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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清（女） 南川区中医医院医务

科科长，主治医师
陈 林 南川区人民医院检验科主

管检验师
冉启念（女） 南川区西城街道金台

居委会卫生室医生
刘 莉（女） 南川区大观中心卫生

院护师
娄川东 南川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治医师
张世勇 南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副主任技师
王先平 南川区东城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副主任
杨 勇 南川区东城街道灌坝社区

党委书记
任北川 南川区融媒体中心主任
夏 瑞 南川区政府办公室文档科

科长
张朝林 南川区委办公室督查科科

长
张健川 南川区委政法委平安建设

指导科科长
凌晓燕 南川区商务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程 蕾（女） 南川区西城街道办事

处民政和社会事务办主任
韦建红（女） 南川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西城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綦江区

王珍秀（女） 綦江区文龙街道卫生
院纪检监察员，副主任护师

李小燕（女） 綦江区中医院肺病科
主任助理，主治中医师

王 震 綦江区人民医院护师
李祖贵 重庆綦江心新医院院长，

主治医师
吴小兵 綦江区石角镇双堰朝阳联

合村卫生室医生
张宗友 綦江区文龙街道卫生院脑

内科主任，主治医师
唐盛男（女） 綦江区古南街道卫生

院护师
霍大贵（女） 綦江区文龙街道通惠

卫生院院长，副主任护师
刘 波 綦江区公安局党委委员、

常务副局长
李先锰 綦江区三江街道双福村党

总支书记
凌有良 重庆有良商贸有限公司董

事长
杨 洋 重庆枫丹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
王原野（女）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主

任助理、新闻采访部主任，记者
程必忠 綦江区文龙街道市场监管

所所长
周方华 綦江区文龙街道办事处党

工委书记
陶晓锋 綦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委书记、主任
熊小娟（女） 綦江区健康教育所主

管护师
大足区

陈 勇 大足区人民医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冉中力 大足区中医院医务科科
长，主治医师

商建东 大足区人民医院副主任
医师

雷 杰 大足区龙岗中心卫生院院
长，执业医师

刘 强 大足区双路卫生院党支部
书记，主治医师

胡绍华 大足区中敖中心卫生院主
治医师

黄玉贤（女） 大足区妇幼保健和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主任护师

杨东昇 大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验科科长，主管检验技师

杜 平 大足区公安局铁山派出所
所长

陈娇娇（女） 大足区高坪镇高峰村
党支部书记

韦 丹（女） 大足区政府办公室文
秘四科科长

石 山 大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委书记、主任

邓博文 大足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工业和信息化执法支队队员

杨德君 大足区商务委员会规划发
展科科长

覃伦富 大足区交通局党委书记、
局长

熊 维（女） 大足区龙岗街道办事
处社区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秦 愉 大足区中医院呼吸内科护
士长

刘文娟（女） 大足区妇幼保健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妇女保健科副科长，医士

璧山区
丁 飞（苗族） 璧山区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治医师
陈 飞 璧山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沈 查 璧山区中医院肺病科、老

年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岩岩（女） 璧山区妇幼保健院检

验科主管检验师
李 勇 璧山区璧城街道卫生院党

支部书记、院长，副主任医师
蒋文友 璧山区七塘镇卫生院党支

部书记、院长，副主任医师
凌 何 璧山区丁家街道卫生院副

院长，主治医师
吴国松 璧山区璧泉街道卫生院党

支部书记、院长，副主任医师
罗 媚（女） 璧山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工会主席、疾病控制科科长，副主任
医师

何宗莉（女） 璧山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技术管理检验科科长，主任检验师

罗廷海 璧山区公安局璧泉派出所
民警，四级警长

蓝世敏（女） 璧山区璧泉街道养鱼
社区综合服务专干

朱长江 璧山区大路街道办事处团
工委书记、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程清华 璧山区公路事务中心主
任，高级工程师

陈 文 璧山区应急管理局党委书
记、局长

戴承林 璧山区综治中心九级职员
岳兴群 璧山区环境卫生管理所环

卫工
朱雪梅（女） 璧山区第二人民医院

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铜梁区

陈 浩 铜梁区人民医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区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医学
观察石鱼病区临时党支部书记，主任
医师

方 旭（女） 铜梁区人民医院主管
护师

银 皓 铜梁区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张 刘 铜梁区中医院主治中医师
贺 丹（女） 铜梁区中医院肺病科

