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9日 星期三9
ECONOMIC DAILY

要 闻
（上接第八版）
陈敬锋 黄冈市麻城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
陈 薇（女） 黄冈市浠水县人民医院护士长
陈阿香（女） 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ICU护师
邢锦辉（女） 黄冈市黄梅县孔垄镇邢圩村乡村卫生室乡

村医生
徐爱东 黄冈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支队长
沈红星（女） 黄冈日报社科教部副主任
林 霞（女） 黄冈市黄州区赤壁街道大地社区党总支书记
李红梅（女） 黄冈市正富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出租车司机
朱 俊（女） 湖北省咸宁市中心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

任、美容感染肛肠中医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
王雪静（女） 湖北省咸宁市中心医院医院感染管理办公

室主任，副主任护师
徐武敏 咸宁市通山县人民医院内五科（内分泌、呼吸内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罗 浩 咸宁市崇阳县天城镇党委委员
江 汉 咸宁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
许 旭（女） 随州市曾都区北郊办事处八里岔社区党委

书记
王 俊 随州市中医医院肺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陈庆山 广水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
王小林 随州市曾都医院内科党支部书记、重症医学科

（ICU）主任，副主任医师
练祖银 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主

任技师
魏长军 随县均川镇珍珠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莫晓婧（女） 恩施州巴东县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长
麻祖念（土家族） 恩施州宣恩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沙道

沟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杨 蓥（苗族） 恩施州利川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副所长
史光武（土家族） 恩施州恩施市舞阳坝街道办事处党委

书记
于文虎 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
胡常伟 仙桃市彭场镇党委书记
关翱塽 仙桃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民警
周 琴（女） 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士

长，副主任护师
李 霞（女） 天门市中医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副主任护师
邵婵军 天门市第三人民医院内一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徐必生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张克强 湖北江汉油田总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陈 俊（女） 潜江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新生儿

科主任
李焕森 潜江市园林办事处红庙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

会主任
雷泽林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赵 雷 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湖北省监察委员

会第一监督检查室三级主任科员
李金坤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三处处长
杨敬贵 湖北省见义勇为工作中心副主任
柯 皓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湖北日报社）记者
谭海燕（女，土家族） 湖北广播电视台电视影视频道首

席策划
黄 伟 湖北省公安厅信访处网络信访科科长
贾继庆 湖北省商务厅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朱学忠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救援协调和

预案管理局）副主任（副局长）
朱钦炳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协调处处长
童叶青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研究所副

所长，副主任医师
陈 忠（土家族）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局一

级主任科员
陆定波（女） 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肝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新卫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金志春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杨 彬（女） 湖北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二病区主任助

理，副主任医师
王中伟 湖北省荣军医院内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周 欣（女） 武汉亚心总医院医务部主任，主任医师
赵建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 宏（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

科肿瘤专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赵俊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胆胰外

科医师
尚 游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创伤中心副主任、危重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
孙 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急诊内

科副主任、西院门诊急诊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
胡 克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呼吸内Ⅱ

科主任，主任医师
余锂镭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心内

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夏 剑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徐海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主任医师
马 静（女，回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

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莉敏（女）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呼吸内科主

任、医务部主任，副主任医师
陈 实 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总经理
湖南省
张锡兴 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主

任医师
张更姣（女） 浏阳市淳口镇卫生院护师
安 志（土家族） 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刑事侦查大队

副大队长
康 姣（女） 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桥头社区党总支

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 毅 株洲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

任医师
曹正安 株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微生物与生物检

验科科长，副主任技师
肖远志 湘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信息科负责人
袁友明 湘潭市雨湖区长城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刘 军 衡阳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宋英杰 衡山县东湖镇马迹卫生院药剂组原副组长
唐志伟 邵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主任
张小红（女） 隆回县人民医院感控科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黄河颂 岳阳市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

唐 述（女） 岳阳市岳阳楼区五里牌街道新城社区党总
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傅汝霖 平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李德辉（土家族）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

长，主任医师
谢朝梅（女） 常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主

任技师
杨 军 常德市武陵区芙蓉街道落路口社区党委书记
粟仲锐（土家族）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卢 辉（苗族） 张家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与艾滋

病防治科科长
李 勇 益阳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病区主

任，副主任医师
姜志鹏 益阳市龙光桥街道天成垸村村委会委员
李迎新 郴州市北湖区北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助理

医师
黄卫国 郴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干部
雷顺华 永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王丽萍（女） 新田县龙泉镇卫生院防疫专干
朱 湘（女） 怀化市第五人民医院手足创伤外科护士长
尹辉明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主任医师
谢 瑜（女） 娄底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

医师
向卫煌 双峰县荷叶镇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李政禹 龙山县民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覃 芳（女，土家族） 永顺县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长
肖雪飞（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徐芙蓉（女） 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罗志红 湖南省脑科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邱 瑜 湖南省儿童医院事业发展部主任，副主任医师
高立冬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孙 爽（女）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

