师
黄见新 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副局长
庄露霞（女） 厦门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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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国盛 平潭县流水镇松南村党总支书记
吴桂荣 福建省委办公厅省委总值班室主任
梁志埠 福建省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城运处副处长
艾 迪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资讯中心采访部主

题报道科副科长
林 峻 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副研究员
洪炳文 福建柒牌时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陈 颖（女） 福建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许冰 福建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江西省
张 伟（女）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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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鸣峰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副院长，主任中医师
李福太 江西省人民医院感染管理处处长，副主任医师
舒 维（女） 江西省胸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
杨辉利（女） 南昌市新建区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邓媛媛（女） 南昌市第一医院院感科主治医师
邹 颋（女）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吴智丽（女） 九江市瑞昌市人民医院护师
徐立新 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 乐 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彭小勇 新余市渝水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科副主

任医师
杨 曼（女） 鹰潭市贵溪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管护师
朱运林 赣州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李媛媛（女） 赣州市立医院主管护师
赵 冲 宜春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主治医师
聂 庆（女） 宜春市丰城市人民医院护师
甘 露 上饶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袁水生 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
李 铭（女） 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护师
饶鹏程 江西铜业集团（铅山）医院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
付俊杰 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所长，主任医师
蒋金波 赣州市大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科长，主

管医师
刘 稳 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沙井派出所原所长
唐 诚 九江市公安局濂溪区分局妙智派出所所长
蒋剑波 上饶市公安局信州分局高铁警务站党支部书

记、站长
晏玉红（女） 江西省女子监狱劳动改造科副科长
熊建华 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泉塘村原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江晋斌 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兼南水新区

党工委书记
何小艳（女） 九江市浔阳区白水湖街道办事处党员服务

中心主任
余 梅（女） 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道梨树园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
张晓玲（女） 吉安市吉州区文山街道仁山坪社区党总支

书记、居委会主任
杨继红 江西日报社视觉中心首席记者
李 辉 南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处（卫生

应急办公室）处长
山东省
司 敏（女） 济南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胡振珊（女）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李永春 青岛市市立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刘景春 淄博市第四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杨列永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黄文胜 山东俊富无纺布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 飞 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三科科长
孙文杰（女） 潍坊市寒亭区寒亭街道蝶园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焦 华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
姜 英（女） 华润泰安医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张 静（女） 威海市立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王常申 日照三奇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郑 仪 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李庆方 聊城市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欧阳修河 滨州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宋 超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集团工作部主任，副主任药师
雷 杰（回族）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孙晓光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
费剑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副主

任医师
马承恩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丁 敏（女）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重症医学

一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李菲菲（女）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副主任医师
王光海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
牛海涛 青岛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院长，主任医师
张 伟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肺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高福生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潘 磊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科技处副处长，副主任医师
张宗雷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主治医师
张志乾 共青团山东省委办公室副主任
刘太广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七处处长
常 媛（女）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处副处长
王桂强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
徐 锐 山东省公安厅反恐怖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
李雪燕（女）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运输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
张 韬（回族）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药物政策与基本

药物制度处处长、二级巡视员
余镇威 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飞行部安全技术管理中

心技术管理副经理
赵华清 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济南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

司医疗急救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副主任医师
孔冠军 山东广播电视台融媒体资讯中心互动运营部主

任，编辑
王 凯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行业新闻采编中心

记者
闫祥岭 新华通讯社山东分社政文采访部副主任
河南省
乔伍营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主任
赵清霞（女）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艾滋病大科兼感染一

科主任，主任医师
付桂荣（女）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樊树锋 郑州市公安局东风路分局治安大队原四级警长
李拥军 开封市中心医院急诊ICU主任，主任医师
毛毅敏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常务副书记、副院

长，主任医师
王 燕（女） 洛阳市孟津县第二人民医院护士长
曹 飞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
刘成武 平顶山市公安局矿工路分局案件侦办大队一级

警长
徐江海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感染三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新国 鹤壁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好义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裴春亮 新乡市辉县市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

