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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名单（948名）

要闻│06 2020年 10月22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李倩 美编 党瑶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坚决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总要求，凝心聚力、众志成城，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构筑坚不可摧
的“中原防线”，调集一切可以调集的资源为全国疫情防控贡献“河南力量”。在
这场抗疫斗争中，全省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主动担责担难担险，广大医务工
作者白衣为甲、逆行出征，广大公安干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冲锋在前、
忠诚履职，广大科研人员、新闻工作者、下沉干部、志愿者、企业职工辛勤工作、无

私奉献，广大人民群众顽强不屈、守望相助，凝聚起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的强大合
力，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充分展现了中原儿女无私无
畏、坚忍不拔、大义当先、和衷共济的英勇战斗形象和昂扬精神风貌。

为大力弘扬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
神，充分激发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凝聚“河南力
量”、讲好“河南故事”，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董善京等948名同志“河南省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授予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等300个集体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断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依然较大，统筹

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而不懈奋斗！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

（2020年 10月 18日）

郑州市

董善京 郑州人民医院急诊科副
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培亮 郑州人民医院医疗管理
中心副主任、郑东院区党总支书记、院
长，主任医师

卢 滨 郑州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负责人，副主任医师

高延秋（女） 郑州市中心医院呼
吸重症科主任、隔离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王 蓓（女） 郑州儿童医院护士
长，主管护师

赵学勇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主治医师

高建凯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
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崔东锋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肾
病风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马淑焕（女）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
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主任护师

杨跃杰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徐彦立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医
务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涂小峰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急
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燕重远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
心调度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谢永富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
心医务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周 源 新密市中医院影像科技师
肖海励 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呼

吸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梁澄辉 登封市人民医院放射科

技师
郑志军 登封市嵩阳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耿革新 荥阳市人民医院院长，主

治医师
冯文帅 巩义市人民医院呼吸内

科及重症医学科内科综合病区主任，副
主任医师

白金娥（女） 中牟县人民医院院
长，副主任护师

赵 亮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院
长助理，主治医师

连松峰 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卫
生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郭卫平（女） 郑州市中原区建设
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护师

李建魁 郑州市管城区北下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

张庆普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医院
党总支书记、院长，副主任医师

党青伟（女） 郑州市郑东新区白
沙镇卫生院护士长，护师

梁 斌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
龙卫生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道文锋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
龙卫生院公共卫生科科长，初级技师

王永汉 郑州西区中医院院长，副
主任医师

付伟松 郑州市高新区沟赵中心
卫生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杨继锋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张庄中心卫生院院长

李友传 郑州航空港郑港医院内
科主任，主治医师

袁 野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科员

牛卫东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微生物检验所所长

王进兴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副主任

何沛源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科员

杜培源 郑州市二七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公卫科科长，主管医师

杨 柠（回族） 郑州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九大队机动中队中队长、二级警长

翟松峰 郑州市公安局长兴路分
局副局长

刘玉峰 郑州市公安局航空港分
局治安大队四级警长

暴 光（蒙古族） 郑州市公安局
改革办办公室负责人、二级警长

张琳琳（女） 共青团郑州市委副
书记

原学岭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副主任

邹 鹭（女，回族） 郑州市审计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机关党委书记，经济师

吕国洲 郑州市交通运输局二级
主任科员

陈欣然（女）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科长，主管技师

段文旭（女） 郑州市委宣传部副
处长

薛芳礼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市容
环卫管理处处长

张顺海 郑州市城乡建设局建筑
市场监管处处长

高晓华（女） 郑州市委政法委副
处长

肖瑞平（女） 郑州市委组织部办
公室主任

甄慧君（女） 郑州市纪委监委机
关党委副书记

赵 嘉 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生活性服务业处处长

刘 明 郑州市财政局行政政法
处处长，中级会计师

宋 莉（女） 郑州市商务局市场
体系建设处处长

温雪飞（女） 郑州市上街区济源
路街道商业街社区党委书记

胡长亮 郑州市管城区航海东路
街道中铁七局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
主任

苏营周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郑港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路艳茹（女） 郑州市二七区淮河
路街道陇海社区党委书记

