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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六版）
孔庆伟 新乡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刘军伟 获嘉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李扣丽（女） 获嘉县中医院护士

长，主管护师
刘安琪（女） 原阳县中心医院护

士长，主管护师
费卫东 原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姚 凯 延津县中医院主治医师
王 凯 延津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主治医师
张少雄 封丘县中医院主治医师
陈红政 封丘县人民医院副主任

医师
王 飞 长垣市中医院副院长，主

任医师
秦保建 长垣市市委书记
邓志军 新乡市红旗区洪门镇诚

城社区党委书记，诚城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工程师

朱胜宏（女） 新乡市红旗区人民
医院副护士长，护师

李彦文 新乡市牧野区牧野镇卫
生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魏 倩（女） 新乡市凤泉区人民
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贾 珮（女，回族） 新乡市卫滨区
新华医院护士长，主管护师

安文琪（女）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秦金雪（女） 新乡市高新区关堤
乡卫生院医师，执业医师

韩军博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农牧
场党总支书记、副场长

张 伟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经济发展局局长

苗 哲 新乡市委办公室调研室
副主任

邓国永 新乡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董文胜 新乡日报社记者
杨新锋 新乡市纪委常务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一级调研员
赵宏林 新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科长
栗仁学 新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
陈银亭 新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
刘尚军 新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主管医师
吴育斌 新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周传斌 新乡市公安局情指快反

处置中心副主任
袁富华 新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科长
王培山 新乡市中心医院党委副

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张海生 新乡市中心医院感染

与呼吸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
医师

于鸿飞（女） 新乡市中心医院护师
王慧娟（女） 新乡市传染病医院

医务科科长，主治医师
李 莉（女，回族） 新乡市市直机

关医院党支部委员、副院长，主治医师
翟成凯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党

委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李红义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主

治医师
涂 博 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焦作市

王建峰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孟明哲（女） 焦作市人民医院护
理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姚建刚 焦作市人民医院护士，护师
周娜娜（女）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主管
护师

梁 燕（女） 焦作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中央医院感染管理科副护
士长，主管护师

张巧珍（女） 焦作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中央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二区护士长，主管护师

靳双周 焦作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

卢燕许 焦作市人民医院中医科
主任，主任医师

韩志启 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感
染一科主任，主任医师

朱增红 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感
染六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冯海群 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感
染二科副主任，主治医师

闫彩红（女） 焦作市第三人民医
院感染四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仝 峰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副
院长，副主任医师

王振西 焦作市妇幼保健院副院
长，主任医师

洪念国 博爱县人民医院院长，主
任医师

马雪娥（女） 武陟县圪垱店镇卫
生院院长，执业助理医师

董贤一 修武县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陈姣姣（女） 焦作市中站区人民

医院普外科护士，主管护师
姬卫华 焦作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预防接种门诊部副主任，主管检
验师

黄小刚 焦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卫生检验监测科科长，主任技师

李河德 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疾控科科长

许庆丰 焦作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支队高新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毛保党 焦作市交通运输局交通
战备办公室主任

李吉豫（女） 焦作广播电视台健
康卫生部主任，编辑

席 卫 焦作市委办公室督查室
副主任

廉治国 焦作市委组织部县区干
部科科长

朱云彩（女） 孟州市中医管理局
局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主
治医师

闫全心 温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郭 博 焦作市马村区科技和工

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丽丽（女） 焦作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
局长

任成水 沁阳市紫陵镇党委委员、
武装部部长

王迎彩（女） 焦作市解放区王褚
街道党工委书记

李 涛（满族） 焦作市山阳区光
亚街道党工委书记

闫春霞（女） 博爱县许良镇许良
村党总支书记

侯秋霞（女） 焦作市中站区李封
街道怡光社区党委书记

濮阳市

刘洪洲 濮阳市人民医院呼吸内
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吴世群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感染
性疾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孙坤然（女） 濮阳市人民医院护
士长，主管护师

刘瑞攀（女） 濮阳市第五人民医
院隔离区护士，主管护师

王雪平（女） 濮阳市人民医院隔
离区护士，主管护师

王海明 濮阳市中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治医师

贾鑫鹏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护师
王本立 濮阳市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副主任医师
孙敬涛 濮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副

院长，副主任医师
王亚亚（女） 清丰县新兴医院医

师，执业医师
白献玺 南乐县西邵乡卫生院中

西医结合科主任，执业助理医师
谢传文 范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主任医师
王 霄 台前县夹河中心乡卫生

