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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上接第十一版）
浙江省援荆门抗疫前方指挥部临时党委
浙江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救治医疗队（援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援助湖北荆门医疗队
浙江英特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省援武汉抗疫前方指挥部临时党委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浙江省人民医院
安徽省
安徽支援湖北医疗队第三批医疗队临时党支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
合肥市包河区烟墩街道滨湖明珠社区党委
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消防护卫部党总支
萧县蓝天救援队党支部
安徽支援湖北医疗队第一批医疗队
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
安徽监狱援鄂抗疫工作队临时党支部
福建省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福建省立医院党委
福建省福州结核病防治院党委
厦门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厦门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杏林分院）临时党委
福建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
厦门大学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党委
福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党支部
福建圣农集团党委
江西省
江西省援鄂医疗队
江西民政系统驰援湖北工作队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
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控制检验所
江西省公安厅科技信息化总队党支部
九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
江西海福特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赣州市章贡区赣江街道钓鱼台社区党委
江西建工第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昌北机场海关党总支
山东省
山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
山东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检验中心
山东省胸科医院党委
济南市市中区杆石桥街道乐山小区社区综合党委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
临沂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党支部
菏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二党支部
河南省
郑州圆方集团党委
洛阳市涧西区天津路办事处电厂新村社区党委
安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第五人民医院临时党委
南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
商丘市立医院党委
信阳市光山县人民医院
周口市淮阳区在京务工创业人员党支部
驻马店市平舆县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对外联络部重点报道组
河南大学抗体药物开发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河南公安支援随州工作队党总支
河南省人民医院党委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公室
湖北省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武汉儿童医院新生儿内科
武汉市汉口医院发热门诊
武汉市中医医院肺系病科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验所
武汉市肺科医院党委
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武汉市武昌医院
泰康同济（武汉）医院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武汉市江汉方舱医院临时党委
湖北省楚商联合会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街道百瑞景社区居民委员会
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街青和居社区党总支
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道广八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武汉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党支部
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
卓尔控股有限公司党委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百仓储总部第五党支部
武汉地产集团东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襄阳市中心医院党委
襄城区庞公街道闸口社区
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
枝江市马家店街道办事处白家岗村村民委员会
宜都市陆城街道锦江社区第六党支部
鄂东医疗集团市中医医院（市传染病医院）党委
黄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十堰市公安局
十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荆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胜利街派出所“疫区冲锋队”
洪湖市消防救援大队
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京山市罗店镇马岭村党支部
鄂州市中心医院党委
大悟县中医医院党总支
孝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

英山县人民医院党委
稳健医疗（黄冈）有限公司
黄冈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咸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随州市中心医院党委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党委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仙桃市彭场第四联合党支部
天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潜江市中心医院
神农架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医用物资保障专班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检验检测研究所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党委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学检验科党支部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湖南省
长沙市第一医院
株洲市公安局科技与信息化管理支队党支部
洞口县雪峰街道双联村党总支
临湘市党委
常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永州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救治中心
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
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疫情防控联合指挥部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永霏特种防护用品有限公司党支部
广东省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党委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侨香社区
珠海市香洲区委拱北街道工委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东莞市卫生健康局
中山市危急重症生命支持ECMO救治组
江门市盈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支援湖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医疗队临时党委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广东省公安厅科技信息化总队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第二临床医学院、广东省

中医院、广东省中医药科学院）党委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邕武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国家（海上）紧急医学救援队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崇左市公安局
永福县永福镇党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东兴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党支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监狱
海南省
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检测所党支部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美兰机场海关
重庆市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党委
渝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总队交通监控指挥中心
万州区牌楼街道石峰社区居民委员会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西沱镇党委
重庆广电集团（总台）融媒体新闻中心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医药产业处党支部
重庆市渝北区机场疫情防控联动组临时党支部
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党支部
四川省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公安厅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党委
巴中市巴州区西城街道后坝社区党委
自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贵州省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中心
贵州省将军山医院临时党委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贵州）支援

湖北疫情医疗队临时党支部
贵州省委办公厅省委总值班室
贵州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党总支
贵州省公安厅技术侦察总队党总支
毕节市公安局
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商总会
云南省
云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食品药品工业处
云南省公安厅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制所党支部

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勐腊县公安局法制出入境党支部
临沧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党支部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党委
拉萨市公安局
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卫生院
山南市乃东区泽当街道嘎玛庆社区党支部
昌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
西安市第八医院党委
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西安市胸科医院
西安急救中心
西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西安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冠肺炎疫情联合防控指挥部
渭南市临渭区党委
甘肃省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处党支部
兰州市肺科医院党委
兰州新区公安局中川东区派出所党支部
兰州市城关区白银路街道正宁路社区党委
甘肃蓝康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省
青海赴湖北医疗和护理队
青海省传染病专科医院（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党委
青海省红十字会赴武汉救护转运队临时党支部
西宁市城北区火车西站街道盐庄社区党总支
海东市化隆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处置指挥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支援湖北第一批医疗队临时党支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党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党支部
宁夏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自治区人民