王绪国 郑州市殡仪馆质量管理
办公室主任

王绍禹 郑州报业集团新闻工作者
马军涛 郑州电视台记者
郝 亮 数字郑州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工程师
李圆方 郑州圆方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

开封市

王 静（女） 开封市中心医院临
床第三党支部书记、护理部副主任，主
管护师

张卫兵（女） 开封市人民医院门
诊办副主任，主管护师

韩圣宾 开封市中医院主治医师
郭 瑞（女） 开封市传染病医院

医师
刘志勇 开封市第二中医院急诊

科主任，主治医师
霍春梅（女） 开封市儿童医院公

共卫生及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副主任
护师

范廷俊 开封市陇海医院党委副
书记、副院长，主任医师

郝建民 开封市妇幼保健院副主
任医师

郭忠良 尉氏县人民医院感染科
主任，主任医师

汤 英（女） 通许县人民医院感
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崔粤平（女） 杞县人民医院感染
性疾病科副主任，主治医师

蔡自力 兰考第一医院业务院长，
主任医师

赵国兴 开封市祥符区第二人民
医院院长，主治医师

闫永胜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杏花营镇卫生院院长，主治医师

王润霞（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
苹果园办事处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主管
护师

王学志 开封市龙亭区柳园口乡
小马圈社区乡村医生、党支部书记

王 华（女） 开封市禹王台区三
里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控感科科长、接
种门诊主任，主管护师

胡平福 开封市鼓楼区仙人庄卫
生院副院长，主治医师

于建伟 开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副主任

刁百闯 开封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

李明锋 开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祥轩 开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级调研员

张国启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管委会正县级干部

孙 欣（女） 开封市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

李新宏 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政府
副县级干部

车树光 开封市纪委监委驻市农
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刘克银 通许县厉庄乡塔湾村党

支部书记
徐亚鹏 开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农民工工作科科长
郭建伟 开封市医疗保障局医药

服务管理科科长，主管药师
梁方亮 开封市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事务中心高级工
谢红磊 开封市鼓楼区州桥街道

党工委书记
赵丽萍（女） 开封市龙亭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龙亭区卫生健康委
员会四级调研员

李 红（女，回族） 开封市顺河回
族区清平街道汴南社区党支部书记

曾宪宇 开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城区执法大队中队长

焦宇炜 开封日报社驻祥符区分
社社长

洛阳市

张 宾 新安县第二人民医院副
院长，副主任中医师

王 琴（女） 洛阳市中医院骨二
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张国强 洛阳市中心医院内科党
总支第三党支部书记、感染科主任，主
任医师

万宇凯 嵩县中医院医务科科长，
主治医师

谢群星 孟津县中医院党支部副
书记，副主任医师

江 月（女） 洛阳市公安局金谷
分局社区警务大队四级警长

马永亮（回族） 洛阳市吉利区康
乐街道双苑社区原党支部书记、居委会
主任

赵鹏辉（女） 洛阳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管委会建设二局市政科科长，伊
滨经开区（示范区）诸葛镇下徐马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

李雪花（女） 洛阳市东方医院门
诊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梁松杰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十一科科长

程 伟 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
心副主任科员，洛阳市新安县青要山镇
黄北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张德凯 洛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监察支队科员

谢国玺（女） 洛阳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一级调研员

赵 怡（女） 洛阳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疾病预防控制科科长

仝志琴（女） 洛阳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检验中心主任，主任技师

崔鹏鹏（女）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护士长，主管护师

邢付强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副
院长，主任医师

昝国欣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
科党支部书记、呼吸科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

朱宏轩 洛阳市中心医院党委书
记，主治医师

裴俊杰 洛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影
像技师

陈 琛 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民警

李 斌 洛阳市道路运输服务中
心副主任

张可可（女） 偃师市人民医院主
治医师

侯佳佳（女） 偃师市中医院内六
科护士长

王银涛 偃师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副主任，主治医师

郑广庆 孟津县人民医院院长，主
治医师

贾俊花（女） 新安县第二人民医
院护理部主任，主管护师

张润泳 河南大学纪委副书记、监察
处处长，挂职嵩县县委常委、副县长，讲师

尹小丽（女） 汝阳县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党支部副书记、规划科科长

张景灿 汝阳县人民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栓伟 汝阳县中医院康复科主
任，主治医师

