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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七版）
包乃密 罗山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吴 超 罗山县人民医院副主任

医师
葛荣波 罗山县中医院主治医师
王 劲 潢川县人民医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吴建红（女） 潢川县人民医院感

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胡 文 潢川县人民医院质控科

副科长，主治医师
王天祥 潢川县春申街道机场社

区党支部书记
赵金平（女） 固始县蓼城街道幸

福社区党总支书记
石明仁 固始县人民医院感染科

主任，主任医师
崔 杰 固始县中医院党委副书

记、副院长，主任中医师
王长武 固始县妇幼保健院科主

任，主治医师
鲁 勇 息县人民医院科室主任，

主任医师
谢 华 息县人民医院科室主任，

副主任医师
何若海 息县中心医院神经内科

二区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 德 息县中心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主治医师
葛祖林 淮滨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
张 铧 淮滨县人民医院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李杰仁 淮滨县人民医院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雷 静（女） 淮滨县人民医院护

士长，主管护师
裴广忠 光山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
何应峰 光山县妇幼保健院临床

医生，主治医师
宋文斌 光山县人民医院教学主

任，主治医师
高官清 商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主任
曾凡军 商城县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副主任医师
杨金良 商城县中医院院长，主治

医师
李 峰 商城县汪岗镇卫生院院

长，主治医师
张志旺 新县城市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
康继根 新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主治医师
张 弘（女） 新县人民医院副护

士长，主管护师
王 琼（女） 新县人民医院副主

任，主管护师

周口市

王书青 项城市丁集镇王官桥村
党支部书记

吕燕平 周口市中心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

闫登峰 周口市中心医院 RICU
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 莉（女） 周口市中心医院护
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何 玥（女） 周口市中心医院护
士长，主管护师

秦海燕（女） 周口市中心医院护
士长，主管护师

史卫东 周口市中医院副院长，主
任医师

郭秋红（女） 周口市中医院护士
长，副主任护师

李 斌 周口市中医院副主任医
师

王云超 周口市传染病医院院长，
主任医师

贺志勇 周口港区医院（周口烧伤
医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王亚珂（女） 周口淮海医院党支
部书记、外三科主任，主治医师

刘海燕（女） 扶沟县人民医院护
士，主管护师

胡 迪 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主
治医师

高维义 淮阳县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杜玉超 西华县人民医院内科主
治医师

王剑桥 郸城县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仵福全 郸城县第二人民医院呼
吸内科主任，主治医师

皮精英（女） 周口市人民医院院
长，主任医师

罗子龙 鹿邑县中医院副院长，主
治医师

高艳艳（女） 沈丘县中医院心病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向东 太康县人民医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李宗富 太康县人民医院主治医
师

张忠伟 商水县人民医院感染科
副主任，主治医师

冷 冰 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主任医师

李景春 周口市公安局治安和出
入境管理支队六大队原民警

和畅畅 周口市广播电视台助理
记者

杨 永 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副

处长，商水县汤庄乡西赵桥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秦 倩（女） 团省委学校部部长，
西华县迟营乡孙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付拥军 鹿邑县真源办事处综合
执法队副队长

赵艳玲（女） 周口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医政医管科科长

毛科技 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应急办副主任

宋全力 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疾控科科长

陈利东 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财务科科长

马 飞 周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科长

王 巍 周口市公安局治安和出
入境管理支队副主任

王七峰 周口市川汇区城南街道
刘方平村党支部书记

时兴荣 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
庄村党支部书记

高 宾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杨银华（女） 周口经济开发区太
昊路办事处卫健办主任，高级工

陶德山 商水县城关乡党委书记
陈 鹏 西华县奉母镇党委书记
肖 炜（女） 郸城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
徐 莲（女） 太康县卫生健康委

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李 杰（女） 河南万果园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营运总监

驻马店市

石贵福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感染
性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何 磊 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张志韧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副院
长，副主任医师

张华茹（女）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呼吸中心名誉主任，主任医师

李艳红（女，回族） 驻马店市中心
医院护士长，主管护师

娄 峻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副主
任，副主任技师

魏 霞（女） 驻马店市中医院副
院长，主任中医师

赵虹光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主任医师

孙金刚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西院区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周建华 驻马店市第四人民医院
党总支书记、院长，主任中医师

