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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905人）

万州区
张先祥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院

长、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医师
向江琳（女）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

院御安分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余海燕（女）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

院御安分院肝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向承忠 万州区第一人民医院呼吸

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吕 玲（女） 万州区妇幼保健院儿

童保健部副部长（儿科主任），主任医师
石朝积（土家族） 万州区上海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发热门诊主任，副主
任医师

黄国超 万州区分水镇中心卫生院
副院长，主治医师

陈桂园（女） 万州区长滩镇卫生院
主治医师

晏俊莲（女） 万州区钟鼓楼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护师

张晓亮 万州区第一人民医院医务
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崔 勇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急
救分院重症医学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王敬东 万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党总支副书记、主任

陈春艳（女） 万州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检验师

佘柏桦 万州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
察支队机动大队大队长，一级警长

傅山祥 万州区五桥街道香炉山社
区党总支书记

方远光 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箱子
村村委会综合服务专干

曾利平 万州区沙河街道落凼社区
党支部书记

谭登洪 万州区龙腾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工程部经理

李进发 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时政
新闻部副总监

刘召奎 重庆奎龙律师事务所主任
车生国 重庆市万州机场有限责任

公司地面服务部医疗救援主管
唐益东 万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二

级调研员
杨晓峰 万州区商务委员会党委书

记、主任
张力祥 万州区分水镇党委委员、

政法书记
黄学清 万州区交通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
曾开军 万州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环卫三所所长
黄湘渝（女） 万州区教育委员会体

卫艺科科长
扶蜀云 万州区纪委监委三级主任

科员
罗运康 万州区周家坝街道党工委

委员、宣传委员
米双鹏 万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一

部副主任，二级检察官
牛晓昶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检

验科主管检验师
刘正文 万州区上海医院消化内科

与内分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吴 波 万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基层公共卫生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黔江区

李泽贵（苗族） 黔江中心医院感染
性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徐立勇 黔江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治医师

曾凡燕（女） 黔江中心医院初级检
验师

邓 芳（女，苗族） 黔江中心医院
消化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王宏伟 黔江区中医院急诊科主
任，副主任医师

雷智慧（女，土家族） 黔江区正阳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樊宇星（女，土家族） 黔江区城东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管护师

梁 中 黔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防治所所长，主管医师

唐慧玲（女，土家族） 黔江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副主任技师

李小林（土家族） 黔江区公安局治
安支队政委

陶 醉 黔江区公安局黎水派出所
民警，四级警长

刘太洪（土家族） 黔江区中塘镇胜
利村党支部书记

苏 康 黔江区餐饮住宿行业商
（协）会会长

白 伟 黔江区融媒体中心新闻部
副主任，助理记者

周晓东 黔江区人民政府党组成
员，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曾祥远（土家族） 黔江区城西街道
党工委书记

冉 卫（土家族） 黔江区经济信息

委员会经济运行科科长
杨再川 黔江区交通局公路路政管

理大队七级职员
李万蓉（女） 黔江民族医院感控科

科长，护师
张智发 黔江区妇幼保健院输血科

副科长，检验技师
涪陵区

王 娟（女） 涪陵中心医院急救部
副护士长，主管护师

廖秀清 涪陵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李林峰 涪陵区中医院肺病脾胃病
科副主任，主治医师

秦亚敏（女） 涪陵区儿童医院心内
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郭 武 涪陵中心医院感染性疾病
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夏述国 涪陵区江北街道邓家村卫
生室乡村医生，助理医师

陈晓明 涪陵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慢性病防治科副科长，主管医师

康晓丽（女） 涪陵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检验科副科长，副主任技师

范久一 涪陵区公安局民警，四级
警长

王长秀（女） 涪陵区崇义街道秋月
门社区党支部书记

张韵晨（女） 涪陵广播电视台办公
室副主任，记者

李显飞 涪陵区敦仁街道移民小区
居民

章和平 涪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委书记、主任

李虎明 涪陵区同乐乡长青村扶贫
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队长，涪陵区残联
业务科科长

李卫东 涪陵区交通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

刘本辉 涪陵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侯 良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氯

碱分厂安全员，助理工程师
王艺睿（女） 涪陵区中医院重症医

学科专科护士，主管护师
渝中区

潘传波 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党委
书记，副主任医师

胡玉娟（女） 渝中区精神卫生中心
内科主任，主治医师

廖姗姗（女） 渝中区七星岗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医团队长，主治医师

陈月波（女） 渝中区大坪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全科副主任中
医师

黄 超（女） 渝中区上清寺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邹 锐（土家族） 渝中区解放碑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师

黄朝秀（女） 渝中区石油路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罗昱玥（女） 渝中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主管检验师

