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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鹏辉 两江新区政法委防范办专

职副主任、国安防线办副主任，一级警长
伍 娟（女） 两江新区公安分局人

和派出所一级警长
谢 兰（女） 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

家桥社区党委书记
吴成超（女） 两江新区文化和卫生

综合执法大队二级主任科员
左 继 两江新区产业促进局一级

主任科员
王丽芳（女） 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

民医院医务科主治医师
王云慈（女） 重庆两江新区第二人

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蒲玉琦（女） 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执法支队副支队长
重庆高新区

鲁 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
医院急诊科、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

傅自萍（女） 九龙坡区人民医院
（西城院区）呼吸消化内科主任，副主任
医师

季正勇 高新区含谷镇卫生院主治
医师

李 杨（女） 高新区香炉山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邢 星 高新区曾家镇卫生院党支
部书记、院长

申立军 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白市
驿派出所所长

陈相谋 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分局虎溪派出所一级警员

吴 亚（女） 高新区西永街道永兴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 英（女） 高新区金凤镇金凤佳
园社区党支部书记

严 琦（女） 重庆陶然居然饮食文
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盛经开区
杨 山 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儿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
谢利海 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李 妮（女） 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

产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邹晓艳（女） 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罗 攀 万盛经开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检验科科长，检验师
刘芝伦 市公安局万盛经开区分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
张怀阳 綦江区万东镇海棠社区党

委书记
田文鑫（女） 万盛经开区万盛街道

建设社区居委会第九网格网格员
张 维（女） 重庆东渝医药有限公

司总经理
林晓明 万盛经开区科协普及科科

长
中央在渝和市级单位

何 冠（女） 市中西医结合康复医
院副院长，副主任中医师

刘景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王 璞（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

吕富荣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肖明朝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刘文文（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胃肠外科副护士长，主管护师

张 丹（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段 敏（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呼吸内科ICU护士，主管护师

徐 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杨 柳（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肾内科主管护师

万 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蔡 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曹 炬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医学检验科研究员

张荣贵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医务处副处长，主任医师、副教授

张 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
授）

陈志美（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院感科副科长，主管护师

王晓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急救部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周 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感染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张传来（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李 霞（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主管护师

符跃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王 祎（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
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

陈 刚 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副主
任，副主任医师

周丽丽（女） 市人民医院入院准备
中心主管护师

简富琼（女） 市人民医院骨科主管
护师

杨 义 市人民医院 ICU 副主任
医师

廖 璞（女） 市人民医院检验科主
任，主任技师

李群堂 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主
任，主任中医师

唐 军（土家族） 市中医院脑病科
（南桥寺院部）主任，主任中医师

罗真春 市中医院急诊（ICU）科（南
桥寺院部）主任，副主任医师

熊恩平（女） 市中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南桥寺院部）护士长，主管护师

毛洋西 市中医院急诊 ICU科（南
桥寺院部）护理组长，护师

王瑜伟 市中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
师

陶 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陈元珍（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
川医院感染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秦光梅（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
川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

杨 全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
院放射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晓丽（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
川医院检验科主任，教授

赵小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
院呼吸科护士长助理，护师

魏晓宇（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
川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

陈尚学（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
川医院骨关节科副护士长，主管护师

周 静（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
学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

罗 春（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
学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郭进军 市急救医疗中心副院长，
主任医师

贾晋伟（女） 市急救医疗中心呼吸
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许 毅 市急救医疗中心医务科科
长，副主任医师

方清永 市急救医疗中心感染与疾
病预防控制科副科长，主治医师

文永生 市急救医疗中心院前急救
部主治医师

莫如利（女） 市急救医疗中心重症
医学科副护士长，主管护师

李 倩（女）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附属第一医院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副
主任，副主任医师

杨 梅（女）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附属第一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主任，
副主任医师

吴林娟（女）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护师

唐永岗（羌族） 重庆医药高专附属
第一医院医院质量控制科副科长，副主
任医师

何继菲（女） 市第十三人民医院科
教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徐亚莉（女） 市第十三人民医院呼
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罗 玲（女）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心血管呼吸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兰 花（女）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心血管呼吸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叶俊英（女） 市妇幼保健院科教科
科长，主管技师

郭 庆（女） 市妇幼保健院重症医
学科护师

严晓峰（女） 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
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袁国丹 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重症医学科（歌乐山院区）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

孙庆云 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医院感染控制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王鹏森 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中心实验室检验技师

胡清利（女） 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
中心结核一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佼佼（女） 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
中心重症医学科（歌乐山院区）护士长，
主管护师

