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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上接第十版）
陈思麒 解放军95655部队53分队副分队长
张 磊 解放军95092部队51分队飞行员
严 峻 解放军95829部队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副主任

医师
连建奇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主

任医师
金发光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
康文臻（女）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传染病科副主

任医师
许 溟 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报社新闻电教

室主任
宋海晶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原 华 火神山医院政治委员（解放军32751部队原政

治委员）
刘 斌 火神山医院副院长（海军军医大学副校长兼教

育长）
郑溪水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院长（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代方国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院长（西部战区总

医院院长）
毛 青 火神山医院综合病区主任（陆军军医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感染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罗 虎 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副主任（陆军军医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
李 琦 火神山医院感染一科一病区主任（陆军军医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 诚 火神山医院感染一科二病区住院医师（陆军军

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液内科副主任医师）
李 力 火神山医院感染一科一病区副主任（陆军特色

医学中心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陈 静（女） 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护士长（海军军

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护师）
赵 峰 火神山医院感染二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海军

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
王俊学 火神山医院感染控制科副主任医师（海军军医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医师）
宁北芳（女） 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主治医师（海军

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
张 婷（女） 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主管护师（海军

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管护师）
敬 梅（女） 火神山医院感染二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

（海军特色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张西京 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一科主任（空军军医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兼重症ICU主任，主任医师）
李 飞 火神山医院感染三科二病区主任（空军军医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周 磊 火神山医院检验科主治医师（空军军医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副主任）
姚 茹（女） 火神山医院感染三科二病区副主任护师

（空军第九八六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护师）
洪原城 火神山医院感染四科二病区主任（联勤保障部

队第九一〇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黄文杰 火神山医院感染五科一病区主任（南部战区总

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
杜 玮（回族） 火神山医院感染五科二病区主治医师

（南部战区总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
王 利（女） 火神山医院感染五科一病区主管护师（南

部战区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护士长）
张小霞（女） 火神山医院感染五科二病区主管护师（联

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四医院妇产科护士长）
文 冲（女） 火神山医院感染五科一病区主管护师（联

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八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马 凌 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二科副主任（联勤保障部

队第九四〇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戴沛军 火神山医院感染六科一病区主任（联勤保障部

队第九四〇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吴 涛 火神山医院感染六科一病区副主任（联勤保障

部队第九四〇医院血液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赵晓燕（女，回族） 火神山医院感染六科二病区主任（联

勤保障部队第九四二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朱 蔚（女） 火神山医院中西医结合学组组长（联勤保

障部队第九四二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王宏生 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二科主治医师（联勤保障

部队第九四三医院呼吸消化科主治医师）
孙 艳（女） 火神山医院感染控制科主管护师（联勤保

障部队第九四四医院急诊医学科护士长）
马 壮 火神山医院感染七科一病区主任（北部战区总

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刘俊丽（女） 火神山医院感染七科一病区护士长（北部

战区总医院消化内科护士长）
王冰冰（女） 火神山医院感染七科一病区护士（联勤保

障部队第九六七医院护理部主任）
韩淑芳（女） 火神山医院感染七科二病区副主任医师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
黄 悦（女） 火神山医院感染七科一病区护士（北部战

区总医院烧伤整形科护士长）
张志远 火神山医院感染七科二病区副主任（北部战区

总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
杨庆宇（蒙古族） 火神山医院感染七科二病区主治医师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三医院呼吸消化科主任）
李顺飞 火神山医院感染控制科主治医师（联勤保障部

队第九八九医院卫勤处处长）
李丰芹（女） 火神山医院感染八科二病区主管护师（联

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九医院急诊医学科护士长）
阮伟丽（女） 火神山医院特诊科主治医师（联勤保障部

队第九八九医院平顶山医疗区医技保障科主任）
左卉川（女） 火神山医院感染八科一病区主管护师（联

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干部病房五病区护士长）
程 琰（女） 火神山医院检验科主管技师（联勤保障部

队第九八〇医院检验科主管技师）
张玉芝（女） 火神山医院感染八科一病区护士长（联勤

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门诊部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陈康宁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一科副主任（陆军军医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彭 景（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一科主治医师（陆

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病科主治医师）
尹昌林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重症医学一科副主任（陆军

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吴红梅（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二科护士（陆军军

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唐 棠（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二科副护士长（陆

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护士长）

王卫黎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二科主治医师（陆军军
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

徐 霞（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重症医学一科护士（陆
军特色医学中心医疗保障中心医学工程科主管护师）

刘渔凯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重症医学一科主治医师（陆
军特色医学中心心内科主治医师）

寇 斌（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四科护士长（新疆
军区总医院放疗科护士长）

袁 红（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三科副主任（新疆
军区总医院北京路医疗区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尚 军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四科主治医师（陆军第
九四八医院消化呼吸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杨毓斌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三科主治医师（陆军第
九五〇医院感染科主任）