护士长，主管护师
王延欢 铜梁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副

主任，主治医师
刘永兴（女） 铜梁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卫生检验科副科长，主管技师
张 峰 铜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防治科科长、流行病学调查小组
组长，医师

蒋 波 铜梁区公安局特警支队支
队长，一级警长

王安秀（女） 铜梁区巴川街道东城
社区党委书记

张远富 铜梁区西河镇三善村1组
原组长

刘 颜（女）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播
音主持部负责人

王昌友 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张 勇 铜梁区交通局党委书记、
局长

傅廷云 铜梁区平滩初级中学校高
级教师

李 宣 铜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韩安强 铜梁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潼南区
李春霞（女） 潼南区人民医院主治

中医师
樊银凤（女） 潼南区中医院外一科

护士长，主管护师
杨 易 潼南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治医师
陈 莲（女） 潼南区人民医院感染

性疾病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倪小玉（女） 潼南区卧佛中心卫生

院执业助理医师
肖 洋（女） 潼南区中医院重症医

学科副护士长，主管护师
邓德民 潼南区中医院医务科科

长，副主任医师
何芝菲（女） 潼南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检验科副科长，食品检测工程师
曾治平 潼南区公安局桂林派出所

一级警长
张 林 潼南区桂林街道观音社区

居委会综治专干
罗 列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采访部

部长
蓝雪丹（女） 潼南区职教中心（蓝

雪丹爱心志愿队）一级教师
欧 新 潼南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副支队长
尤 源（女） 潼南区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工程师
张仁杰 潼南区梓潼街道党工委委

员、办事处副主任
鞠馨瑶（女） 潼南区工业发展服务

中心职员
李明辉 潼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防科科长，主治医师
荣昌区

甄泽龙 荣昌区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刘恩丽（女） 荣昌区人民医院感染

科护士长，行政办公室主任，主管护师
黄坤建 荣昌区中医院 ICU 病室

医师
唐利萍（女） 荣昌区精神卫生中心

主任，主治医师
周 勇 荣昌区人民医院医师
金绍禄 荣昌区昌元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主任，主治医师
蒋 惠（女） 荣昌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传染科科长，主治医师
舒 强 荣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慢病科科长，主治医师
朱 勇 荣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验科科长，主管技师
张永斌 荣昌区公安局昌州派出所

一级警长
刘恁伦 荣昌区清升镇古佛山社区

党总支书记
刘富如 荣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四

级调研员
姜 鹏 荣昌区昌州街道办事处八

角井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廖万渊 荣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昌

元所副所长
刘孝万 荣昌区交通工程建设中心

主任
何仁山 荣昌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经济运行科科长
谭焜耀 荣昌区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主治医师
开州区

王运才 开州区人民医院感染科主
任，主任医师

陈文武 开州区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杨淑聪（女） 开州区三汇口乡卫生

院护士长，主管护师
吴小玲（女） 开州区妇幼保健院护

理部副主任，护师
余 茜（女） 开州区中医院护理部

副主任，主管护师
李 静 开州区卫生健康事业保障

中心工作人员
陈玉冰 开州区大进镇中心卫生院

执业医师
向 往（女） 开州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检验科副科长，主治医师
徐川东 开州区公安局治安管理支

队副支队长，一级警长
廖伯奎 开州区镇安镇紫薇社区党

支部书记
张益芳（女） 开州区临江镇同安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韩 杰 开州区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仓储部主任
陈 琪 开州区融媒体中心事业发