王小梅（女） 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
中心急诊医学科（歌乐山院区）护师

徐学文 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麻醉科（平顶山院区）副主任，副主任医
师

罗亚东 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重症医学科（歌乐山院区）主治医师

陈德飞 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感染二科护师

蹇泽英（女） 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
中心外科（平顶山院区）护士长，副主任
护师

冉江峰 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
中心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袁 媛（女） 市精神卫生中心康复
科主任，主治医师

杨 勇 重庆煤炭职业病医院病区
主任，副主任医师

杨 培（女） 市血液中心献血服务
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龙 江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委员，行政办公室主任，主任医师

赵 寒（女）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防制所预警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罗兴建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资产
管理处处长，主任医师

周 超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
艾滋病预防控制所综合防治科科长，副
主任医师

邓华欣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
卫生与安全监测所干部，副主任医师

何亚明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
与媒介生物控制所现场监测处置科科
长，副主任医师

叶 盛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
物检测所流感检测科科长，副主任技师

范 鹏 市公安局技术侦察总队十
六支队警务技术四级主任

谭发军 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总队一
支队支队长

李 行 市公安局打击假冒伪劣商
品犯罪侦查总队四支队民警，一级警长

杨 戈 市公安局警令部指挥中心
六支队副支队长，一级警长

张书聃（女） 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
处网络通信科民警，警务技术一级主管

丁继伟（女） 市嘉陵强制隔离戒毒
所教育矫正中心副主任，一级警长

罗永攀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上游新
闻双城频道副主编

连新民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融媒体新闻中心主任记者

郭金铭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融媒体新闻中心高级记者

崔 杰 市委值班室副主任
申雨松 市委办公厅会议综合办公

室一级主任科员
李 历 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九处处

长
邬明轩 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六处一

级主任科员
黄 毅（女） 市政府办公厅人事处

处长
梁国华 市政府办公厅保卫处高级

技师
莫席成 市委政法委平安建设指导

处处长
黄 江 市委政法委政策研究室二

级主任科员
祝 欢（女） 市委政法委宣传教育

处一级主任科员
郭 进 市委政法委智能化建设处

二级主任科员
谭 华 市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副

主任
贾永强 市发展和改革委综合处处

长
石丘玲（女）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

生与管理学院教授
包 晗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辅

导员
郭培源 市科技局外国专家工作处

二级主任科员
杨正华（白族） 市经济信息委总

经济师
赵俊远 市经济信息委材料工业处

四级主任科员
秦崇伟（土家族） 市经济信息委节

能与综合利用处四级主任科员
魏彦杰 市经济信息委医药产业处

一级主任科员
张 浩 市石桥铺殡仪馆殓运科副

科长
王 伟 市财政局社保处一级主任

科员
杨水文 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固体

废物管理科副科长，正高级工程师
贾永前 市城市管理局安全监督处

一级主任科员
李文成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三大队大队长
张成兵 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货运

处副处长
甘 华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总队高速公路第二支队四大队二级主任
科员

孙成江 市交通局机关后勤服务中
心服务科科长

但 浩 市农业农村委办公室副主
任

文 方（女） 市商务委服务贸易处
副处长

郭恺瑞 市商务委外资外事处一级
主任科员

石苑平（苗族） 市商务委政策法规
处一级主任科员

彭 明 市商务委市场流通处副处
长

石升华（女） 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
执法总队一级主任科员

郑向鹏 市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处
一级主任科员

沈 鹏 市卫生健康委药政处副处
长

余 奇（女） 市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主任

冉茂盛（土家族） 市卫生健康委宣
传统战处处长

幸奠国 市卫生健康委应急办主任
江雪芹（女） 市卫生健康委监督处

二级主任科员
周 渝 市应急管理局救援协调和

预案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
范 青（女） 市政府外办领事处处

长
刘慧丽（女） 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秘

书行政处二级主任科员
周文洋 市外国机构服务处工作人

员
许 曼（女）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企业三处四级调研员
高友发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

营安全监督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邓政宇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

务监督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刘建军 市市场监管局标准化管理

处四级调研员
周中木 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温

度医化计量检测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
工程师

逯顶松 市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
招标采购处一级主任科员

何 炯 市信访办公室接访处四级
主任科员

梁海湫（女） 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
理局融合发展处四级调研员

王仕军 市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
航空物流处二级主任科员

王 刚 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科技科一级主任科员

郭 绮（女） 市药品技术审评认证
中心医疗器械审评科负责人，副主任药
师

张华荣 重庆海关卫生检疫处处长
舒 兵 市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

展处处长
赵天烁 中国民用航空重庆安全监

督管理局行政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王 庆 重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执勤二队政治教导员
彭建平 市纪委铁山坪管理中心副