院中医科主任，主治医师
王志敏 濮阳市华龙区岳村卫生

院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
杨世娥（女） 濮阳市第三人民医

院手术室护士长，主管护师
杨艳虹（女） 濮阳县人民政府党

组成员、副县长
刘 波 范县政协副主席、卫生健

康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医师
边宏庆 濮阳市委副秘书长、一级

调研员
孙庆莘 濮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 翠（女） 濮阳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一级调研员
孙秋华（女） 濮阳市委营商环境

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市委市政府
督查局副局长）

靳克志 濮阳工业园区昌湖街道
李信村党支部书记

马德田 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五科科长

胡崇坤 濮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

刘自宽 濮阳市交通运输局运输
管理科科长

张庆祝 濮阳市公安局情报信息
中心主任

甘文峰 濮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

马东旺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
习镇芦寨村原党支部书记

王风梅（女） 濮阳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卫都街道绿城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刘凯波 濮阳市中原石油勘探局
有限公司物业服务中心世纪景苑物业
服务管理区经理，高级政工师

许昌市

杨宏善 许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

牛 锋 许昌市中心医院院长，主
任医师

李绍英（女） 许昌市体育局局长
关雁军 许昌市教育局体卫艺科

科长
杜永红 许昌市立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效亮 许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一级科员
刘 沛（女） 许昌市中心医院感

染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师德鸿 禹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三级调研员
裴宏彬 禹州市中医院副院长，主

任中医师
杨洪波 禹州市人民医院党组副

书记、院长，副主任医师
王静菲（女） 禹州市人民医院护

士长，主管护师
李 磊 长葛市人民医院副主任

医师
杨 静（女） 长葛市中医院护士长
马腾骐 长葛市军华有限公司高

级工
刘宁博（女） 鄢陵县人民医院护

理部主任，主管护师
李艳锋 鄢陵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疾病预防控制股股长
徐 娜（女） 鄢陵县中医院急诊

科副主任，主治医师
丁兵兵 襄城县中医院主治医师
黎 闯 襄城县人民医院急诊科

副主任，主治医师
赵鹏辉 襄城县交警大队机动中

队中队长
张晓丽（女） 许昌市魏都区人民

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三级调研员
王金墙 许昌市人民医院医师
黄 涛 许昌市魏都区委宣传部

副部长
陈晓珂（女） 许昌市第五人民医

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周六甲 许昌市建安区榆林乡中

心卫生院医务工作者
周 垚（女）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

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三级调研员
杜尽忠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事务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王陆珊（女） 许昌市建安区长村

张街道党建办主任
焦奕文 许昌市东城区祖师街道

办事处防疫工作人员
李景钊 许昌市中心医院呼吸内

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许广见 鄢陵县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主治医师
石晓晓 许昌医院呼吸内科主治

医师
闫东锋 长葛市后河镇闫楼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红亮 许昌市魏都区高桥营街

道东李庄社区党支部书记
宋红昌 襄城县关爱老人志愿者

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漯河市

李圣卡 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主
治医师

赵秋珍（女）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主任、重症
医学科护士长，主任护师

苗国印 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内
科医生，主治医师

曹付梅（女） 漯河市第六人民医
院感控科科长，副主任护师

柴冠军 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内
科医生，主治医师

武海涛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第二附属医院主治医师

李瑞芬（女）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第三附属医院护士，主管护师

尼状状 漯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检验技师

段冲亚 漯河市舞阳县人民医院
医师，主治医师

李耀军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陈来恩 漯河市中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副主任医师

宋莉娟（女） 漯河市中医院脑二
科副主任中医师

王光辉 漯河市传染病医院呼吸
一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金炎 临颍县人民医院感染性
疾病科主任，主治医师

王琦伟（女） 舞阳县人民医院护
士长，主管护师

张 曼（女）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
医院医师，执业医师

李永昌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医院
院长，主治医师

郭朝阳 漯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公共卫生科科长，主管医师

张笑阳 漯河市卫生健康综合执
法支队副所长，主管医师

闵 冬 临颍县人民医院住院
医师

邱建锋 省侨联文化经济联络部
部长、临颍县石桥乡桥南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

周松峰 舞阳县侯集镇人民政府
原副镇长

刘 伟 漯河市郾城区龙塔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王 鹏 漯河市源汇区老街办事
处科员

靳会杰（女） 漯河市召陵区天桥
街道漓江路社区居委会主任

吴 涛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湘
江路管理办公室主任

王宏涛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姬石镇党委书记

刘建伟 漯河市公安局召陵分局
交管巡防大队副大队长、二级警长

刘书明 漯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医疗器械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