张 杰 遂平县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

陈俊平（女） 西平县人民医院副
主任，副主任医师

陈爱珍（女） 西平县人民医院护
士长，高级护师

李国选 上蔡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

李得祥 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 欣 汝南县人民医院党总支
书记、院长，主治医师

姬 克 汝南县卫生健康体育委
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主任医师

江 浩 汝南县卫生健康体育委
员会疾控股股长，公共卫生医师

王铁珍 平舆县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主任医师

陈 豪 平舆县人民医院中医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金海 正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

于明辉 正阳县人民医院感染科
主任，主任医师

张中旭 正阳县中医院副院长，主
任中医师

李耀泽 确山县人民医院医务科
科长，主任医师

冯群法 泌阳县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主任医师

张 伟 泌阳县人民医院感染性
疾病科主任，主治医师

贾会赞 泌阳县人民医院感染性
疾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李润民 新蔡县人民医院执行院
长，副主任医师

张德义 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关王
庙乡卫生院院长、党总支书记

王 欢 驻马店日报社驻马店网
副总编辑，助理编辑

杜春峰 驻马店市广播电视台外
宣部主任，主任编辑

胡得才 驻马店市高新区古城街
道大余庄社区居委会委员、治保主任

贺新义 驻马店市驿城区水屯镇
孟庄村党支部书记

陈 宏 遂平县克明面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

安纪东 驻马店市淘儿宁药械有
限公司总经理

董其森 平舆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主治医师

张孝三 驻马店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经济师

杨文娟（女） 遂平县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主任

唐 菊（女） 确山县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流病科科长，主管护师

冯颖颖（女） 驻马店市妇联城乡
发展部部长

贾守峰 驻马店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
周新建 驻马店市纪委宣传教育

基地副主任
赵留科 驻马店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副科长
刘元君（女） 驻马店市交通运输

局执法处党委办主任，政工师
李慧灵（女） 驻马店市商务局科

长
王化庆 驻马店市卫生健康体育

委员会科长
王小杰（女） 西平县卫生健康体

育委员会主任
李佩阳（女） 省委宣传部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处副处长，上蔡县邵店镇高
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陈国典 上蔡县卫生健康体育委
员会主任

管 霞（女） 正阳县永兴镇党委
书记

王 宁（女） 新蔡县弥陀寺乡党
委书记

何红旗 新蔡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卫生科科长

汪 松 驻马店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张 鹏 驻马店市公安局法制支
队副科长，二级警长

党伟杰 驻马店市公安局政治部
民警

詹流阳 驻马店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民警

刘 磊 确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大队长

济源示范区

武 军 济源市人民医院院长、新
冠肺炎救治中心负责人，主治医师

常丽丽（女） 济源市人民医院主
治医师

张 毅（女） 济源市人民医院感
染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王 敏（女） 济源市人民医院医
政科科长，主治医师

段小波 济源市王屋卫生院副院
长，副主任医师

段明伟 济源市中医院基层卫生
保健科科长，高级技师

王永红 济源市第二人民医院副
院长，经济师

李 静（女） 济源市北海街道李
庄社区卫生服务站执业医师

刘向阳 济源示范区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高速大队大队长

李瑞丰 济源示范区党工委宣传
部副部长

张 莹 济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信息应急办主任、传染病防控科副科
长，主治医师

王利民 济源示范区财政金融局
党组书记、局长，经济师

高军红 济源示范区卫生健康委
员会副主任

段长江 济源市济水街道西关居
委会党支部党员

成全明 河南金利金铅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高级
经济师

省直单位和中央驻豫单位

苟建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

周纪妹（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综合医学部（2）科护士长，副主任
护师

王红民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内三科（2）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杨佳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重症监护病区（2）护士长，主管护
师

余祖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研究生党总支书记、科研处副处长、感
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华启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内一科一病区医生，副主任医师

朱志强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ICU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 星（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护理部副主任，主任护师

孙长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感染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赵丽霞（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消化病院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赵 伟（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老年综合三科（2）科室负责人，副
主任医师