主任
蓝 婷（女） 市志愿服务工作指导

中心七级职员
梁 胜 重庆市三合监狱五监区监

区长，一级警长
汪 亮 长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

治安管理支队支队长，一级警长
周 波 成都铁路公安局重庆公安

处乘警支队二级警长
何全艺 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办公室

负责人，社会工作师
叶 燕（女） 市儿童爱心庄园社会

工作科科长
朱利君 重庆市东南医院急救部副

主任，主治医师
项 丹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办公室副主任，四级摄像师
顾万江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技

信息处副处长，副主任技师
周庭荣 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

总队政治处副处长
张为华（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护师
张 爽（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

川医院医师
邓 稳（女）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附属第一医院团委书记，主管护师
钱春芳（女） 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

中心结核二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钱 军 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后勤保障科九级职员
陈 英（女） 市人口宣传教育中心

新闻部副部长
黄 勇 市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

主任医师
王 越（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内分泌内科医师
杨罕亭 史迪威研究中心管理八级
陈 燕（女） 市外事服务中心副主

任
吴 琛 市信访办公室信访稳定协

调处处长
辜 磊 共青团重庆市委维护青少

年权益部副部长
潘 建 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

天津联络处处长
何 里 重庆江北机场海关旅检三

科科长
张德春（女）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附属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

崔莉蓉（女）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附属人民医院普外科副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廖 君（女）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附属中医院内三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王小波 国网重庆电力公司万州供
电分公司客户服务分中心用电检查管理
兼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

王才智 市人力社保局农民工工作
处一级主任科员

吴飞翔 市住房城乡建委物业监督
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王 奇 市公共租赁房管理局住房
管理处处长

中央在渝和市级企业
喻林强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
甯化彬 中国成都铁路局集团有限

公司重庆客运段厨师
赵紫东 重庆华龙网集团融媒体新

闻中心记者
骆星丹 重庆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

心（重庆海关口岸门诊部）干部，农艺师
杜 令 重钢总医院心血管内科副

主任，副主任医师
谭红军（女，土家族） 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有限公司医疗救护中心副主任
王笑晨 重庆高速集团东北营运分

公司巫山管理中心主任，工程师
田 野 中国电信重庆公司政企部

视频会议保障组组长
杨小龙 重庆农投肉食品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助理工程师
傅汝汲 重庆市储备粮管理有限公

司经营管理部部长，政工师
汪鸿鹏 重庆建工第十一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二项目部安全员
黎河均 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

公司西永分公司党支部委员、副经理
王华伦 重庆市泉承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驾驶员
黎渝幸（女） 重庆课堂内外杂志有

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刘雅煌 重庆海外联谊会副会长、

渝澳联谊总会会长、澳门万国控股集团
董事局主席

艾 渝 重庆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特斯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光大控股新经济基金副董事长兼总
经理

叶 念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綦南
供电分公司营销部副主任，工程师

尚 勇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南岸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高级
工程师

刘小华 重庆助友创美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冉 希 龙湖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片区管家

谢晓丽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郑可静（女）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
限公司综合办公室副主任，经济师

晏 洪 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
司驾驶员

代 进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运营二公司10号线民心佳园中心
站站长，工程师

孙 进 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
公司第三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

刘 敏 重庆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

公司驾驶员
敖小梅 重庆京邦达物流有限公司

区域高级经理
李茂成 重庆重报电商物流有限公

司美团外卖骑手
陈婷艳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

经营有限公司渝东北片区区域经理
汤须坤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高

级采购经理
余 兵 中国石油重庆销售公司万

州分公司云阳经营部天宫加油站经理
陈贵生 重庆市三峡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工程师
丁国友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市区

供电分公司输电运检中心（电缆中心）输
电运维二班班长，技师

曾 义（女） 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
锁有限责任公司龙康药店店长，执业中
药师

胥浚华 重庆医药和平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营运部采购员

金秀花（女） 重钢总医院呼吸内科
肿瘤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尹 远 中国邮政重庆市合川片区
分公司直营（机要）揽投部揽投员

二、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集体（300个）

万州区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党委
万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核酸检测