索铁芳 漯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财政金融贸易科科长，经济师

黄 强 漯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食品工业科科长

刘建平 漯河市商务局市场运行
和消费促进科科长

王 辉 漯河日报社新媒体中心
主任

张合良 漯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三门峡市

李继红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杨 晶（女）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总医院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

李海霞（女） 三门峡市直机关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科科长，主治医师

梁 强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感染
性疾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段宏涛 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党
委副书记、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何社军 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党
委副书记，副主任技师

张俊峰 三门峡市中医院脑病科
副主任，副主任中医师

崔文平（女） 三门峡市湖滨区医
院院长助理，住院医师

孟宪禄 渑池县人民医院肿瘤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

单玉民 渑池县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主任，主治医师

刘 倩（女）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人民医院护士

程小宪 黄河三门峡医院呼吸内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闪烁（女，回族） 卢氏县人民医
院内科党支部书记、护理部副主任、心
内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

王东武 卢氏县中医院感染性疾
病科主任，主治医师

王志敏（女）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
民医院病案管理科科长，主治医师

苏文杰 三门峡崤云信息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 华 义马市煤化工产业集聚
区党政办副主任，义马市朝阳路街道红
土坡社区党总支第一副书记

杨秋霞（女） 渑池县陈村乡党委
委员、组织委员、副乡长

刘志毅 三门峡市湖滨区武装部
民兵应急连政治指导员

薛兴民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三级调研员

向美琼（女） 灵宝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党支部委员、副主任，主管医师

符红林 卢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

谢少峡 三门峡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

张 毅 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医疗器械科副科长

李立红 三门峡市公安局高速交
警支队四级警长

郑林涛 三门峡市交通运输局执
法处高速公路交通执法大队队长

李粉妮（女） 三门峡市湖滨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管护师

杨玉红 三门峡经济开发区卫生
和计划生育局职工

辛旭春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禹王路街道办事处人口和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中心主任

南阳市

王 龙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

李新伟 南阳市卧龙区交通运输
执法局局长

李林成 南阳市宛城区道路运输
管理局技师

张瑞令（女） 南阳市宛城区仲景
街道东关社区党委副书记

刘富春 邓州市孟楼镇党委副书记
孙 犇 邓州市汲滩镇党政办主任
陈明山 桐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主任
王 娜（女） 唐河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副局长，药师
杨红忠 淅川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赵 楠 南阳市招商和会展服务

中心原党委委员、副主任
陈 刚 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姜营街道原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叶静丽（女） 西峡县莲花街道办

事处城市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助理工
程师

刘 勇 社旗县赊店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

万春生 南阳市高新区卫生和计
划生育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孙 扬 南阳市鸭河工区社会事
业局局长

李荣胜 方城县县委常委、副县
长，教授

王士锋（蒙古族） 镇平县柳泉铺
镇大庄寺村党支部副书记

赵 芳（女） 南阳市官庄工区东兴
街道辽河社区党支部书记，高级政工师

胡保勤 南召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四级调研员

郭占雨 内乡县湍东镇党委书记
司马恒 南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
罗明柱 南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副局长、三级调研员
张喜雨 南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陈少禹 南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办公室临时党委委员，副主任
中医师

王笑荷（女） 南阳日报社政务新
媒台台长，主任编辑

王 斌 南阳市公安局新区分局
政委兼纪委书记

雷明森 唐河县公安局看守所原
二级警长

钱金勇 南阳市公安局警令部民警

王焱平（女）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
院医务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赵青春 南阳市中医院党委书记，
主任医师

李明虎 南阳市传染病医院院长，
副主任医师

许文振 内乡县中医院党支部书
记，主任医师

马 磊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党
委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王惠联（女） 南阳市卧龙区车站
街道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长，主
管护师

何红迅 唐河县人民医院副主任
医师

吕国新 唐河县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吕树志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副

院长，主任医师
孙新超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工

会主席，副主任医师
张 震 南召县人民医院主治中

医师
汪辰姬（女） 社旗县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治医师
高增兵 南阳市宛城区新店乡卫

生院公共卫生科主任，助理医师
张保朝 南阳市中心医院党委副

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王建刚 南阳市中心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
党 强 南阳市中心医院呼吸科

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彭 阳（女） 南阳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科副科长，副主
任医师

史晓林（女） 南阳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检验科科长

董三军 镇平县人民医院呼吸内
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晏志保 南阳卧龙医院院长，副主
任医师

杨明生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副主任医师

赵建兰（女）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第一附属医院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李元盈 新野县人民医院中西医
结合科副主任，主治中医师