治医师
唐海波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务部干事
白云龙 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
辜鹏博 湖南日报社新闻影像中心记者
李 琼（女） 湖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六监区教导员
袁君奇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部门主管
郑能量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吴安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医院感染控制中心名誉主

任，主任医师
广东省
桑 岭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
谢达贤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道办事处组织办公室专职

副主任
杨智聪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刘 磊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冯永文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马鸿雁（女） 深圳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朱师达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
崔 敏 珠海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主任医师
林茂煌 汕头市中心医院赴湖北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

记、队长，副主任医师
栾晓军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消化科党支部书

记、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
李 莉（女） 粤北人民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主任，主任医师
黄春垒 河源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罗盛标 梅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刘庆荣 惠州市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祥标 汕尾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张 平（女） 东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万江

二区主任，主任医师
李建伟 中山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内科ICU主

任，副主任医师
胡泰洪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周敦荣（女） 阳江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黎月秋（女）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护士长
叶秀丰 茂名市电白区望夫镇望夫村原村委会委员
刘泾波 肇庆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市政府机关

党组书记
钟 备 清远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孙华锋 潮州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
黄妙珊（女） 揭阳市普宁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区护士

长，副主任护师
李荟颖 云浮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王 烁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职业卫生评价所原主管医师
张忠德 广州中医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广州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第二临床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广东省中
医药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中医师

朱 宏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党委书记
覃铁和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老年医学研究所所长，

主任医师
管向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邢 锐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许可慰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主任医师
姚 麟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副院长
孙小聪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陈祖辉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科教及学生管理办公室

主任，主任医师
李志坚 广东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协调处处长
刘志刚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处长
张儒波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主任、人事处处长
李 智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行政

副主任，主任医师
刘 军 南方都市报社珠中江新闻部内容总监
杨 杰（女） 广州海关所属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副关长
陈 刚 广东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人员管控科科长
余权新 广州番禺莲花山港客运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

总经理
刘世杰 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白云边检站科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
梁小霞（女） 南宁市第六人民医院原护士
熊 滨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

任医师
汤 瑛（女） 桂林市象山区南门街道翠竹路社区党委书记
艾 翔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保健局副局长
温汉春（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一

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

林幼珍（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心血管内科三区
副护士长

庞 茜（女） 贺州市人民医院烧伤整形外科副护士长
韦 球（壮族）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蒋忠胜 柳州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高兴华 梧州市工人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潘承燕（女） 北海市结核病防治院结核病一病区护士长
陈嘉彦 钦州市公安局钦南分局辅警
陈国锋（壮族） 防城港市中医医院党委委员、医院管理

顾问，主任医师
蒋卓晋 贵港市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
张九进 玉林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主任医师
彭佳华（壮族） 百色市人民医院急救医学中心主任、重

症医学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筱松（壮族） 崇左市公安局二级警长
范永科 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公安局巡逻警察大队政

治教导员
赵富恒 来宾市森林公安局兴宾分局原科员
李 红（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监事会副监事长
蓝光华（壮族）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

病防制所所长，主任医师
陈 平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李小玲（女） 广西广播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
兰 祖（壮族） 河池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总

住院医师
潘定权（苗族） 桂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副

主任医师
海南省
王 彬 三亚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辛晓艳（女）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副护

士长
杨瑞锋 昌江县中西医结合医院主治医师
庄雪玉（女） 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护师
林昌锋 三亚中心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杜永国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热带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黄美娇（女）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科主任，主

任医师
阮建文 海口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邓 超 海口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启慧（女） 海南省人民医院护士
康福新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金玉明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医师
林春燕（女） 海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郑家耿 三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杨金瑞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黄柳媛（女） 海口市金贸街道玉沙社区居委会网格员
苏忠宁（黎族） 三亚市海棠区升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邢文龙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技术经理
李京波 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处长
张庆福 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副大队长
重庆市
周发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急诊医学科副主任，门诊第四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
赖晓东 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甘秀妮（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护理部主任，

主任护师
张 晞（女）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老年病科（全科医学

科）护士长
付显芬（女）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陈旼媚（女） 重庆市武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

验科科长
李国庆 重庆市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任 毅（藏族） 重庆市中医院中医经典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黄 霞（女）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重症医学病区副主

任，副主任医师
田文广（土家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感染科主

任，主任医师
郭述良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

任医师
方明金（土家族）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巡视员、市

新冠肺炎防控政策咨询专家组组长，主任中医师
杨 东 潼南区人民医院ICU主任，副主任医师
杜天勇 丰都县湛普镇卫生院党支部副书记、工会主席，

副主任医师
吴婷婷（女） 铜梁区中医院护师
宿 昆 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呼吸道和新发传染病

防治科科长，主治医师
吴 平 黔江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谭成勇 巫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副