李 运 栾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主治医师

王恒涛 栾川县中医院医务科、感
染性疾病科副主任，执业医师

贺金武 洛宁县中医院儿三病区
主任，副主任医师

温文斌 伊川县中医院肾病血液

净化中心主任，主治医师
郭志刚 伊川县吕店镇卫生院院

长，执业医师
张 旭（女） 宜阳县公安局民警
宁康康 宜阳县中医院心血管科

副主任，主治医师
吴延军 洛阳市西工区红山街道

党工委书记
蔡红光 洛阳市西工区红山乡卫

生院医师
朱 峰 洛阳市老城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四级调研员
李丽萍（女） 洛阳市老城区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
谢京涛 洛阳市瀍河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王进升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工程师
王宏伟 洛阳市洛龙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何相如 洛阳市洛龙区龙门镇卫

生院院长，医师
史利云（女） 洛阳市高新区孙旗

屯乡卫生院接种门诊主任、工会主席，
主管护师

王 波 洛阳市卓阳耀滨科技企
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平顶山市

赵 诚（满族） 平顶山市第一人
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刘 宏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松勤（女）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
医院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朱茜文（女）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
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 冰（女）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
医院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冯奕超 平顶山市中医院内四科
副主任，副主任中医师

李爱军 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

郭晏强 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检验科科长，主管技师

杨军锋 宝丰县人民医院隔离病
区主任，副主任医师

蒋喜明 平顶山市传染病医院（市
第三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

刘冠军 平顶山市第六人民医院
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张发强 平顶山市第六人民医院
党支部书记

靳彩娜（女） 汝州市人民医院护
理部副主任，主管护师

李文灿（女） 平顶山市湛河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检验师

贾晓鹤（女） 舞钢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检验科科长，副主任技师

席瑞红（女） 叶县人民医院感染
性疾病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

杨根正 郏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

牛 帅 宝丰县人民医院医务科
科长，主治医师

高向阳 鲁山县让河乡卫生院党
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

张子甲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医
院副院长

平天洲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医
院全科门诊主任，副主任医师

任 凯 鲁山县人民医院隔离病
区主任，主治医师

王金涛 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医政药政科科长

王海涛 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卫生应急办主任

武东晓 平顶山市交通运输执法
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张海涛 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史长现 平顶山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党组书记、局长
韩 沛 共青团平顶山市委副书记
李 哲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
王海彦 舞钢市人民政府四级调

研员
周慧敏（女） 郏县政协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副主任医师
郭坤峰 平顶山市公安局治安和

出入境管理支队场所特业管理大队教
导员，一级警长

孙鹏飞 平顶山日报社传媒集团
政教部副主任

王璐宪 平顶山市公安局治安和

出入境管理支队内部保卫和保安管理
大队教导员

张彦恒 平顶山市纪委监委第五
监督检查室副主任

王 磊 平顶山市学校卫生保健
站党支部书记、站长

贺学军 平顶山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经济运行局局长，统计师

郭邦国（回族） 平顶山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主任科员（农民工
工作科负责人）

李新育 汝州市风穴路街道塔寺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赵宗辉 平顶山市新城区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

王迎信 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
组书记、局长

郑华永 平顶山市新华区曙光街
街道党工委书记

陈国辉 平顶山市湛河区九里山
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胜利 平顶山市石龙区龙兴街
道党工委书记

沈旭峰 平顶山市高新区农业农
村和社会事务局局长，经济师

安阳市

宋广强 林州市人民医院发热门
诊主任，主治医师

秦书林 林州市任村镇仙岩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闫俊凯 林州市任村卫生院院长
王培臣 安阳县人民政府二级调

研员
秦瑞光 滑县白道口镇党委书记
武志宇 滑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

病科主任，主治医师
赵建峰 滑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晓艳（女） 内黄县人民医院感染