展部副主任
黄兴国 开州区云枫街道长青社区

居民（退役士兵）
邱文军 开州区交通局党委书记、

局长
何小令 开州区丰乐街道党工委委

员、政法书记（挂职）
王 锋 开州区大德镇卫生院医务

科科长，医师
梁平区

陈晓琴（女） 梁平区人民医院党委
委员、副院长，主任护师

赵 睿（女） 梁平区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副主任，主治医师

李和龙 梁平区中医医院医务科副
科长，主治中医师

毛 伟 梁平区精神卫生中心工会
主席兼医务科、精三科负责人，执业医师

陈学红（女） 梁平区妇幼保健院手
术室副护士长，主管护师

谭晓东（女） 梁平区梁山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疾控科科长，中药师

罗 彦（女） 梁平区礼让中心卫生
院门诊部副主任，执业医师

黎克平 梁平区云龙镇陡梯村卫生
室医生

何高琴（女） 梁平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疾控科副科长，主治医师

范 佳 梁平区公安局双桂派出所
所长

章后春 重庆凯美物业管理公司梁
平分公司项目经理

王秋艳（女） 梁平区双桂街道办事
处党工委委员

杜红平 梁平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四级调研员

张 丹（女） 梁平区委政法委维稳
指导科科长

蒋昌海 梁平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工业节能监察科科长

王 静（女） 梁平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

武隆区
曹元秀（女） 武隆区人民医院党委

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刘 洪 武隆区仙女山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主任，主治医师
彭顺刚 武隆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樊福胜 武隆区长坝中心卫生院院

长，副主任医师
江华容（女） 武隆区中医院副院

长，副主任护师
杨德久 武隆区芙蓉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执业医师
万 泉（女） 武隆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主任医师
孙 毅（女） 武隆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疾病管理科科长，主治医师
窦光军 武隆区公安局长坝派出所

所长
彭小兵 武隆区凤山街道红豆社区

党总支书记
翟卫宏 重庆罡阳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王津川 武隆区融媒体中心编辑

记者
徐光文 武隆区大洞河乡党委委

员、人大主席
夏晓松 武隆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
黄 琴（女） 武隆区经济发展研究

中心社会科科长
城口县

杨凤李 城口县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主治医师

孟於华 城口县人民医院内二科主
任，执业医师

张广文 城口县庙坝中心卫生院党
支部书记、院长，执业助理医师

李明媚（女） 城口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职业健康科牵头人，药师

庞文志 城口县东安镇卫生院党支
部书记、院长，主治医师

袁 毅 城口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执业医师

李 轶（女） 城口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检验科科长，检验师

袁朝勇 城口县葛城街道桂花井社
区党支部书记

黄 波 城口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
大队长

罗 勇 城口县公安局副局长，三
级高级警长

黄金应 城口县沿河乡党委委员、
政法书记、副乡长

谢 靖 城口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王 腾 城口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副
所长

蒋 艳（女） 城口县委政法委工作
人员

丰都县
秦亚伟 丰都县人民医院急诊医学

科主任，主治医师
陈 红（女） 丰都县人民医院护理

部主任，主管护师
冯 涛（土家族） 丰都县中医院达

标办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 娟（女） 丰都县人民医院护理

部副主任（疫情期间任丰都县人民医院
隔离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

代新权 丰都县三合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

董红军 丰都县龙河中心卫生院发
热门诊主治医师

廖利蓉（女） 丰都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流病科科长，主治医师

杨 军 丰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验科科长，副主任技师

陈 林 丰都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
队四级警长

孙江渝 丰都县名山街道双桂社区
党委书记

杨廷华 丰都县保合镇文家边村党
总支书记

李厚胜 丰都县树人镇大楼脚村党
总支书记

潘春华 丰都县三合街道党工委
书记

陈小明 丰都县公路养护服务中心
主任

靳 堃（回族） 重庆上坤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董事长

秦诗虹 丰都县虎威镇卫生院公共
卫生科科长

垫江县
古柠华 垫江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主治医师
李春梅（女） 垫江县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魏进武 垫江县人民医院副主任

技师
谭国民 垫江县中医院内科系主

任、颐养医院院长（兼），副主任医师
墙 建 垫江县中医院肝病感染科

主任，主治医师
蔡国强 重庆市渝东卫生学校副校

长，副主任医师
刘 萍（女） 垫江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副主任护师
朱顺洪 垫江县公安局党委副书

记、常务副局长
尹锡玉（女） 垫江县桂溪街道集体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张国强 垫江县高安镇顺河社区党

支部书记
聂贵建 垫江县桂阳街道新村社区

志愿者
汪 涛 垫江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

记、主任
高 畅（女） 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会联科科长
洪 军 垫江县道路运输事务管理

中心副主任
桂定平 垫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疾控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忠县

罗宣权 忠县人民医院医务科副主
任，主治医师

张华忠 忠县中医医院内二科主
任，主治中医师

阳耀安 忠县石宝中心卫生院医师
李 华 忠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主

任医师
周世蓉（女） 忠县忠州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医务科科长，主治医师
谭传英（女） 忠县白公街道护国村