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国胜 新乡市长垣市驼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赵 童 焦作市人民医院内四党支部书记、ICU北区副主任

宋舒娟（女）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主管护师
王三宝 许昌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马 静（女，回族） 许昌市魏都区南关街道七一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叶宁（女） 漯河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乔瑞云（女）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感控办主任，副主任护师
赵 江 南阳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郭宏杰（女）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金 虎 南阳市宛城区汉冶街道办事处原党政办主任
闫旭升 南阳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大要案侦查大队四

级警长
杨秋敏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二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何家荣 信阳市传染病医院（信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党支

部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易浩宇 信阳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吕惠荣（女） 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检测检验科

主任，副主任技师
王亚玲（女） 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段雪亚（女） 周口市中心医院感控科主任，副主任护师
王国辉 周口市沈丘县白集镇田营村党支部书记
崔海燕（女） 驻马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副科

长，副主任技师
李桂霞（女） 驻马店市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卢一明 济源市万洋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晓东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驻驻马店记者站站长
张改平 河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赵 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张国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一党总支书记、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陈传亮 河南省人民医院党委常委、副院长，主任技师
李 慧（女）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
徐 瑾（女）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所长，副主任医师
郑福增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副院长，主任中医师
魏兆勇 河南省安钢集团公司职工总医院副院长、工会

主席，主任医师
阚全程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郭春霞（女） 河南省固体废物和化学品技术管理中心党

支部书记、主任
湖北省
刘智明 武汉市武昌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付守芝（女） 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急诊科、ICU主

任，主任医师
黄朝林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胡淑芳（女） 武汉市汉口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彭 鹏 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院长，

副主任医师
胡 明 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重症医

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陆小霞（女） 武汉儿童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 军 武汉市中医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喻 莉（女） 武汉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刘建华 武汉市第六医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颜 方 武汉市急救中心汉阳急救站副站长
余道信 武汉市优抚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罗光伟（土家族） 武汉市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董骏武 武汉市第四医院肾内科主任兼西院区肾内科主

任，主任医师
艾 萍（女）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金银潭病区护士长
杜思颖（女） 武汉血液中心办公室主任
吴润泉 武汉市江岸区丹水池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武

汉岱山医院）主任，副主任医师
潘晓英（女） 武汉市江岸区劳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

支部书记，全科医学副主任医师
熊 念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副主任

医师
石 斌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副主任医师
王晓辉（女） 武汉市硚口区汉水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支部书记
许 莹（女） 武汉市第五医院血液内分泌科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秦永刚 武汉市汉阳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发热门诊主

任，副主任医师
严佑琴（女） 武汉市第七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林 杰 武汉市武昌区中华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

医师
刘明瑜 武汉市第九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副主任医师
孙明明（女） 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办公室主任
罗 姣（女） 武汉市洪山区中医医院注射室护士长
周国锋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

任医师
甘如意（女）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技士
陈立波 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李 林 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放射一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章革民 武汉市新洲区人民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胜利 武汉市阳逻中心医院心血管、呼吸内科主任，副

主任医师
吴晓东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副主任医师
李 斌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卫生院院长
孔德广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员
田 霖 武汉市江汉区民意街多闻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
杨慧玲（女） 武汉市硚口区韩家墩街四新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杜 云（女） 武汉市汉阳区龙阳街道芳草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
孙睿华（女） 武汉市汉阳区琴断口街道七里一村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帅 霞（女） 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道茶港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黄 恒 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尤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
白 宓（女） 武汉市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第三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孙德欣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街青龙社区党总支书记、居

委会主任
田 鸣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街道佛祖岭B社

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陶久娣（女） 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东湖新城社区

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汪 勇 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分部经理
岳志华 武汉车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工程一部部长
田志坚 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实验室总监
聂三华 武汉市公共交通集团光谷营运分公司驾驶员
王新刚 武汉市融威押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杨 新 武汉航空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建设集团董

事、副总经理
杜军杰 武汉市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管道工程公司经理
郑 彤 湖北公路客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运输分公

