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姓名 单位
101 孙世龙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02 李安州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103 白建林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104 王章正 郑州市口腔医院

105 王现召 禹州市人民医院

106 王建都 淅川县人民医院

107 王祥玲 延津县妇幼保健院

108 王淑华 周口市东新区人民医院

109 王福安 许昌市妇幼保健院

110 邓国华 沁阳市中医院

111 白金娥 中牟县人民医院

112 乔来军 巩义市人民医院

113 刘金峰 镇平县人民医院

114 孙玉松 夏邑县中医院

115 李凤垒 滑县人民医院

116 李红池 南阳市卧龙区第一人民医院

117 李国奇 许昌市立医院

118 李国强 安阳县人民医院

119 李明虎 南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120 李富旺 唐河县人民医院

121 杨广州 桐柏县人民医院

122 杨洪波 禹州市人民医院

123 杨 楠 汝州市济仁糖尿病医院

编号 姓名 单位
124 吴宏光 浚县人民医院

125 吴启相 开封市祥符区中医院

126 何跃东 扶沟县人民医院

127 余亚明 禹州市中医院

128 宋兆普 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

129 张冬梅 温县妇幼保健院

130 张 伟 周口远华微创外科医院

131 张国栋 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132 孟小波 南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133 赵延军 宝丰县人民医院

134 赵庆国 汝州市妇幼保健院

135 洪念国 博爱县人民医院

136 耿革新 荥阳市人民医院

137 耿铁山 鄢陵县人民医院

138 贾 建 息县人民医院

139 贾爱玲 博爱县妇幼保健院

140 高 峻 汝州市人民医院

141 黄献智 民权县人民医院

142 常守海 新蔡县人民医院

143 董卫超 汝州卫超眼科医院

144 曾凡军 商城县人民医院

145 薛艳敏 孟州市妇幼保健院

146 薛继东 济源市第二人民医院

147 薛喜庆 焦煤集团中央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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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河南省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宣传推介活动候选名单公示宣传推介活动候选名单公示

参与方式

活动咨询电话：18739933373（同微信）

二级医院优秀院长（书记）（排名不分主次）

优秀学科带头人（省级）（按姓氏笔画排序）

优秀学科带头人（市级）（按姓氏笔画排序） 优秀基层医疗服务带头人

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标杆医院（排名不分主次）

编号 姓名 单位
201 王长虹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02 王连渠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3 王新军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204 朱长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5 刘剑波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6 许雅娟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7 孙岚英 河南省荣军医院

208 孙学平 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209 李天晓 河南省人民医院

210 李文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1 李 哲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212 杨宏辉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213 杨 辉 河南省肿瘤医院

214 吴新艳 河南省人民医院

215 余文发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16 谷彩萍 河南省荣军医院

217 汪奇伟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218 张志东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219 张 静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220 陈 琦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编号 姓名 单位
221 范太兵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222 林瑞芳 河南省荣军医院

223 周文科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24 周玉璞 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225 周红刚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226 周 青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27 郑 权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228 郑先杰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29 宗慧凯 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230 胡军红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231 秦建武 河南省肿瘤医院

232 贾天明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33 郭素芹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34 崔书克 河南中医药大学经方方证研究所

235 葛英辉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236 韩星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7 程兆云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238 路 平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39 黎海亮 河南省肿瘤医院

240 魏伦收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编号 姓名 单位
301 王中笑 社旗县人民医院
302 王志平 济源市人民医院
303 王志军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04 王 忻 新乡市市直机关医院
305 王国营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06 王振瑞 汝州卫超眼科医院
307 王晓莉 许昌儿童医院
308 王倩青 新乡市中心医院
309 王瑞峰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310 牛怀文 博爱县许良镇卫生院
311 介 毓 洛阳市第八人民医院
312 孔祥阳 济源市人民医院
313 石全宝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314 史 冬 南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315 付秀虹 漯河市中心医院
316 冯海玲 博爱县妇幼保健院
317 邢书军 许昌市立医院
318 吕玉珍 焦作市妇幼保健院
319 吕国伟 商丘市中医院
320 吕建利 许昌市妇幼保健院
321 吕绍江 滑县人民医院
322 乔保安 济源市人民医院
323 刘俊英 周口市中心医院
324 闫良芹 民权县人民医院

编号 姓名 单位
325 闫振华 汝州市中医院
326 许惠敏 开封市儿童医院
327 孙文可 邓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328 芦乙滨 信阳市中心医院
329 李兰萍 汝南县人民医院
330 李红芬 焦作市妇幼保健院
331 肖卫田 汝南县人民医院
332 吴中亚 信阳市中心医院
333 吴 昊 南召县人民医院
334 吴 浩 博爱县人民医院
335 汪中举 唐河县卫生学校附属医院
336 宋晓锋 许昌市中心医院
337 张占锋 鄢陵县人民医院
338 张有亭 许昌市立医院
339 张秀珍 许昌市妇幼保健院
340 张 胜 河南圣德医院
341 张晓曼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42 张 峰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
343 张 浩 南阳市中心医院
344 张浩飞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45 张 楠 郑州市中心医院
346 陆 伟 信阳市中心医院
347 陈云政 汝南县人民医院