张启田 南阳油田总医院主任医师
丁大鹏 淅川县人民医院副主任

医师
马永胜（回族） 方城县中医院副

主任医师
边洪昌 方城县人民医院副主任

医师
杨 俊（女） 西峡县人民医院感

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宁攸萱 桐柏县中心医院副主任

医师
王予峰 桐柏县中心医院主治医师
唐祖宣 邓州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
胡学刚 邓州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商丘市

韩传恩（回族） 商丘市第一人民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杨 林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袁 斌（女）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
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伟华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内
科主任

崔 静（女） 商丘市立医院副院
长，主任护师

周 刚 商丘市立医院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会计师

李国庆 商丘市中医院脑病二科
主任，主任中医师

王 琳（女） 商丘市中心医院儿
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王淑敏（女）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
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王振华 商丘市立医院感染科主
任，副主任医师

陈 岚（女） 商丘市中医院重症
医学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孟 祥 商丘市中心医院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贾新立 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发
热门诊隔离区主任，副主任医师

孟飞燕（女） 商丘市第四人民医
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王玉强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张阁镇卫生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赵焕东 永城市人民医院院长，主
任医师

洪 彪 夏邑县中医院呼吸内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

代铁良 虞城县人民医院神经内
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闫文栋 柘城县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医师

宋 静（女） 柘城县人民医院护
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卢海英（女） 宁陵县人民医院妇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士奎 睢县人民医院呼吸科主
任，主任医师

黄献智 民权县人民医院院长
吕文松 商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副主任
范祥杰 商丘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
郭 伟（回族） 商丘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党组成员，市立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陈 斌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政府

党组成员、副区长
吴 莲（女）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

政府副区长，副教授
吴英杰 永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聂 丽（女） 夏邑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主任医师
余化敏 柘城县县委副书记
赵向群（女） 宁陵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
李红星 商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副主任，主任技师
王杰敏 商丘市委直属机关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胡洪锋 商丘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
徐作社 商丘市梁园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张亚洲 商丘市睢阳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主任
朱建光 永城市演集镇党委书记
王 杰 夏邑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检验科科长，主管技师
徐文建 虞城县沙集乡徐油坊村

党支部书记
余方林 柘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林泽玮 睢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组书记、主任，睢县中医管理局局长
张振方 宁陵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医师
司永福 民权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德恩 民权县第一初级中学原

科室主任，高级教师

信阳市

张全胜 信阳市人民政府党组成
员、秘书长，市政府机关党组书记

余敦明 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六科科长

史大青 信阳市委办公室机关党
委专职副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李 军 信阳市纪检监察宣教基
地副主任

王廷辉 信阳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主任

余金霞（女） 信阳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

余鹏飞 信阳市委政法委政治部
副主任

杨 辉 信阳市委统战部政研室
主任、办公室负责人

陈 爽 信阳市委党校党委书记、
常务副校长，高级政工师

李东升 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 军 信阳市公安局法制支队
民警

徐仲琪 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检支队副大队长

祝良桂（女） 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基础教育科科长

吴祖军 信阳市财政局社会保障
科科长

苏 曦（女） 西亚和美商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鹏 信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办公室主任、四级调研员

时秀敏（女） 信阳日报社融媒体
采访中心主任，主任编辑

宋建荣（女） 信阳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副主任、二级调研员，副主任医师

高兴军 信阳市中心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

吴志强 信阳市传染病医院（信阳
市第五人民医院）传染二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

张 丽（女） 信阳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杨耀勇 信阳市中医院医务科科
长，副主任医师

张维龙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
科主任，主任医师

江 源 信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骨
科主任，主任医师

黄久生 潢川县驻郑州流动党工
委书记，工程师

张发斌 信阳市羊山新区前进街
道党工委书记

刘 勇 信阳市高新区城东街道
党工委书记

郑先泽 信阳市南湾湖风景区社
会事务局副局长

熊安胜 信阳市鸡公山管理区武
胜关街道办事处筹建处党工委书记

张开强 信阳市上天梯非金属矿
管理区土城街道党工委书记

刘艳艳（女） 潢川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交通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

王鹏飞 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医
务科科长，主治医师

胡宝文 信阳市浉河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主任医师

陈 海 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科
室主任，副主任医师

姚 晔 信阳市第二中医院内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

甘国勋 信阳市平桥区高梁店乡
卫生院院长、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

王富强 信阳市平桥区妇幼保健
院院长，主治医师

汤 玲（女） 信阳市平桥区中医
院主治医师

李 强 信阳市平桥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副局长

肖光娥（女） 罗山县公安局民警
（下转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