卫生室医生
戚光春 忠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

公室主任，副主任医师
申继旭 忠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

书记、主任
申 红（女） 忠县忠州街道香怡社

区党委书记
周 洪 忠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四级高级警长
王满华 忠县公安局拔山派出所所

长，二级警长
秦建平 忠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党委副书记
黄新川 忠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工会主席
张 伟 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综合

科科长
唐 红（女） 忠县人民医院大内科

护士长、发热门诊护士长，主管护师
云阳县

陈 俊 云阳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丁功伟 云阳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副
主任，主治医师

王江莲（女） 云阳县人民医院院前
急救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董 敏（女） 云阳县人民医院重症
医学科医师

唐和平（女） 云阳县中医院院感科
科长，副主任护师

帅成芳（女） 云阳县宝坪镇双坝村
卫生室医生

李 佳（女） 云阳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流行病学传染病管理科科长，主治
医师

汤 俊 云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微生物检验科副科长，主管技师

王守川 云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综
合中队副中队长，四级警长

黄世江 云阳县双江街道梨园社区
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秦 国 云阳县经济信息委党委委
员、副主任

袁 华 云阳县水口镇政府党委委
员、副镇长、武装部长

刘兴柏 云阳县交通局副局长
李松柏 云阳县政府办公室督查室

主任
谭冬梅（女，土家族） 云阳县教育

委员会学生卫生与健康教育指导中心主
任，护师

叶伟情（女） 云阳县清水民族卫生
院公共卫生科科长，医士

奉节县
吴建国 奉节县人民医院感染科主

任，副主任医师
徐建刚 奉节县人民医院心内科副

主任，副主任医师
马 娜（女） 奉节县人民医院主管

检验技师
向 军 奉节县鱼复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副主任，助理医师
方 园（女） 奉节县中医院内一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圣芳（女） 奉节县人民医院感染

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周晓梦（女） 奉节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疾控科科长，主治医师
李林洪 奉节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免规科科长，执业医师
孙一雄 奉节县公安局兴隆派出所

所长
周云梦 奉节县公安局警令室副主

任，四级警长
张兴平 奉节县西部新区冒峰社区

党支部书记
彭金勇 奉节县蓝天救援队医疗组

长，高级技师
刘建军 奉节县兴隆镇人民政府民

政和社会事务办主任
黄 骏 奉节县人民医院设备科科

长，技师
陈永红 奉节县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郑 晶（女） 奉节县吐祥镇组织委员
刘辉伟 奉节县朱衣镇中心卫生院

康复科（中医）主任，执业医师
巫山县

张应春 巫山县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主任医师

刘 敏（女） 巫山县人民医院感染
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黄在兰（女） 巫山县妇幼保健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执业医师

蒋廷财 巫山县三溪乡卫生院副主
任医师

李 敏（女） 巫山县中医院医技支
部党支部书记，执业医师

李永文 巫山县抱龙镇中心卫生院
执业助理医师

李雪梅（女） 巫山县高唐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综合病区主治医师

侯 旭 巫山县公安局笃坪派出所
所长

唐传统 巫山县官渡镇场镇社区党
支部书记

向 勇 巫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冯 铭 巫山县巫峡镇规划建设管

理环保办公室主任
周明冲 巫山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二级主任科员
袁文林 巫山县红椿土家族乡一级

科员
鲁 东 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农业

服务中心中级工
刘松涛（女） 巫山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党委书记、主任，公共卫生主管医师
沈庆平 巫山县环境卫生管理所副

所长
廖 芸（女） 巫山县龙溪镇卫生院

主管护师
巫溪县

陈 娟（女） 巫溪县人民医院党
委委员、护理部主任、党群部部长，主任
护师

魏忠强 巫溪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余顺科 巫溪县土城镇卫生院党支
部书记、院长

黄钰凌（女） 巫溪县中医院工作人员
张绍定 巫溪县古路镇卫生院工会

主席，中药士
谭国耀 巫溪县宁河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卫生监督协管科科长
夏云号 巫溪县徐家镇卫生院医务

科科长，执业医师
徐建邦 巫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科长
赵 丽（女） 巫溪县宁河街道广场

社区党委副书记
谭海燕（女）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

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巫溪商都店门店店长
薛胜智 巫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沈 毅 巫溪县城市管理局环境卫

生管理所所长
汤召军 巫溪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委书记、主任
程昌华 巫溪县凤凰镇政府政法委