邢丽华（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呼吸内三科主任，主任医师

郑俊丽（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呼吸重症监护病区护士长，主管护
师

刘剑波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院长，主任医师

郑 蔚（女）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副院长，主任护师、教授

冯永海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
师

张淑凤（女）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
医院发热门诊科主任，主任医师

毛峥嵘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急诊科、ICU
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 彬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隔离病房执行主任，副主任
医师

翟剑波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党委书记，讲师
李素云（女）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王明航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杨丽霞（女）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物资采供中心副主任，主任
护师

赵文静（女）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隔离病房第一梯队护理护
士长

贾成军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办公室主
任，主管药师

张勤生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务部主任兼消
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王丽辉（女）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救创伤中
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阎 亮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务部副主任，
主治医师

闫东升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副主
任中医师

高海波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医生，主治医师

程崇勇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感染性疾病科医生，主治医师

张祎捷（女）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院长，主任医师

徐庆杰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感染
科医生，主任医师

窦启锋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院长，主任医师

郭明好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崔俊伟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结核内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

李俊姗（女）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骨外科五病区护士，主管护师

张建宏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
院精神二科主任，主任医师

郭 浩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
院 ICU医生，主治医师

李瑞云（女）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
属医院急诊科护士，主管护师

申成芳（女）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
属医院 ICU护士，主管护师

娄 丹（女）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富奇志（女）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重症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王鲜茹（女）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感染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王永峥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影像中心技师

聂 贺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核医学科技师

张秀娟（女）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
河中心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副主
任护师

王 瑞（女）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康复科护士，主管护师

齐 路（女）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急重症医学科医生，主治医师

武素英（女） 河南省人民医院党
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护师、正高级经
济师

张俊梅（女） 河南省人民医院护
理部副主任，主任护师

卢喜玲（女） 河南省人民医院公
共卫生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荆 婵（女） 河南省人民医院感
染 ICU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

程剑剑 河南省人民医院医务部
副主任，主任医师

谢 奇 河南省人民医院病理科
技师，主管技师

曾艳丽（女） 河南省人民医院感
染科亚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 英（女） 河南省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急重症科医生，主任医师

朱世超 河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王龙安 河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
亚专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文杰 河南省人民医院急危重
症医学部重症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苏丰鸣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急诊科医生，主治医师

冯石献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慢性非传染病防治研究所党支部副
书记兼综合室主任，主管技师

孙国清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结核病预防控制所实验室主任，副主
任医师

康 锴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研究所副所
长，副主任医师

杨文杰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研究所监测
室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 懿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检验科主管技师

黄学勇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主任医师

张延炀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免疫预防与规划所所长，副主任
医师

马红霞（女）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实验室主任，
副主任技师

郭 珍（女） 河南省肿瘤医院中
心实验室医生，副主任医师

胡建平（女） 河南省胸科医院呼
吸一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

张明利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肺
病科主任，主任中医师

吴 迪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
院副院长，主管医师

王耀平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体制
改革处处长，医师

刘心想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艾防
办主任，副主任医师

孙 威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药政
处处长，副主任医师

张 林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三级
调研员

朱声永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
健康处副处长，主管中药师

王 影（女） 河南工业大学学生
处副处长，讲师

菅 强 许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思政教育教研室主任，讲师

李姗姗（女） 河南科技大学网络
信息中心智慧教学部部长，实验师

黄万伟 郑州轻工业大学软件学
院副教授

唐 萌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后勤
处综合科科长，讲师

姜玉钦 河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
学院科研秘书，副教授

王明迪 河南中医药大学后勤服
务中心专家公寓科科长

赵 娜（女） 南阳师范学院国际
教育学院留学生辅导员

刘 威 省委办公厅常委办公室
二级调研员

赵新泉 省委机关办公楼管理服
务中心助理工程师

张 俐（女）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三级主任科员

李正秋 省政府办公厅调研室副
主任

董明军 省政协文史馆职工
赵世威 省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

理室副主任
李同昌 省委政研室办公室主任
郭瑜虹（女） 省委外办新闻宣传

与外媒管理处副处长
陈启琛 省事业单位登记事务中

心主任
叶 青 省委军民融合办秘书处

二级调研员
于 洋（女） 省委党校（河南行政

学院）机关党委副书记
刘晓波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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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峰 省总工会办公室主任、一