唐彩凤（女） 渝中区七星岗街道领
事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张荣琴（女） 渝中区石油路街道新
影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田一柯 渝中区融媒体中心新媒体
编辑部主任，记者

刘 平 渝中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委书记、主任

赵 颖（女） 渝中区菜园坝街道党
工委书记

魏荣生 渝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两路口大队大队长

黄 冬 渝中区教育委员会安全稳
定办公室主任

任 伟 渝中区委政法委综治督导
科科长

任 科 渝中区人民法院金融审判
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

胡 征 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ICU
副主任、内科（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

邓 颖（女） 渝中区朝天门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长，主管护师

大渡口区
李学锋 大渡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袁启芳（女） 大渡口区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医师
杨世海 大渡口区人民医院主治医

师
曾永胜 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杨玉仙（女） 大渡口区茄子溪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周 游（女） 大渡口区人民医院党

委副书记，医师
王 磊 市公安局大渡口区分局刑

事侦察支队综合大队大队长
伊远学 重庆精准医疗产业技术研

究院执行院长
张 炜 大渡口区建胜镇百佳园社

区党支部书记

赖莹影（女） 大渡口区跳磴镇华庭
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 瑜（女）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
党工委书记

詹永胜 大渡口区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赵 飞 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民政
和社区事务办公室主任

樊 军 大渡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检验科副科长、财务科科长，检验师

江北区
何建国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党委

书记，主任医师
蒋 琴（女）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

急诊医学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滕益华（女，土家族） 江北区观音

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长，
主管护师

钱秀娥（女） 江北区石马河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管护师

高 未（女） 江北区华新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执业医师

沈 敏（女） 江北区中医院院感办
（公卫科）主任，副主任护师

周 毅 江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流病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张 列 江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

熊振华 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治安
支队副支队长

覃 怡（女） 江北区大石坝街道前
卫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蒋仁生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李 丁（女） 江北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医政医管科科长

张 鑫 江北区招商投资促进局招
商服务中心项目服务部负责人

谭隶清 江北区江北城街道办事处
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

余 朋 江北区委政法委流动人口
服务协调中心副主任

邹 润 江北区鱼嘴镇社区事务服
务中心主任

李培培（女） 江北区委宣传部宣传
科负责人

邓 嘉 江北区中医院急诊科、肺
病科、ICU主任，副主任医师

沙坪坝区
何盛琴（女） 沙坪坝区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谷晓琴（女） 沙坪坝区人民医院业

务院长，主任医师
代云鑫 沙坪坝区中医院医教科科

长，副主任中医师
周永萍（女） 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

护士长，主管护师
刘明伟 沙坪坝区回龙坝镇卫生院

支部书记、院长，副主任医师
王 茂 重庆东华医院重症医学科

兼急诊科副主任，主治医师
张 鑫 沙坪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检验科科长，主管检验师
杨连建 沙坪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传染病防制管理科科长，主管医师
周 怡 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指

挥中心主任，一级警长
安 淳（女） 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

凤天路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主任
冯 智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

司企业服务部总监
李 力（女） 沙坪坝区团委办公室

主任
何丽娟 沙坪坝区回龙坝镇聚龙城

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余显军 沙坪坝区卫生健康委党委

委员、副主任
徐贵书（女） 沙坪坝区房屋征收中

心主任
马智刚（回族） 沙坪坝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二大队大队长
肖志强 沙坪坝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职员
陈 飞 沙坪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微生物检验科主管检验师
朱明会（女） 沙坪坝区中医院护理

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九龙坡区

林 青（女） 九龙坡区人民医院感
染科主任，主治医师

何本阳（土家族） 九龙坡区中医院
主任中医师

周青梅（女） 九龙坡区妇幼保健院
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何应英（女） 九龙坡区华岩镇卫生
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副主任护师

李逢斌 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主
治医师

周晓琴（女） 高新区人民医院感控
科主任，主管护师

周 翼（女） 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部主任，主任中
医师

唐春梅（女） 树兰集团九龙坡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陈永红 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人

口管理支队支队长
冯 靓 九龙坡区九龙街道盘龙新

城社区党委书记
郑 峥 隆鑫控股有限公司行政

经理
程 彪 九龙坡区委办公室主任
刘蜀中（土家族） 九龙坡区委组织

部副部长、区委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组
织工作委员会书记

蒋 奎 九龙坡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赵 琴（女） 九龙坡区委宣传部新

闻科科长
李春乾 九龙坡区档案馆办公室

主任
胡晓鸣（女） 重庆西南铝医院肿瘤

科/消化内科/感染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南岸区

马文莲（女，回族）重庆市第五人民
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主管护师

方 伟 南岸区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瞿先玲（女） 南岸区精神卫生中心

主治医师
朱 宁 南岸区弹子石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检验科副科长，副主任技师
张金平（女） 南岸区长生桥镇卫生