司副经理
涂可蔼（土家族） 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民警
燕占飞 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分局大集街派出所副所长
邵玉春 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新村街派出所副所长
吴 涌 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汉正街利济派出所原

一级警长
严松毅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道工委书记
邱华威（女） 武汉市硚口区六角亭街工委书记
陶 宇 武汉市武昌区积玉桥街工委书记
熊吉辉 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道工委副书记
潘洪祥 武汉市商务局电子商务与商贸处处长
唐 舟 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
汪 洋 武汉爱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
田巧萍（女） 长江日报报业集团记者
张 江 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企业管理科负责人
李 华 武汉市城市道路维修养护管理站党支部书记、站长
付 洁 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雷神山专职小型消防救援

站站长
刘俊超 武汉市武昌殡仪馆总务科科长
王继锋（女）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朝霞（女） 襄阳市中医医院（襄阳市中医药研究所）护

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刘树峰 襄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部主任，副主任医师
何 磊 襄阳市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寇强勇 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副主

任医师
宦吉飞 襄阳市消防救援支队作战训练科副科长
赵军成 襄阳市公安局东津新区（经开区）分局东津派出

所科员
王亚雯（女） 襄阳广播电视台记者
程松松 襄阳市公交集团出租车驾驶员
唐玉敏（女） 襄阳市樊城区中原街道董家台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胡 媛（女） 襄阳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食品药品检验部

副部长
杜德兵 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邓甜甜（女）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ICU护士
徐 勇 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主

任医师
高宝安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兼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张政超 当阳市人民医院呼吸内分泌血液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
王宋珍（女）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榔坪镇中心卫生院医师
刘 丽（女） 宜昌市西陵区西陵街道常刘路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刘 伟 宜昌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南苑派出所副所长
田 飞 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道营盘社区居委会网格员
李文庆 宜昌市伍家岗区市政环卫处环卫工人
周 敬（女） 宜昌市佳维物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冯辉斌 鄂东医疗集团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

任医师
袁念芳 大冶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虞永忠 阳新县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曹祥木 阳新县富池水产技术服务（区域）中心原主任
陆合香（女） 黄石市下陆区新下陆街道铜都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罗 杰 十堰市太和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十堰市西苑医院

（市传染病医院）院长，湖北医药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主任医师
刘振伟 十堰市西苑医院（市传染病医院）党委书记
钟 森 十堰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江世娥（女） 郧西县店子镇中心卫生院护士
石 明 国药东风总医院呼吸内科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朱金陵 荆州市胸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易 艳（女） 监利县中医院大内科护士长
林 红（女） 公安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士长
郭 兵 荆州区郢城镇凤鸣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孟庆国 石首市桃花山镇白洋林村原村民
代文刚 荆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副大队长
胡勤明 荆州市中心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肖 卫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二党支部书记、呼吸

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吴 迪 荆州市沙市区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
杨明炜 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主任医师
刘林涛 沙洋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
苏玉梅（女） 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街道浏河社区党总支书

记、居委会主任
代文安 钟祥市中医院肺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丽莉（女） 荆门市益动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
孙文锦 鄂州市中心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宋莉娟（女） 鄂州市第三医院感染二科护士长
徐云芳（女） 鄂州市鄂城区古楼街道怡亭铭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副主任护师
包佳凯 鄂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
熊学敏（女） 鄂州市鄂城区西山街道西山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李焱志 鄂州市公安局政治安全保卫支队政委
谢志斌 孝感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三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刘国华 汉川市中医医院肺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彭翠丽（女） 应城市中医医院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刘发林 湖北航天医院医务部部长，副主任医师
王爱曾 云梦县人民医院党总支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张宏伟 孝昌县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李 丹（女） 孝感市孝南区广场街道晒书台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黄汉明 安陆市烟店镇水寨村原党支部书记、原村委会主任
丁 穗（女） 孝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质量技术管理科

工作人员
程福华 孝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孝天办事处党委书记
郭 俊 孝感市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社会管理局副局长
戴本南 黄冈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程险峰 黄冈市黄州区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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