主任技师
潘继明（白族）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丰文派出所

原民警
徐 波 重庆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副总队长
黄爱龙 重庆医科大学校长
曾全胜 垫江县桂溪街道党工委委员、政法书记
余 建（女） 南岸区花园路街道南湖社区党委书记
范乔娟（女） 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科园1路社区网格员
易 琼（女） 梁平区和林镇和清社区主任
周才儿（女） 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 勇 重庆金科物业开州分公司职工
谢智强 重庆日报摄影记者
周 盈 重庆华龙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融媒体新闻中心

记者
么周力（女） 大渡口区希望心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彭国生 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

二支队六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
李 正 重庆市交通局综合运输管理处副处长
李远志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运行调节处处长
徐志鹏 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四川省
梁宗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
康 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刘 成 四川省医疗卫生服务指导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
杨 琴（女）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

医学中心护士长
张传涛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刘 勇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助理
宗志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管理部部长
陈 康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急

救中心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之超（女）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宣传统战部部

长，消化内科二病区护士长、大内科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聂春萍（女） 德阳市旌阳区中医院（人民医院）感染管理

科科长，副主任护师
范 芸（女） 内江市中医医院骨七科护士长
朱健伟 乐山市中医医院肺病科副主任
赵 林 南充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副

主任医师
赵晓玲（女）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护士

长，副主任护师
李 娟（女） 雅安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
闫利源 眉山市仁寿县中医医院呼吸内科主治中医师
龚 建 资阳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曾 跃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龙 波 四川绵阳四〇四医院感染大科副主任、结核病

科（丰谷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祝小平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孟建彤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党支部书

记、微生物检验科主任，副主任技师
栾荣生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华西第四医院）教授
魏于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

肿瘤中心主任
钟 建 成都市高新区合作街道天骄西路社区党委书记
刘思川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阿真能周（藏族）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森林公安

局刷经寺派出所原所长
张家虎 四川省公安厅政治部教育处处长
张 艺 四川广播电视台记者
李 寰（女） 四川日报社记者
刘 仙（女） 成都盒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 勇（藏族） 阿坝州汶川县三江镇乐活村村委会主任
龚 睿 成都市殡仪馆火化车间主任
杨 红（女） 成都市邛崃市委政法委网格化服务中心主任
任 强 四川省商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委员、

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
李一漫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
贵州省
傅小云（苗族）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一科党

支部书记、主任，主任医师
黄 艳（女） 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研究

所党支部委员、呼吸道传染病科科长，主任医师
罗新华 贵州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杨帅君（女，苗族）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护师
何 旭 贵州省兴义监狱四级警长
张敬杰（女）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党委书

记、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
周 旋（女）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科教科科长，主任技师
杜富佳（女） 湄潭县人民医院护师
郎庆华（布依族） 六盘水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主任医师
陈顺兰（女） 安顺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吉丹丹（女） 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刘 燕（女，侗族）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副

主任医师
熊 方（女）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周小梅（女） 贵州省职工医院重症监护室（ICU）护士长
周述焜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一级主任科员
闵 捷（彝族） 贵州日报报刊社记者
张泽鑫 贵州省公安厅科技信息通信处党支部书记、处长
李 健 贵州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四级高级警长
徐 燕（女） 贵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110报警服务台主任
崔冬冬 铜仁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办公室）110接警中心

（指挥室）副主任
陈 莉（女，布依族） 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察专员
王小然 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处处长
罗 坤 贵州德坤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韦朝江（布依族） 黔南州长顺县长寨街道新坝社区居委

会主任
杨 荣（土家族） 铜仁市江口县纪委监委派驻第三纪检

监察组原专职纪检监察员
云南省
彭文海 云南省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处长
马 牧（回族）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
赵晓晨 云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办公室主任
崔应泉 云南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
王见昆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审批处处长
赵晓南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制所流

感组组长
桂家华（彝族） 云南省小龙潭监狱科长，副主任医师
张云辉（女）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主任医师
白劲松（彝族）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主任医师
钱 源（女）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毛 勇 昭通市永善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莲峰中队原

二级警长
古利明 玉溪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陈 芳（女，拉祜族） 曲靖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副主任，

主治医师
杨文杰 保山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大科主

任，主任医师
李 俊 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公安局督察大队原民警
霍 松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普玉忠（哈尼族）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金水河

镇金水河村隔界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外事界务员
谢帅业 广南县公安局五珠派出所原副所长
白 凡（傣族） 普洱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

纪检监察室主任
石琳凤（女）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苏志敏（白族） 大理白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党工委委员，

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赵丽娟（女）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副主任

医师
杨善蕊（女）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公共卫生执业医师
陈耀武（纳西族） 丽江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兼急救医学部

主任，副主任医师
匡崇书 临沧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西藏自治区
李景中 西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副书记、主

任，副主任医师 （下转第十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