医院重症救治医疗队）临时党总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党委
哈密市星星峡防疫指挥部临时党委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华医院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长春中路街道办事处长春北路

社区居民委员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总支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医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新疆九鼎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石河子市东城街道四十号小区社区居民委员会
中央单位
国家监委专项工作组临时党支部
中央办公厅通信局电视会议处
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基层办）二处
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工作专班）党支部
中央网信办应急值班团队
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交流中心客务部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五处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党支部应急管

理处党小组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战略与政策处
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综合信息组）党委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慈善组织处
司法行政系统援鄂干警临时党委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卫生健康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就业服务处
长江航运总医院抗疫一线临时党支部
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医疗队临时党支部
湖北省地震局抗疫党员下沉突击队
国务院国资委医疗物资专项工作组办公室
首都机场海关卫生检疫工作组
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武昌区税务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审评六部
北京国联同利物业管理中心
中国工程院应对疫情专项工作组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督查处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汉口车站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西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航站楼管理部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国家援鄂抗疫中医医疗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东方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党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冠肺炎应急响应防控技术组）

机关一党总支五党支部
中日友好医院国家援鄂医疗队第一临时党支部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
北京医院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综

合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疫情防控武汉一线报道组临时党总支
人民日报社湖北分社
新华社武汉前方报道团
光明日报社总编室（抗击疫情综合报道组）
经济日报社疫情防控前方报道组临时党支部
中央企业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党委
国机集团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口罩机事业部临时党

支部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国药集团中国国际医药卫生有限公司
新兴际华集团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党委
通用技术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集团华润武钢总医院

中国石化燕山石化公司合成树脂厂
中航集团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总队
东航集团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飞行部党委
南航集团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总队B777

机队
中国宝武集团宝钢股份武汉钢铁有限公司气体公司
中核集团北京原子高科金辉辐射技术应用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信武汉分公司
航天科工苏州江南航天机电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电科疫情防控大数据攻关团队
国家电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夏区供电公司

党委
中国船舶集团第八研究院鹏力科技集团
中国联通大数据公司
中国移动湖北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中国石油湖北武汉销售分公司宏图大道加油站
招商局集团“灾急送”应急物流志愿服务队
中国电子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度平台和重点行业产

业链供需对接平台项目组
东风公司东风畅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节能中节能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党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陆军后勤部卫生局
解放军32298部队呼吸内科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病科党支部
南部战区海军第二医院党委
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生物医学防护教研室
解放军95655部队51分队
解放军95118部队53分队党支部
解放军95829部队医院
火神山医院临时党委
火神山医院超声诊断科
火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二科（联勤保障部队支援火神山医

院医疗队）
火神山医院感染一科一病区（陆军军医大学支援火神山

医院医疗队）
火神山医院感染二科一病区（海军军医大学支援火神山

医院医疗队）临时党支部
火神山医院感染三科二病区（空军军医大学支援火神山

医院医疗队）
火神山医院感染四科一病区（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支援火

神山医院医疗队）
火神山医院感染五科二病区（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支援火

神山医院医疗队）
火神山医院感染六科一病区（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支援火

神山医院医疗队）
火神山医院感染七科二病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支援火

神山医院医疗队）
火神山医院感染八科二病区（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支援火

神山医院医疗队）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重症医学一科（陆军军医大学支援武

汉泰康同济医院第一医疗队）临时党支部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第九片区（武警部队特色医学中心支

援武汉泰康同济医院第一医疗队）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二科（陆军军医大学支援武汉泰

康同济医院第二医疗队）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三科（新疆军区支援武汉泰康同

济医院医疗队）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五科（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支援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医疗队）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六科（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支援武

汉泰康同济医院医疗队）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八科（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支援武

汉泰康同济医院医疗队）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九科（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支援武

汉泰康同济医院医疗队）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二科（武警部队特色医学中心

支援武汉泰康同济医院第二医疗队）
武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七科（联勤保障部队支援武汉

泰康同济医院医疗队）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一科（海军军医大学支

援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医疗队）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二科（空军军医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和空军第九八六医院支援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
院区医疗队）临时党支部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六科（南部战区海军支
援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医疗队）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七科（海军第九七一医
院支援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医疗队）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科（东部战区空军医
院支援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医疗队）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二科（西部战区空军
医院支援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医疗队）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感染十四科（解放军96604
部队医院支援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医疗队）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接诊中心（战略支援部队支
援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医疗队）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勤务保障队（联勤保障部队
支援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勤务保障队）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一医院感染科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六医院感染科
西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控一科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呼吸内科
中部战区总医院感染科党支部
中部战区总医院支援武汉市肺科医院医疗队
中部战区总医院急诊医学科
中部战区总医院消化内科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九一医院感染科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发热门诊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党委
解放军总医院卫勤部医疗管理处
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某处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某处
驻湖北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临时党委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打洛镇民兵应急排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室
武警部队湖北省总队某部机动一中队
武警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发热门诊临时党支部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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