编号 姓名 单位
348 庞国明 开封市中医院
349 孟双全 开封市人民医院
350 赵 刚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51 赵志刚 郑州颐和医院
352 赵明枝 中牟县人民医院
353 耿建领 禹州市中医院
354 原中发 济源市人民医院
355 钱宏利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356 徐守臣 商丘市中医院
357 高永义 汝州市中医院
358 郭华娟 开封市妇幼保健院
359 郭利民 济源市人民医院
360 郭遂成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第一附属医院
361 涂 博 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362 姬宝军 濮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363 曹 旸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364 康卫伟 通许县中心医院
365 蒋旭九 信阳市中心医院
366 韩 丽 济源市人民医院
367 解发雨 济源市人民医院
368 薛保国 孟州市中医院
369 穆红梅 开封市中心医院

编号 姓名 单位
401 马秀华 息县第二人民医院
402 王文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宋门办事处

空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03 王再英 南乐县妇幼保健院
404 王 华 新乡市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05 王诗坛 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06 卢胜利 济源市邵原卫生院
407 田永魁 中牟县雁鸣湖镇中心卫生院
408 付永利 夏邑县韩道口镇中心卫生院
409 毕合举 博爱县清化镇卫生院
410 刘海山 南阳市宛城区妇幼保健院
411 李万群 邓州市汲滩镇卫生院
412 李中伟 汝州市杨楼镇卫生院
413 李玉春 南召县人民医院
414 李 可 方城县博望镇卫生院
415 李亚冬 汝州市妇幼保健院
416 李 刚 汝南县三门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17 李 伟 灵宝市焦村镇卫生院
418 李 冰 南召县人民医院
419 李 炜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乡卫生院
420 李晓伟 尉氏县邢庄卫生院
421 李 浩 信阳市中心医院
422 李照绪 邓州平安中西医结合医院
423 张书华 宝丰县周庄镇卫生院
424 张 珺 内乡县城关镇卫生院
425 张鹏敏 滑县大寨中心卫生院
426 张新巧 郑州市中原西路社区服务中心
427 张新立 中牟县人民医院总医院雁鸣湖院区
428 陈在民 开封新区梁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29 郑晓林 襄城县范湖乡卫生院
430 单俊刚 汝州市妇幼保健院
431 赵立强 民权县林七乡卫生院
432 赵玲玲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433 赵胜利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工业办事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34 侯正光 温县招贤乡卫生院
435 侯自南 郑州市金水区姚桥乡卫生院
436 常文升 新蔡县顿岗乡卫生院
437 高 银 南召县云阳镇卫生院
438 郭志军 南召县皇路店镇卫生院
439 黄书龙 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卫生院
440 黄 磊 淮滨县妇幼保健院
441 崔洁琼 温县岳村街道卫生院
442 薛明祥 济源市大峪卫生院

（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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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单位（省级）
501 河南省人民医院
502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03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04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505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506 河南省肿瘤医院
507 河南省儿童医院
508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509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0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1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512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513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4 洛阳东方医院（河南科技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
515 河南省省立医院
编号 单位
516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7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518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519 郑州人民医院
520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521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522 开封市人民医院
523 开封市中心医院
524 开封市中医院
525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526 南阳市中心医院
527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528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529 许昌市中心医院
530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531 漯河市中心医院
532 济源市人民医院
533 商丘市中医院
534 信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535 许昌市妇幼保健院
536 焦作市妇幼保健院
537 许昌市第五人民医院
538 周口远华微创外科医院
539 南阳市卧龙区妇幼保健院
540 郑州植得口腔医院
541 郑州颐和医院
542 河南圣德医院
543 商丘市第五人民医院
544 禹州市人民医院
545 禹州市中医院
546 巩义市人民医院
547 汝州市人民医院
548 汝州市骨科医院
549 汝州市济仁糖尿病医院
550 沁阳市人民医院
551 邓州平安中西医结合医院
552 荥阳市人民医院
553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

554 偃师市人民医院
555 长垣中西医结合医院
556 平舆县人民医院
557 杞县妇幼保健院
558 中牟县人民医院
559 南召县人民医院
560 唐河县中医院
561 浚县人民医院
562 淅川县人民医院
563 博爱县人民医院
564 博爱县妇幼保健院
565 温县妇幼保健院
566 滑县人民医院
567 滑县中医院
568 鄢陵县人民医院
569 嵩县人民医院
570 商城县人民医院
571 民权县中医院
572 夏邑县中医院
573 淅川县第二人民医院
574 郑州市中原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75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乡卫生院
576 南阳市卧龙区七里园乡卫生院
577 新乡市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78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医院
579 襄城县麦岭镇卫生院
580 襄城县范湖乡卫生院
581 襄城县颍阳镇卫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