院副院长，主治医师
杨洪珊（女） 南岸区南坪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社区站站长，主治医师
段成益 南岸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医务科科长，主管检验技师
曾德唯 南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副主任医师
陈周彬 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情报

信息支队支队长
甘再敏（女） 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

人口管理支队支队长，一级警长
邓棠梅（女） 南岸区龙门浩街道上

浩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主任
文李燕（女） 南岸区长生桥镇同景

社区党委书记
张校红 南岸区固体废弃物运输有

限公司驾驶员
廖 倩（女） 南岸区融媒体中心副

主任
刘星燃（土家族） 南岸区上新街房

管所所长
颜 波 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药

品监督管理科科长
谢 静（女） 南岸区峡口镇卫生院

护理部护士，主管护师
北碚区

王春全 市第九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詹 静（女） 北碚区中医院重症医
学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万 鹏 北碚区中医院副院长，主
任医师

费霄霞（女） 市第九人民医院手术
麻醉科副护士长，主管护师

范成强 北碚区施家梁镇卫生院公
卫科科长，主治中医师

罗英爽（女） 北碚区水土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公卫科副科长，医士

赵晓辉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医务
部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 涛 北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验科科长，副主任技师

陈 涛 市公安局北碚区分局治安
管理支队支队长

王永琴（女） 北碚区北温泉街道作
孚路社区党委书记

江鱼仙（女） 北碚区朝阳街道牌坊
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焦兴碧（女） 重庆排风扇厂（已破
产）女工委员会主任

余 明 北碚区体育发展中心竞赛
训练科科长（区青少年业余体校校长）

朱吉红 北碚区政府办公室党组书
记、主任

石 晶（女） 北碚区水土街道办事
处民政和社区事务办公室主任

周定武 北碚区应急救援中心工程
师

吴永兵 北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公共卫生技术科科长，主治医师

渝北区
付小锋 渝北区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
游文一 渝北区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段辉琴（女） 渝北区第二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汪洪荳（女） 渝北区人民医院护师
刘 建 渝北区中医院呼吸内科主

治医师
段盈佚（女） 渝北区中医院主治医

师
任 娟（女） 渝北区回兴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
张 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捷尔医院）急救部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

郝永东 渝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党委委员、副主任，主管医师
苏小元 渝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治医师
邓玲玲（女） 渝北区龙山街道余松

路社区居委会网格员
郑和顺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全媒体

采访部主任，记者
沈蓝乔 重庆空港新城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祥科 渝北区公路事务中心八级

职员
胡 容（女） 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党

委书记、主任
曾德明 渝北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党委副书记、主任
杨 旭 渝北区木耳镇党委书记
曹 颖（女） 渝北区商务委员会流

通会展科负责人
何竺瑨（女） 渝北区两路街道办事

处平安办主任
廖 序（女） 渝北区委政法委综治

协调科科长
杨景涛 渝北区人民医院心内科副

主任，主治医师
周雪梅（女） 渝北区龙兴中心卫生

院外科护士，主管护师
严 谨 渝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微生物检验科主管检验师
巴南区

张志坚 巴南区人民医院急救部主
任兼急诊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罗 婧（女） 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陈 燕（女） 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院区临时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

刘 峰 市第七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兼急诊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彭 锐 巴南区中医院脾胃病肺病
科副主任，主治中医师

周家平 巴南区麻柳嘴镇卫生院住
院部主任，主治医师

孙 锐 巴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公共卫生执业医师

雷小念（女） 巴南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卫生检验科副科长，主管检验技师

曾荣义 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治安
管理支队三大队大队长

徐世超 巴南区木洞镇水口寺村党
委书记

张敏书 重庆立泰服饰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

刘纪湄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助理记者

刘国田 巴南区麻柳嘴镇平桥村3
组村民

刘 仿（女） 巴南区应急管理局危
化品监管科科长

余炳友 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党工委
书记

李建林（女） 巴南区委政法委平安
建设科科长

闫 菊（女） 巴南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传染病防控与免疫规划科副科长，
主治医师