王静静（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五科护士（解放军
32308部队心肾内科主管护师）

王联发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八科副主任（联勤保障
部队第九〇一医院心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李 琦（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重症医学二科护士长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神经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周 智（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放射诊断科副主任医师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四医院放射诊断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赵 猛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检验科副主任（联勤保障部
队第九〇〇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副主任技师）

朱 捷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药剂科药师（联勤保障部队
第九〇一医院药剂科主任）

王湘川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五科副主任（联勤保
障部队第九二一医院心肾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陈永春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五科住院总医师（联
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二医院心胸外科主治医师）

刘 敏（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四科护士（联勤
保障部队第九二六医院妇产科主管护师）

易 博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药剂科药师（联勤保障部队
第九二八医院医疗保障中心药剂科主任，副主任药师）

吴玉婷（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九科医师（南部战
区总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李 玲（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控制科医师（西部
战区总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医师）

伍鼎建（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科护士（联勤保
障部队第九四五医院血液肿瘤科护士长）

徐朝霞（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科护士长（西部
战区总医院急诊医学科护士长）

陈 亭（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一科护士（西部
战区总医院普通外科护士长）

陈 娟（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一科副护士长
（西部战区总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张爱军（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一科护士（联勤
保障部队第九四一医院派驻门诊部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刘 媛（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检验科技师（西部战区
总医院检验科主任）

耿雪峰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七科主治医师（联勤
保障部队第九六三医院急诊与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李 闯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七科主治医师（联勤
保障部队第九六八医院心内科副主任）

陈 琳（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七科护士长（联
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骨科护士长）

安 娜（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六科副护士长（北
部战区总医院妇产科主管护师）

李国胜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七科主任（联勤保障部
队第九八五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永生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七科副主任医师（联勤
保障部队第九八八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彭守春（满族）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二科主任（武
警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免疫学科原副主任医师）

罗廷刚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控制科医师（武警部队
特色医学中心医疗保障中心感染控制科医师）

宫 平（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三科护理四组组
长（武警部队特色医学中心疼痛科护理负责人）

吕方方（女）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重症医学二科主治医师
（武警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治医师）

苏建忠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医务部感染控制组组长（武警部
队特色医学中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学防治研究所主治医师）

云 晨（蒙古族）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医务部医疗组助理
员（武警部队特色医学中心海上维权医学保障研究所医师）

谢渭芬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三科主任（海
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王振猛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一科主治医师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

才志刚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四科副主任医
师（海军特色医学中心特勤外三科副主任医师）

喻 超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五科主任（东
部战区海军医院呼吸消化内分泌科主任）

杨国宏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六科主任（南
部战区海军第一医院呼吸肾脏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露嘉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七科副主任医
师（海军第九七一医院保健三科副主任医师）

王家美（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三科护士
长（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管护师）

王胜云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三科副主任医
师（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唐洪钦（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五科副主
任护师（东部战区海军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护师）

娄云鹏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七科主治医师
（海军第九七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王蔚蔚（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六科副主任
护师（解放军原第四二五医院脊柱骨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孟宪泽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七科主治医师
（海军第九七一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

高 群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二科主任医师
（空军第九八六医院干部病房主任医师）

郭 力（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心理服务组组
长（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身科主治医师）

赵 柯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二科主治医师
（空军第九八六医院第四门诊部主治医师）

杨 宁（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九科主管
护师（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老年病科主管护师）

王 云（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九科主管
护师（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医疗康复科护士长）

蒋德升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科主任（东
部战区空军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桑崇铃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一科副主任
（中部战区空军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罗晓星（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一科主
治医师（南部战区空军医院干部病房主治医师）

胡 宇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二科主治医
师（西部战区空军医院麻醉科主任）

樊 博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二科主治医
师（西部战区空军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张勇胜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三科主治医
师（北部战区空军医院急诊医学科主治医师）

龙 鹤（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三科主
管护师（北部战区空军医院麻醉科护士长）

廖 辉（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科主任
医师（东部战区空军医院皮肤烧伤整形科主任，主任医师）

郭 玲（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四科主
治医师（解放军96604部队医院内三科主治医师）

李 丹（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控制科主
任（解放军96604部队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

马晓莉（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四科主
管护师（解放军96604部队医院肿瘤血液与职业病治疗科主
管护师）

魏亚君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四科主治医
师（解放军96604部队医院内三科主治医师）

李 哲（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特诊科主治医
师（解放军63650部队医院特诊科主任）

张 军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接诊中心主任（战
略支援部队某部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王敏哲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医务部助理员（解
放军63600部队医院儿科主治医师）

刘思彤（女，回族）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六
科护士（解放军63710部队医院急诊医学科护士）

李 兰（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二科主管
护师（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六医院血液肿瘤科主管护师）

吴佳玲（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放射诊断科主
治医师（西部战区总医院放射诊断科主治医师）

王圣明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特诊科主治医师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八医院超声诊断科主治医师）