团队
万州区公安局特警支队
重庆厚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医疗应

急物资保障组
万州区应急消疫突击队
万州区交通局交通防控组
万州区高梁市场监督管理所
万州区百安坝街道程家社区党委
万州区高笋塘街道东方广场社区

党委
万州区龙驹镇党委
万州区龙沙镇党委

黔江区
黔江中心医院党委
黔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黔江区公安局舟白派出所
黔江区城东街道官坝社区党委
黔江区邻鄂镇沙子场社区居委会
黔江区委政法委
黔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黔江区正阳街道办事处

涪陵区
涪陵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涪陵区中心医院
涪陵区商务委员会党委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
涪陵区马鞍街道党工委
涪陵区荔枝街道望涪社区党委

渝中区
渝中区南纪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党支部
渝中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人口管理支队

党支部
渝中区朝天门街道办事处
渝中区大坪街道肖家湾社区居委会

大渡口区
大渡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大渡口区公安分局跃进村派出所
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党工委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钢堰社区党委
大渡口区八桥镇双城社区党支部

江北区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第二党支部
江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
博奥赛斯（重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北区五里店街道渝能阳光社区

党委
沙坪坝区

沙坪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沙坪坝区中医院党委
沙坪坝区公安分局人口管理支队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重庆火车西站地区管理委员会
沙坪坝区井口街道美丽阳光家园社

区党委
九龙坡区

九龙坡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二郎派出所
九龙坡区华岩镇民安华福社区党委
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办事处
九龙坡区卫生健康委机关党支部
九龙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南岸区
市第五人民医院党委
南岸区龙门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南岸区公安分局涂山派出所
重庆佰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岸区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南岸区长生桥镇桃花桥社区党委

北碚区
北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碚区公安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
北碚区道路运输管理处
北碚区蔡家岗街道两江民居公租房

大党委
北碚区天生街道奔月路社区党委
北碚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渝北区
渝北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渝北区人民医院党委
渝北区公安分局
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渝北区疫情防控党员突击应急支队

临时党委
渝北区回兴街道办事处
渝北区龙溪街道安家嘴社区居委会
渝北区双凤桥街道长翔路社区居

委会

巴南区
巴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巴南区人民医院党委
巴南区公安分局人口管理支队
巴南区界石镇党委
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海社区党委
巴南区委办公室

长寿区
长寿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长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长寿区公安局渡舟派出所
长寿区交通局
长寿区晏家街道办事处
长寿区菩提街道菩提社区党委

江津区
江津区中心医院感染病科
江津区公安局
重庆库铂科技有限公司
江津区鼎山街道党工委
江津区双福综治中心
江津区双福街道市场监管所党支部

合川区
合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合川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
合川区公安局钱塘派出所
合川区钱塘镇党委
合川区合阳城街道立石子社区居委会
合川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

永川区
永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永川区公安局凤凰湖派出所
永川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永川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永川区中山路街道党工委
永川区胜利路街道萱花路社区党委
永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
南川区

南川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川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党

总支
南川区人民医院党委
南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管

理科
南川区公安局南城派出所
南川区南城街道金佛社区居委会

綦江区
綦江区人民医院党委
綦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綦江区公安局文龙派出所
綦江区交通局
綦江区古南街道党工委
綦江区通惠街道联惠社区党总支

大足区
大足区人民医院党委
大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大足区邮亭中心卫生院
大足区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
大足区邮亭镇人民政府
大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璧山区
璧山区人民医院党委
璧山区璧泉街道党工委
璧山区丁家街道长五村党总支
璧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疫情防控

综合协调指挥部、“五复”指挥部）
璧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铜梁区
铜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铜梁区人民医院石鱼传染病区
铜梁区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
铜梁区大庙镇文兴社区党支部
铜梁区巴川初级中学校
铜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

潼南区
潼南区人民医院党委
潼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共卫生科
潼南区公安局
潼南区交通局机关党委
潼南区梓潼街道党工委
潼南区桂林街道党工委

荣昌区
荣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荣昌区人民医院
荣昌区驰援永川新冠肺炎救治医

疗队
荣昌区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
重庆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荣昌区昌元街道玉屏社区党委

开州区
开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开州区公安局
开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开州区赵家街道办事处
开州区文峰街道文峰社区党委
开州区出租车公司党支部

梁平区
梁平区人民医院感染科
梁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
梁平区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党支部
梁平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梁平区梁山街道南华社区居委会
梁平区曲水镇长榜社区党总支

武隆区
武隆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武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管

理科
武隆区人民医院感染科
武隆区交通执法支队党支部
武隆区芙蓉街道党工委
武隆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办公室
城口县

城口县卫生健康委机关党支部
城口县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城口县公安局明通派出所
城口县葛城街道党工委
城口县双河乡党委

（下转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