长寿区
刘凤琼（女） 长寿区中医院副院

长，副主任医师
游泽忠 长寿区中医院门诊部主

任，副主任中医师
敬晓琴（女） 长寿区人民医院感染

科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
陈 杰 长寿区人民医院肿瘤科主

任，主任医师
李 泉 长寿区人民医院医学检验

科主任，主任技师
吴小兰（女） 长寿区人民医院感染

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廖建波 长寿区葛兰镇卫生院支部

书记、院长，副主任医师
徐 东 长寿区汇胜血液透析中心

主任，医师
张 纪 长寿区公安局校园安全保

卫支队四级高级警长
任利容（女） 长寿区凤城街道黄桷

湾社区党委书记
刘朝万 长寿区长寿湖镇红光村党

支部书记
朱九天 长寿区融媒体中心助理记

者
叶俊英（女） 长寿区云集镇党委书

记
殷 民 长寿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黄南天 长寿区委政法委平安建设

指导科科长
刘泓岑（女） 长寿区江南街道党政

办主任
刘 宇 长寿区邻封镇卫生院公共

卫生科科长，医士
江津区

万 雄 江津区中心医院副主任
医师

张 群（女） 江津区中医院护师
冷崇莉（女） 江津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主管医师
宾光敏（女） 江津区中心医院护士

长，主管护师
李 锋 江津区中心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
代永红（女） 江津区中心医院重症

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余红梅（女） 江津区油溪中心卫生

院护士长，护师
刘乐其 江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士
秦庆松 江津区公安局情报信息支

队支队长
罗 敏（女） 江津区几江街道桥南

社区党委书记
周 密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外宣部

主任，工程师
杨昌龄（女） 江津区大同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社会工作师
刘小波 江津区委政法委基层社会

治理科科长
王 孛 江津区政府办公室一级主

任科员
陶唐琼（女） 江津区卫生健康服务

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穆树泉 江津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高级工
合川区

蔡洪远 合川区香龙镇卫生院院
长，副主任医师

邓红丽（女） 合川区人民医院感染
科主任，主任医师

黄 翔 合川区人民医院护士，护
师

杨昌华 合川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财
务审计科科长

吕 龙 合川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医
生，主治医师

周长元 合川区中医院急诊医学
科、重症医学科主任，主治医师

李星星（女） 合川区铜溪中心卫生
院医师

刘莉莉（女） 合川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检验科科长，副主任技师

张 淼 合川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
秩序大队教导员

孔 韦 合川区涞滩镇涞滩社区党
支部委员、综合服务专干

褚顺利（女） 合川区钓鱼城街道久
长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陈昱旭 合川区电子政务中心副主
任

蒋 礼 合川区公安局党委副书
记、常务副局长，一级高级警长

徐 川 合川区钱塘镇政府平安建
设办主任

刁治武 合川区交通局副局长
冯元图 合川区合阳城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住院部主任，主治医师
永川区

陈有万 永川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 毅 永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公卫科负责人，医师

钟 勇 永川区中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

胡玉华（女） 永川区人民医院呼吸
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熊念芬（女） 永川区中医院急诊科
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国俊 永川区中医院医教部主
任，副主任中医师

张 平（女） 永川区板桥镇卫生院
副院长，基层全科副主任医师

周 敏（女） 永川区三教镇卫生院
花桥门诊部主任，护师

邹静波 永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验科科长，副主任技师

唐卫华 永川区公安局指挥中心教
导员

曾晓玲（女） 永川区朱沱镇福龙桥
社区居委会主任

邓昌碧（女） 永川区何埂镇石笋山
村党委书记

杨 利（女） 重庆永川万达广场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人力行政经理

涂 燕（女） 永川区融媒体中心采
访部主编

邹光明 永川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委书记、主任

陈乾润 永川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执法处理室负责人

吴永凤（女） 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
事处民政和社区事务办主任

贺凤其 永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三科科长

雷孝强 永川区中山路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传染病防控科助理医师

李 英（女） 永川区胜利路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

南川区
吴勇德 南川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下转14版）

经中央批准，市委、市政府决定以市委、市政府名义表彰一批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以市
委名义表彰一批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和重庆市先进集体党组织。
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区县、各部门充分酝酿、集体研究的基
础上，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确定
张先祥等905人为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
（含追授1人）、万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核酸检测团队等300个集
体为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拟表彰对象，向江琳等180

人为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含追授1人）、重庆大学附属
三峡医院党委等100个集体为重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就拟
表彰对象进行全市公示，公示期为 2020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4
日。对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先进集体拟表彰
对象有异议的，请于公示期内向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对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重庆
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有异议的，请于公示期内向市

委组织部反映。反映形式为信函、电话、来访，信函以到达日
邮戳为准。反映情况须实事求是，提供具体线索或事实依
据。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
义反映情况的材料应署实名，并提供联系电话。

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抗击冠肺炎疫情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人

力社保局）
电话：86865999、88152785（传真）

地址：渝北区春华大道99号北区1号楼301室
邮编：401120
二、市委组织部
电话：63898581、63899434（传真）
地址：渝中区中山四路36号市委组织部505室
邮编：400015

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9月30日

关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市级表彰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市级表彰拟表彰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