级调研员
高晨峰 河南省青少年研究所副

所长
姬素萍（女） 省妇联二级调研员
李光印 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四级法官助理
董旭辉 省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

总队三级主任科员
夏志胜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

会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经济师
陈 凯 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
刘国正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安全

生产处副处长，注册安全工程师、会计
师

张亚辉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
科长

陈永均 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
长

朱明伟 省监狱管理局生活卫生
管理处处长

李文煜 省财政厅办公室主任
魏连升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高级审计
师、高级会计师

王 星 省自然资源厅综合处副
处长

谢 巍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
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四级主任科员

夏 彪 省高速公路联网管理中
心纪委书记

王智远 省石漫滩水库管理局职工
聂 斌 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

发展处副处长
张大幸 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和会

展业处二级调研员
张建军 河南省荣军医院医务科

科长，副主任医师
丁庆树 省应急管理厅危险化学

品安全监督管理处二级调研员
王胜利 省政府国资委财务监管

处处长
田文才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

规划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叶帅宏 省体育服务中心物业公

司党支部书记
艾志彬 省统计局团委副书记
周春玲（女）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机关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高
级经济师

杨东科 省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
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白玉超 省直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

刘 志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规划
财务处二级主任科员

黎世民 省农业科学院直属单位
党委专职副书记，副研究员

闫国华 河南广播电视台记者
郝 源 新华通讯社河南分社

记者
代 飞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调

控中心主任

马 灵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办公室主任，高级政
工师

刘凤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
南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无线建设班
班长

郭彬慧（女） 省大数据管理局电
子政务处副处长

丁大军 省委台办一级调研员
梁海荣 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

一级主任科员
段伟利 河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办公室副科级干部
胡婉妍（女）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郑州客运段列车长
靳国强 省委巡视办综合处一级

主任科员
张海彬 省政府驻京办驻京机构

管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于三坤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

司安全总监、安质监察部部长，教授
级高工

孙颖悟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团委书记

省管企业

兰福旭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焦煤
公司中央医院副护士长

丁 勇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义煤
公司总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
师

李志军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鹤煤
公司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

薛喜庆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焦煤
公司中央医院董事长、院长，焦作职工
医学院董事长、院长，主任医师

张国栋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
院感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吉亚芬（女）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
总医院主管护师

刘艳辉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
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周俊贞（女）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
总医院护理部副主任，主管护师

余 斌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
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技工学校原党总
支副书记、工会主席，讲师

王 鹏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
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王东昕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党支部书记、主
任，主任医师

张 青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
院急诊科主管护师

王红建 安钢集团职工总医院党
委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石 华（女） 安钢集团职工总医
院骨一科主管护师

李晶晶（女） 安钢集团职工总医
院护师

王艳斌（女） 安钢集团生产安全
处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晓伟（女） 安钢集团职工总医
院内科团支部书记，护师

赵昕洁（女） 河南物资集团郑州
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 璞 郑煤集团河南省新郑煤
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王进星 郑煤集团总医院体检科
主任兼门诊部主任，副主任医师

袁冻雷 河南交投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综合事务部部长、总部第
一支部书记，高级工程师

谷 源 河南交投集团服务区管
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级工
程师

娄 娜（女） 河南交投集团高速
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郑州分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中级政工师

刘文宇 河南航投集团物流有限
公司跨境电商组经理

王立平 河南省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后勤中心主任

常晓涛 河南机场集团航空货运
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级
政工师

杨国峰（回族） 河南机场集团卫
生服务中心保健康复科主管医师

李亚东 河南投资集团信息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
经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和振远 河南投资集团云康数据
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高级工程师

李松柱 河南投资集团新乡中益
发电有限公司集控值班员

翟永勇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河南
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副总编辑，软件设
计师

丁 一 河南水投集团兴洲港务
有限公司运营事业部副部长

汪 军 河南水投集团小浪底北
岸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
程师

张恩强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工作部副主任

张耀飞 中原农险公司周口市分
公司商业保险部经理

宁志华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
社行政事务部副总经理

李向宾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液压电控公司首席质量师，高
级技师

王荣先 河南国资集团汽车公司
原离休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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