阳文新 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医疗区门急诊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黄德东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三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
黄建军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一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

任，副主任技师
王建宾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五医院感染科主任
周 菁（女） 西部战区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

医师
陈 红（女） 北部战区总医院麻醉科主任护师
王海涛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七〇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
江晓静（女） 中部战区总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
张 勇 中部战区总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方 庆 中部战区总医院急诊医学科主治医师
王琼书 中部战区总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朱 豫（女） 中部战区总医院心胸外科护士长
华 莎（女） 中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外科护士长
樊和斌 中部战区总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何 君 中部战区总医院卫勤部部长，副主任医师
江宗群（女）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九一医院呼吸消化科副

主任医师
杨艳杰（女，满族）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一医院呼吸消

化科副主任医师
王保健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八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副

主任医师
周飞虎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代理主

任，主任医师
李双磊（回族）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心血管病医

学部成人心脏外科医师
张 熙 原解放军总医院南楼临床部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姬军生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王福生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主

任，主任医师
李伯安 解放军原第三〇二医院临床检验中心主任
牟劲松 解放军原第三〇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
王丽芹（女） 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护理部主任，

副主任护师
李慧灵（女）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热带医学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张 萍（女） 解放军原第三〇二医院药剂科副主任，副

主任药师
王长军 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勤部部长
邱少富 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控科主任
孙 利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总编室副主任
杨 军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某处处长
周 鑫 中央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某部处长
毛洪山 湖北省军区保障局局长
吴胜华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办公厅某处处长
邵 磊 黑龙江省哈尔滨警备区战备建设处处长
宋青山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沙镇溪镇高潮村民兵连原

政治指导员
曹务春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
何洪星 武警部队北京市总队某部大队长
杨剑锋 武警部队湖北省总队某部副部队长
聂善化 武警部队湖北省总队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医师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名单
（500个）

北京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党委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社区防控

组办公室临时机关党支部
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里社区党委
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京港澳高速窦店公安检查站党支部
平谷区刘家店镇党委
北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党委
石景山区委八宝山街道工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党委
北京小汤山定点医院临时党委
北京市援鄂医疗队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命缘》栏目组
北京市公安局疫情控制大数据分析工作专班
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党总支
北京二商东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十所
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四党支部

北京超市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丰台区花乡天伦锦城社区党总支
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党委
顺义新国展集散点现场工作组临时党委
昌平区卫生健康监督所
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密云区果园街道上河湾社区居民委员会
天津市
天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临时党支部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援鄂重症救治医疗队
天津市海河医院
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开区体育中心街道时代奥城社区党委
天津市公安局宝坻分局党委
河东区大直沽街道汇贤里社区党委
天津市交通集团疫情应急车队临时党支部
天津泰达洁净材料有限公司
西青区疫情防控集中隔离保障服务组
河北省
河北援鄂抗疫医疗队临时党委
中国（河北）援助刚果（金）抗疫医疗专家组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防治所党支部
正定国际航班经停分流医学观察点
英诺特（唐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驻京流动党委
辛集市新垒头镇党委
河北宝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党支部
河北省公安厅警务协作总队党支部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
山西省
山西省支援湖北抗击疫情前方指挥部
山西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
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街道亲贤社区党委
晋中市平遥县杜家庄乡苏家堡村党支部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医院）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山西东华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太原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涉外管理处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党总支
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口岸管理办公室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青春山街道神华康城社区党支部
内蒙古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党委
内蒙古自治区对口支援湖北省荆门市医疗队临时党总支
辽宁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党委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援鄂医疗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
沈阳市交通运输局共产党员突击队
沈阳市铁西区霁虹街道明朗社区党委
大连瑞光非织造布有限公司党支部
大连市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广播电视集团（辽宁广播电视台）新闻部
辽宁监狱援鄂女警队临时党支部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吉林省
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吉林省公共卫生研究院）党委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党委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党委
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吉林市中心医院党委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援鄂指挥部前方指挥部临时党委
哈尔滨医科大学
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黑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
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哈尔滨市传染病院党委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牡丹江市康安医院
大庆市龙凤区三永街道澳龙社区党支部
绥化市公安局
上海市
上海援鄂医疗队临时党委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上海市中小学在线教育工作团队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市公安局数据处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武汉一线抗疫团队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疾控组
浦东新区派驻机场疫情防控工作组临时党支部
黄浦区外滩街道宝兴居民区党总支
长宁区人民政府虹桥街道办事处
江苏省
江苏省支援湖北医疗卫生队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第二医院（江苏省传染病医院）党委
南京禄口机场海关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苏州市涉外疫情防控专班
南通市崇川区和平桥街道北濠东村社区党委
灌云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盐城市公安局机关党委
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党委
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浙江省
杭州市健康码平台开发运行专班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灵峰社区党委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新冠肺炎救治团队
嘉善县天凝镇新联村党总支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温岭市太平街道锦园社区党委 （下转第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