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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郑州儿童医院隔离病区
郑州市中心医院发热门诊
郑州人民医院党委
巩义市总医院
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党委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
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卫生院党支部
郑州仁济医院党支部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郑州市教育局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机场专班临时党支部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机场

口岸联防联控专班临时党委
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街道五棉南

社区党总支
新密市白寨镇翟沟村党支部
郑州市公安局警令部党总支
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经济

运行监测协调办公室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应用推进处
中牟县疫情防控指挥部万邦市场

工作部

开封市

开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开封市传染病医院疫情防治一线

临时党支部
通许县卫生监督所
开封市祥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党支部
兰考县中心医院党总支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宋城街

道集英社区党总支
尉氏县两湖街道党工委
杞县公路运输管理所党支部
开封市公安局禹王台分局官坊派

出所党支部
开封市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保障中

心党总支

洛阳市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党支部
嵩县闫庄镇竹园沟村党支部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汝阳县人民医院党总支
河南大张实业有限公司党委
偃师市人民医院
洛阳市洛龙区龙门卫生院
洛阳市老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新安县人民医院
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栾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洛阳市西工区洛北街道办事处
洛阳市住建局市医疗应急救治中

心项目建设指挥部
洛阳市涧西区重庆路街道党工委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鲁山县人民医院
平顶山市新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医院
宝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叶县人民医院
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叶县九龙街道党工委
鲁山县交通运输局
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湖滨

路街道党工委
鲁山县产业集聚区洁利康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党支部
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
郏县公安局

安阳市

林州市人民医院
安阳县中医院
滑县中心医院（滑县传染病医院）
安阳市龙安区东风乡卫生院
汤阴县公安局
安阳市文峰区南关街道党工委
安阳市北关区解放路街道党工委
安阳县人民医院
安阳市龙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安阳市公安局行动技术支队党支部
安阳市市政工程处
安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党委
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安阳市人民医院内科第一党支部

鹤壁市

浚县人民医院党委
浚县新镇镇党委
淇县桥盟街道朝阳社区党支部
淇县人民医院
鹤壁市淇滨区九州路街道党工委
天海集团
鹤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党支部
鹤壁市人民医院党委
鹤壁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一党支部
鹤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检

疫检测中心

新乡市

卫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辉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新乡县人民医院党总支
获嘉县人民医院党总支
原阳县人民医院
延津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封丘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党支部
新乡市红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新乡市牧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新乡市凤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新乡市卫滨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新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新乡市中心医院党委
新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焦作市

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
焦作市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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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县人民医院
焦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焦作市解放区焦南街道党工委
焦作市山阳区焦东街道六号院社

区党委
武陟县嘉应观乡中水寨村大学生

防疫防控临时党支部
孟州市华兴有限责任公司

濮阳市

濮阳市人民医院党委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濮阳市中医医院疫情防控专家指

导组
南乐县人民医院党委
台前县人民医院
濮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濮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调队
濮阳日报社总编室
清丰县城关镇党委
濮阳市华龙区胜利路街道党工委

许昌市

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许昌市中心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襄城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长葛市石象镇卫生院
万里运业股份有限公司
禹州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鄢陵县柏梁镇党委
禹州市颍川街道党工委
许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许昌市魏都区五一路街道许继社

区党总支

漯河市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
医院党委

漯河市传染病医院
临颍县人民医院
舞阳县人民医院
漯河市召陵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河南曙光健士医疗器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
漯河市郾城区龙塔街道祁山路社

区党支部
漯河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科
漯河市失业工伤保险中心
漯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三门峡市

三门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黄河三门峡医院党委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渑池县人民医院
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门峡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义马市千秋路街道兴苑社区委员会
三门峡市湖滨区火车站疫情防控

检测卡点临时党支部
三门峡市陕州区高铁南站疫情防

控检测卡点
卢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阳市

南阳市卧龙区车站街道办事处
南阳市宛城区茶庵乡党委

邓州市构林镇党委
桐柏县委组织部
桐柏县中心医院
唐河县交通运输局
新野县交通运输局机关党支部
淅川县人民医院党委
南阳市宛城区白河镇卫生院
南阳市中心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指挥部临时党委
南阳市中心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镇平县人民医院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

医院党委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方城县人民医院
南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阳市公安局兰南高速南阳站卡点
南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唐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商丘市

商丘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党委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商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河南省第十一批援鄂医疗队商丘

医疗队
商丘市第三人民医院
商丘市梁园区东风街道东宿舍社

区党支部
商丘市睢阳区新城街道党工委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社会事

务局
永城市公安局
夏邑县人民医院党委
虞城县人民医院
柘城县人民医院党委
宁陵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睢县公安局
民权县人民医院

信阳市

信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信阳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处机动执

法大队党支部
信阳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信阳市红十字会
信阳市传染病医院党支部
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信阳市中心医院内科医学一科党

