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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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书林 林州市任村镇仙岩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黄玉梅（女） 安阳市肿瘤医院重

症医学科护士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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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缑元冲 安阳市灯塔医院院长，主

任医师

鹤壁市

孙屹屹 鹤壁市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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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保生 鹤壁市第三人民医院党
总支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马俊新 浚县浚州街道西马庄村
原党支部书记

新乡市

刘尚军 新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主管医师

翟成凯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党
委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王慧娟（女） 新乡市传染病医院
医务科科长，主治医师

赵化录 辉县市冀屯镇党委书记、
二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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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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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传斌 新乡市公安局情指快反
处置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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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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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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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雪娥（女） 武陟县圪垱店镇卫
生院院长，执业助理医师

李 涛（满族） 焦作市山阳区光
亚街道党工委书记

濮阳市

刘洪洲 濮阳市人民医院呼吸内
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王海明 濮阳市中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治医师

谢传文 范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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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东旺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
习镇芦寨村原党支部书记

许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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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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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来恩 漯河市中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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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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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市

梁 强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感染
性疾病科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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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红 三门峡市公安局高速交
警支队四级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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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

张保朝 南阳市中心医院党委副
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赵 楠 南阳市招商和会展服务
中心原党委委员、副主任

许文振 内乡县中医院党支部书
记，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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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元盈 新野县人民医院中西医
结合科副主任，主治中医师

史晓林（女） 南阳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检验科科长

郭占雨 内乡县湍东镇党委书记
雷明森 唐河县公安局看守所原

二级警长
陈明山 桐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主任

商丘市

袁 斌（女）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
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崔 静（女） 商丘市立医院副院
长，主任护师

卢海英（女） 宁陵县人民医院妇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 琳（女） 商丘市中心医院儿
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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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星 商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副主任，主任技师

司永福 民权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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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秀敏（女） 信阳日报社融媒体
采访中心主任，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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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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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明仁 固始县人民医院感染科
主任，主任医师

曾凡军 商城县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副主任医师

包乃密 罗山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王 劲 潢川县人民医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葛祖林 淮滨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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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

冷 冰 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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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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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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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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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欣 汝南县人民医院党总支
书记、院长，主治医师

冯群法 泌阳县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主任医师

贺新义 驻马店市驿城区水屯镇
孟庄村党支部书记

张 鹏 驻马店市公安局法制支
队副科长，二级警长

管 霞（女） 正阳县永兴镇党委
书记

冯颖颖（女） 驻马店市妇联城乡
发展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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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示范区

常丽丽（女） 济源市人民医院主
治医师

刘向阳 济源示范区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高速大队大队长

省直单位和中央驻豫单位

于 洋（女） 省委党校（河南行政
学院）机关党委副书记

董旭辉 省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
总队三级主任科员

陈 凯 省教育厅办公室副主任
李文煜 省财政厅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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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 斌 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
发展处副处长

杨东科 省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
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闫国华 河南广播电视台记者
郭彬慧（女） 省大数据管理局电

子政务处副处长
梁海荣 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

一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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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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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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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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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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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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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女）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
医院康复科护士，主管护师

张俊梅（女） 河南省人民医院护
理部副主任，主任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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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珍（女） 河南省肿瘤医院中
心实验室医生，副主任医师

省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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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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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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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华（女） 安钢集团职工总医
院骨一科主管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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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党支部书记，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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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100个）

郑州市

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机场专班临时党支部

郑州人民医院党委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郑州市公安局警令部党总支
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党委
郑州仁济医院党支部
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街道五棉南

社区党总支

开封市

开封市传染病医院疫情防治一线
临时党支部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宋城街
道集英社区党总支

开封市公安局禹王台分局官坊派
出所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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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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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县产业集聚区洁利康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党支部
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湖滨

路街道党工委

安阳市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党委
安阳市人民医院内科第一党支部
安阳市北关区解放路街道党工委
安阳市公安局行动技术支队党支部
安阳市文峰区南关街道党工委

鹤壁市

浚县新镇镇党委
鹤壁市淇滨区九州路街道党工委
鹤壁市人民医院党委

新乡市

新乡市中心医院党委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党支部
新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新乡县人民医院党总支
获嘉县人民医院党总支

焦作市

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
焦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武陟县嘉应观乡中水寨村大学生

防疫防控临时党支部

濮阳市

濮阳市华龙区胜利路街道党工委
南乐县人民医院党委
濮阳市人民医院党委

许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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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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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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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市湖滨区火车站疫情防控

检测卡点临时党支部

南阳市

南阳市中心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指挥部临时党委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
医院党委

淅川县人民医院党委
邓州市构林镇党委
新野县交通运输局机关党支部
南阳市宛城区茶庵乡党委

商丘市

商丘市睢阳区新城街道党工委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商丘市梁园区东风街道东宿舍社
区党支部

商丘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党委
柘城县人民医院党委

信阳市

信阳市浉河区湖东街道三五八社
区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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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
新县新集镇党委
信阳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处机动执

法大队党支部
息县中医院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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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党委
驻马店市企业维权服务中心党支部
新蔡县公安局巡警大队党支部
正阳县真阳街道党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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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直单位和中央驻豫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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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应急管理厅救灾和物资保障处