书记
姚旭鸿 巫溪县交通局运输管理科

科长
陈国权 巫溪县文峰中心卫生院公

卫科科长，医士
石柱县

陈以福 石柱自治县人民医院党委
委员、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秦 峰（土家族） 石柱自治县人民
医院感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潘 杨 石柱自治县人民医院手足
关节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镇林（土家族） 石柱自治县冷水
镇卫生院院长，主治医师

牟方萍（女，土家族） 石柱自治县
中医院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冉 艳（女，土家族） 石柱自治县
中医院护士，护师

谭 余 石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主管医师

谭 契（土家族） 石柱自治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疾控科科长，执业医师

黄 崎 石柱自治县公安局西沱水
陆派出所所长，一级警长

谭 烽（土家族） 石柱自治县西沱
镇云梯社区居委会综合治理专干

黎 星（土家族） 石柱自治县河嘴
乡富民村党支部书记

曾洪明（土家族） 石柱自治县铁路
建设办公室职员

马泽生（土家族） 石柱自治县下路
街道农服中心职员

覃湖川（土家族） 石柱自治县金铃
乡政府应急办主任

杨林权（土家族） 石柱自治县卫生
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

谭 盼 石柱自治县三河镇组织委
员、人大副主席

马勇军（土家族） 石柱自治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检验技师

秀山县
杨 伟（苗族） 秀山自治县人民医

院科教科科长，主治医师
崔素荣（女，土家族） 秀山自治县

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副
主任医师

冉琼珍（女，土家族） 秀山县人民
医院感染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龙 茵（女，苗族） 秀山自治县中
医医院治未病科（体检中心）主任、门诊
部主任，副主任医师

廖为为（女，苗族） 秀山自治县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理化检验师

喻亚庆（女） 秀山自治县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副主任技师

黎洪锋（苗族） 秀山自治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制科负责人，
主治医师

蒲 锋 秀山自治县公安局梅江派
出所所长，三级警长

石 兵（苗族） 秀山自治县公安局
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

雷礼国 秀山自治县中和街道七星
社区党总支部书记

彭 璐（女，土家族） 秀山自治县
融媒体中心助理记者

朱 标 秀山自治县洪安镇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

杨正舟（土家族） 秀山自治县公路
事务中心建管科工作人员

胡国志 秀山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南城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酉阳县
黄 涛（土家族） 酉阳自治县人民

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冉俊怀（土家族） 酉阳自治县人民

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副主任医师
石凌枫（苗族） 酉阳自治县人民医

院感染科主治医师
王雪玲（女，土家族） 酉阳自治县

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黄仁富（土家族） 酉阳自治县精神

病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张明跃 酉阳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副主任
王 猛（土家族） 酉阳自治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主任
张 彪（苗族） 酉阳自治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传防科副科长，主治医师
熊 林（土家族） 酉阳自治县公安

局特警大队副大队长
吴远丽（女，土家族） 酉阳自治县

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户政中队中队长，
四级警长

冉 军 酉阳自治县桃花源街道办
事处桃花源社区党支部书记

何奇民（土家族） 酉阳自治县公路
路政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徐 杰（土家族） 酉阳自治县交通
局道路运输管理所九级职员

田 江（土家族） 酉阳自治县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龙 丽（女，苗族）酉阳自治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黑水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彭水县
刘颖娟（女，土家族） 彭水自治县

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廖福淑 彭水自治县人民医院呼吸

消化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徐永兴（土家族） 彭水自治县中医

院主治医师
涂冬梅（女） 彭水自治县人民医院

感染管理科科长，副主任护师
敖琴攀（女，土家族） 彭水自治县

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主任护师
姚素鑫（女） 彭水德济医院手术室

护士长，护士
陈衡乾（苗族） 彭水自治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主管检验师
王云坤（苗族） 彭水自治县公安局

校园安全保卫大队教导员
徐廷江 彭水自治县绍庆街道滨江

社区党支部书记
何 波（苗族） 彭水自治县道路运

输管理所副所长
陈 江（苗族） 彭水自治县委政法

委基层指导科科长
严昌平 彭水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孝前（苗族） 彭水自治县卫生健

康委党委书记、主任
冯久洪（苗族） 彭水自治县政府办

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两江新区

胡 忠 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小红 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主
治医师

王心玉（女） 两江新区第二人民医
院副院长，副主任护师

蒋佳玲（女） 两江新区康美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

黄 佳（女） 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
院护士

（下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