支部
河南圣德医院
信阳东站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湖东街道三五八社

区党委
信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
罗山县人民医院
潢川县人民医院
固始县人民医院
息县中医院党支部
淮滨县人民医院
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党总支
商城县人民医院
新县新集镇党委

周口市

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党委

周口市传染病医院党支部
扶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党

支部
邦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文昌街

道中原社区党支部
周口市工商联合会机关党支部
周口市公安局
周口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处党总支
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周口市中心医院院直一党支部
周口市中医院内科第一党支部
周口市妇幼保健院（周口市儿童

医院）
郸城县人民医院
西华县人民医院
项城市中医院

驻马店市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党委
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
遂平县人民医院
西平县人民医院
上蔡县人民医院内科感染科党支部
平舆县人民医院党委
正阳县人民医院
汝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泌阳县人民医院
驻马店市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
驻马店市公安局
正阳县真阳街道党工委
确山县竹沟镇党委
新蔡县公安局巡警大队党支部
驻马店市市长热线服务中心
驻马店市企业维权服务中心党支部
遂平县产业集聚区党委
西平县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党支部

济源示范区

济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济源市王屋镇党委
济源市梨林卫生院
济源示范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济源市人民医院

省直单位和中央驻豫单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处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系统

第一党总支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疾病科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护理团队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发热门诊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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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肺

病科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医学检验科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援鄂医

疗队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援鄂医

疗队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呼吸内科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中心医院感

染防治部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急重症医
学科

河南省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脏重症监护病房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

预防控制所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

媒介生物控制研究所
河南省肿瘤医院临床病理中心
河南省胸科医院驻京分流工作专班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疫情防控

医疗组
郑州大学后勤集团公司
新乡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省委办公厅省委总值班室
省政府办公厅八处
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省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办公室（省突

发公共事件应急新闻中心办公室）
省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省疫情防

控维稳工作专班）
省委网信办应急值班团队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基层组织建设

指导部
河南日报新媒体部党支部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运行调

节局党支部
省科学技术厅社会发展科技处党

支部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党总支
河南司法行政系统援鄂工作队临

时党支部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

工作处党支部
省固体废物和化学品技术管理中

心党支部
省交通运输厅京珠高速公路新乡

至郑州管理处圃田收费站党支部
省应急管理厅救灾和物资保障处

党支部
省审计厅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专项审计专班临时党支部
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党委
河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郑州

海关口岸门诊部）党支部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供电公

司党委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总

部党委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省管企业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党委
安钢集团职工总医院党委
河南交投集团高速公路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信阳分公司
河南投资集团许平南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
河南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党委
河南物资集团郑州国际陆港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铁投公司登封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
中原银行总行场景开发运营部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

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名单（300个）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和
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020年 10月 18日）

一、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150名）

郑州市

杨跃杰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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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金娥（女） 中牟县人民医院院
长，副主任护师

薛芳礼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市容
环卫管理处处长

张琳琳（女） 共青团郑州市委副
书记

翟松峰 郑州市公安局长兴路分

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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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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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 光（蒙古族） 郑州市公安局

改革办办公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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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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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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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红磊 开封市鼓楼区州桥街道
党工委书记

刘克银 通许县厉庄乡塔湾村党
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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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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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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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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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晏强 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检验科科长，主管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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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育 汝州市风穴路街道塔寺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张胜利 平顶山市石龙区龙兴街

道党工委书记
王迎信 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

组书记、局长

安阳市

索瑞峰 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急
诊科主任，主任医师

卫锦秀（女）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
院中医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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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上下众志成城、勠力同心，全面落实“坚定信心、同舟
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构筑“中原防线”，调
集一切可以调集的资源贡献“河南力量”，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疫情防控取得决
定性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大战大考中，全省各级党组织迅速行动、广泛动员、守土尽
责，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筑牢群防群治、联防联控严
密防线，以“战时”状态全力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鲜红的党
旗始终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广大党员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带头拼
搏，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奋力扛起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涌现出一大批可歌
可泣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为表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共
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全省营造致敬英雄、竞相出彩的浓厚氛围，激励全省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不懈努力奋斗，省委决定，授予吴志
强等 144名共产党员“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追授马永亮等 6名共产党员

“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郑州人民医院党委等 100个基层党组织“河南
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这次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是我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中的优秀代表。这些先进典型以实际行动忠实践行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生动展现了广大共产党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政治品格，
充分彰显了各级党组织的强大组织力、行动力、战斗力。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都要以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为榜样，学
习先进典型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当好“两个维护”的践
行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
走；学习先进典型牢记根本宗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公仆情怀，自觉当好造福人
民群众的奉献者，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学习先进典型视疫情为命令、把战疫当责
任的担当精神，自觉当好伟大抗疫精神的示范者，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中主动担责担难担险，切实做到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
来、重大斗争中经得起考验。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要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当前，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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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主动作为、奋发有
为、担当善为，把伟大抗疫精神转化为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坚定信心，转化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具体行动，转化为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和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

（上接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