党支部
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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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科学技术厅社会发展科技处党

支部
省固体废物和化学品技术管理中

心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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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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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系统

第一党总支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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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党委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秋冬季来
临，大气污染物扩散条件变差，雾霾防
控也进入了关键期。为应对重污染天
气，消减空气污染影响，圆满完成今年
大气质量目标任务，我省将开展新一轮
综合治理行动。

在 10 月 20 日举行的专项行动动
员会上，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仲田宣

布，这轮防控雾霾行动将持续至今年年
底，具体实施五大行动——对污染天气
精准预测预警，对重点行业企业驻厂监
督，对重点领域暗访核查，对管控问题
督察问责，对环境问题进行社会监督。

据了解，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及各界
力量已组建了预报预警、驻厂监督、暗
访核查、督察问责等多支队伍，各项工
作有序开展。

在气象部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驻河南专家组指
导下，预报预警专家组每天对各市、不
同区域、不同时段（7天以内）的气象条

件、环境质量级别、主要污染因子、污染
浓度进行精准预测预报，研究提出管控
减排对象、目标和总量等原则要求，指
导地方政府依照分级管控和重度污染
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制定可实施、可量
化和可追踪的减排措施。

对全省重点涉气行业企业、国家和
省下达整改要求的涉气企业、年底前应
关停淘汰的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企业
（还在生产的）、以及城市建成区内环境
影响敏感企业、污染物排放超标频次高
的企业实行驻厂监督，监督企业落实秋
冬季污染管控指令情况、污染治理设施

运行和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无组织废
气收集处理、物料储存运输、装卸密闭
情况，以及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关停淘
汰情况。

全省抽调环境执法业务骨干，组成
了 18个暗访核查组，负责重点任务进
展情况、管控指令落实情况的核查和各
类环境问题的暗访核查以及调度汇总
等工作。

为鼓励社会监督，全省将继续开展
有奖举报活动。如果您身边有环境违
法问题，请拨打12369环保举报热线及
时反映。③9

防控秋冬季雾霾

全省开展新一轮综合治理行动
推动绿色发展推动绿色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

本报讯（记者 孙静）10 月 21
日，记者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近日，
省委、省政府正式印发《关于强化知
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意见》，提出20条
措施，从制度建设、监督管理、协同服
务、平台支撑等出发，全方位提升知
识产权保护能力，确保到 2022年侵
权易发多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权利
人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
偿低”的局面明显改观，知识产权保
护社会满意度显著提升。

“通过强化制度建设，全省知识
产权保护将更严格。”省知识产权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将修订《河南
省专利保护条例》，健全商业标志权
益、商业秘密、著作权、地理标志等
地方保护制度，同时加强民事、刑事
司法保护，依法严惩侵权行为，并将

针对电子商务、高新技术等重点领
域，展会、进出口等重点环节以及人
工智能、5G 等新业态，加大执法保
护力度。

为进一步保护企业在海外市场
的权益，我省将加强与相关国家和
组织知识产权机构的合作交流，与

“一带一路”沿线友好城市、地区建
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机制，进一步
完善海外维权援助机制。知识产权
保护离不开强有力的支撑，我省将
加快建设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
务平台交易运营（郑州）试点平台，
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尤其是郑洛新自
创区、自贸试验区，建设知识产权保
护试点示范区，并鼓励各地政府加
大投入力度、设立专项资金等，为知
识产权保护提供坚强保障。③8

我省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意见》

20条举措全面提升
知识产权保护能力

本报讯 （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烜）建筑垃圾通过粉碎、
烧制，变身为不同型号的复合砖，不产
生任何污水和烟雾……10月 21日，在
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绿色环保的建筑垃圾处理方式令
人赞叹。实行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许
昌市今年已生产出“环保砖”2.2亿块。

作为全省唯一的国家“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许昌市坚持高位谋划、多措

并举，积极探索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新路径，着力打造可复制、可
推广的“无废城市”建设模式。全市今
年计划完成包括建筑垃圾“变废为宝”
在内的 30个试点项目，目前已经完成
22个。

为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许昌市累计
完成投资305亿元，培育再生金属及制
品、高纯硅材料等九大重点新兴产业，
开展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绿色设计

产品创建。以长葛市大周再生金属产
业集聚区为主体，许昌市加快形成从废
旧金属回收到精深加工的循环经济产
业链，推动全市节能环保产业集群入选
第一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工程。

以“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许昌市
在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55个
试点小区、41所学校、5万户居民中，全
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同时，建设

固体废物循环经济产业园，形成了从垃
圾回收、分拣、拆解到加工、资源化利用
和无害化处理的完整产业链。

按照《许昌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实施方案》，许昌市明确了55项建设指
标、8项重点任务，到2020年年底，将实
现“无废城市”建设的体制机制、政策制
度、技术路径、典型示范等基本形成；到
2035 年，将全面实现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实现“无废城市”愿景。③5

许昌已完成22个“无废城市”试点项目

建筑垃圾变身“环保砖”
10月 21日，漯

河市源汇区空冢郭
镇大庙王村果农在
采摘成熟的柿子。
当地大力发展优质
柿子种植，促进了
集体经济发展和群
众增收。⑨6 本报
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