科主任、呼吸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合民 内黄县公安局党委委员
张希军 汤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范红海 汤阴县人民医院消化病

中心主任，主治医师
王庆顺 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

卫生院院长
缑元冲 安阳市灯塔医院院长，主

任医师
郝彬彬 安阳市高新区银杏大街

街道党工委书记
靳朝晖（女） 安阳市北关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陈金红（女） 安阳市北关区洹河

医院副院长，护师
吕宏烨 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四级调研员
刘艳利（女） 安阳县人民医院副

院长，主治医师
赵玉军 安阳市龙安区文昌街道

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韩 鼎 安阳市纪委监委驻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纪检监察组综合科长
周同亮 安阳广播电视台记者
王晓萌（满族） 安阳市委网信办

副主任
李振龙 安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

支队办公室副主任，二级警长
李 鹏 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支队文峰大队民警
管 宁 安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助理工程师
马 力（女） 安阳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运行监测协调与安全生产科科长
王建军 安阳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
马红宾 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局长
张金文 安阳市肿瘤医院院长
戴东华 安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政医管科科长，主治医师
王少芳（女） 安阳市人民医院党

委委员，主任医师
于 磊 安阳市人民医院感染性

疾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蒋 翔 安阳市中医院主治医师
索瑞峰 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急

诊科主任，主任医师
谢 雯（女） 安阳市第六人民医

院护士，主管护师
任桂玲（女） 安阳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长，主任医师
包小兵 安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科长，副主任检验技师
卫锦秀（女）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

院中医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阎 冬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医

务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骈朋云（女）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

检验科科长，主管护师
张玉忠 安阳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局长，副主任医师
韩 鹏 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呼

吸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张艳芳（女）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

儿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张家帅 安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副主任，主治医师
黄玉梅（女） 安阳市肿瘤医院重

症医学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鹤壁市

郭利勋 浚县中医院医务科科长，
中医医师

吴宏光 浚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

刘水云 浚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组书记、主任

王文静（女） 淇县人民医院感染
性疾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贾延胜 淇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
队副大队长

王四君 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卫
生院院长，副主任中医师

刘书妍（女） 鹤壁市淇滨区卫生
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岳 媛（女） 鹤壁市淇滨区九州
路街道桂鹤社区党支部副书记

王 莉（女）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主管护师

贾志忠 鹤壁飞鹤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孙治安 鹤壁市鹤山区鹤壁集镇
卫生院院长

黄红敏（女） 鹤壁市鹤山区中山
北路街道东巷社区党支部书记

马俊新 浚县浚州街道西马庄村
原党支部书记

张金涛 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古城办事处社会事业办公室主任

张良忠 鹤壁市城市管理局市政
环卫科科长

陶俐伶（女） 鹤壁市委宣传部新
闻科（对外宣传和新闻发布办公室）科
长（主任）

李 昕 鹤壁市公安局国保和反
恐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

秦法军 鹤壁市卫生健康监督局
党支部书记、局长

赵 斌 鹤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办公室正科级干部

孙屹屹 鹤壁市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郭潇静（女） 鹤壁市人民医院山
城院区呼吸消化内科病区护士长，主管
护师

罗东娟（女） 鹤壁市人民医院呼
吸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冯 雷 鹤壁市人民医院疼痛科
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史保生 鹤壁市第三人民医院党
总支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张延安 鹤壁市第三人民医院结
核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永素（女） 鹤壁市第三人民医
院感染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于 璐（女） 鹤壁市妇幼保健院
主治医师

徐 强 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总医院副主任医师

张卫源 鹤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瑞兴 鹤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卫生检疫检测中心主任，主管技师

新乡市

孔维英（女） 卫辉市人民医院副
院长，主治医师

游林勇 卫辉市人民医院全面质
量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主治医师

赵化录 辉县市冀屯镇党委书记、
二级调研员

范海涛 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村
党支部书记，河南孟电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高级经济师

王栋印 辉县市人民医院院长，主
任医师

张亚娜（女） 新乡县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主任

（下转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