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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县

丰都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丰都县人民医院党委
丰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丰都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
丰都县三合街道南天湖东路社区

党委
垫江县

垫江县人民医院党委
垫江县桂溪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垫江县市政服务中心
垫江县桂阳街道新村社区党支部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忠县
忠县石宝镇党委
忠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忠县忠州街道办事处
忠县公安局石宝派出所
忠县县委宣传部

云阳县
云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云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云阳县人民医院
云阳县双江街道办事处
云阳县青龙街道滨江社区党委

奉节县
奉节县人民医院内科第一党支部
奉节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奉节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党总支
奉节县永安街道羽声社区居民委

员会
重庆环彬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巫山县
巫山县委政法委
巫山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党支部
巫山县高唐街道松峦社区党委
巫山县骡坪镇和平村党支部
巫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巫溪县
巫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巫溪县公安局
巫溪县土城镇党委
巫溪县宁河街道办事处
巫溪县柏杨街道丰益社区居委会

石柱县
石柱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

支部
石柱自治县西沱镇中心卫生院
石柱自治县公安局
石柱自治县万安街道财信城小区临

时党支部
石柱自治县冷水镇党委

秀山县
秀山自治县人民医院
秀山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

支部
秀山自治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
秀山自治县中和街道朝阳社区党

总支
秀山自治县妙泉镇妙泉居委会

酉阳县
酉阳自治县人民医院
酉阳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

支部
酉阳自治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

大队
酉阳自治县酉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酉阳自治县钟多街道玉柱社区党

支部
彭水县

彭水自治县人民医院
彭水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

支部
彭水县德济医院
彭水自治县公安局
彭水自治县汉葭街道党工委

两江新区
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渝北区天宫殿街道党工委
两江新区社会发展局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高新区
高新区白市驿镇驿都社区党委
高新区曾家镇龙桥社区党委
高新区虎溪街道党工委
高新区香炉山街道学善社区党总支

万盛经开区
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党委
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
綦江区关坝镇双坝村党委
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中央在渝和市级单位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党委
市急救医疗中心党委
市中医院医务处
市公安局警务情报信息中心信息资

源保障支队党支部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党委
市公安局机场分局东航站区派出所
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新闻中心
市畜牧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市委办公厅秘书六处
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六处党支部
市政府办公厅信息处
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党支部
重庆日报编辑部
市委政法委办公室
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党支部
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网络应急指挥中心）
市发展和改革委社会发展处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市教委体卫艺处党支部
市科学技术局社会发展科技处
市经济信息委经济运行局党支部
市经济信息委研究室
市儿童福利院党支部
市慈善捐赠服务中心

重庆市三峡监狱
市生态环境局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
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生活垃圾处置

管理科
市交通局公路管理养护处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高速

公路第四支队五大队党支部
市商务委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党支部
市商务委市场体系建设处
市文化旅游委安全应急处
市卫生健康委
市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障处
市外国机构服务处党支部
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涉外管理处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办公室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党支部
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
市信访投诉受理中心
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办公室
市人民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物流

产业处
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
重庆医疗器械质量检验中心
重庆江北机场海关党总支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永海关
重庆市通信管理局办公室（人事处）
中国民用航空重庆安全监督管理局

飞行标准处
重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五队

中央在渝和市级企业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车站
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重点产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
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党委
明德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党委
重庆机场集团党委
重庆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渝北

工厂

三、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
（180人）

万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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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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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敬东 万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党总支副书记、主任

傅山祥 万州区五桥街道香炉山社
区党总支书记

黄学清 万州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

黔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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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林（土家族） 黔江区公安局治

安支队政委
徐立勇 黔江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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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涪陵区

夏述国 涪陵区江北街道邓家村卫
生室乡村医生、助理医师

王长秀（女） 涪陵区崇义街道秋月
门社区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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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渝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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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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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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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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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世海 大渡口区人民医院主治
医师

李 瑜（女）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
党工委书记

伊远学 重庆精准医疗产业技术研
究院执行院长

江北区
何建国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党委

书记，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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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振华 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治安

支队副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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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坪坝区
余显军 沙坪坝区卫生健康委党委

委员、副主任
何盛琴（女） 沙坪坝区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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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龙坡区

林 青（女） 九龙坡区人民医院感
染科主任，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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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岸区
马文莲（女，回族）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主管护师
曾德唯 南岸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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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周彬 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情报

信息支队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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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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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琴（女） 北碚区北温泉街道作
孚路社区党委书记

渝北区
胡 容（女） 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党委书记、主任
汪洪荳（女） 渝北区人民医院护师
苏小元 渝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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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竺瑨（女） 渝北区两路街道办事

处平安办主任
巴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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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荣义 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治安
管理支队三大队大队长

余炳友 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党工委
书记

长寿区
叶俊英（女） 长寿区云集镇党委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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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纪 长寿区公安局校园安全保

卫支队四级高级警长
江津区

万 雄 江津区中心医院副主任医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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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川区
邓红丽（女） 合川区人民医院感染

科主任，主任医师
陈昱旭 合川区电子政务中心副主

任
张 淼 合川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

秩序大队教导员
永川区

邹静波 永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验科科长，副主任技师

李国俊 永川区中医院医教部主
任，副主任中医师

曾晓玲（女） 永川区朱沱镇福龙桥
社区居委会主任

胡玉华（女） 永川区人民医院呼吸
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唐卫华 永川区公安局指挥中心教
导员

南川区
杨 勇 南川区东城街道灌坝社区

党委书记
陈 林 南川区人民医院检验科，

主管检验师
杨小清（女） 南川区中医医院医务

科科长，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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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锰 綦江区三江街道双福村党
总支书记

程必忠 綦江区文龙街道市场监管
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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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 平 大足区公安局铁山派出所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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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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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世敏（女） 璧山区璧泉街道养鱼
社区综合服务专干

铜梁区
张远富 铜梁区西河镇三善村1组

原组长
王安秀（女） 铜梁区巴川街道东城

社区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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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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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潼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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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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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治平 潼南区公安局桂林派出所

一级警长
荣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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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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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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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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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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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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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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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小兵 武隆区凤山街道红豆社区

党总支书记
窦光军 武隆区公安局长坝派出所

所长
城口县

杨凤李 城口县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主治医师

黄 波 城口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
大队长

黄金应 城口县沿河乡党委委员、
政法书记、副乡长

庞文志 城口县东安镇卫生院党支
部书记、院长，主治医师

丰都县
秦亚伟 丰都县人民医院急诊医学

科主任，主治医师
潘春华 丰都县三合街道党工委书

记
孙江渝 丰都县名山街道双桂社区

党委书记
垫江县

汪 涛 垫江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
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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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锡玉（女） 垫江县桂溪街道集体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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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红（女） 忠县忠州街道香怡社

区党委书记
云阳县

秦 国 云阳县经济信息委党委委
员、副主任

黄世江 云阳县双江街道梨园社区
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董 敏（女） 云阳县人民医院重症
医学科医师

王江莲（女） 云阳县人民医院院前
急救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奉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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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一雄 奉节县公安局兴隆派出所

所长
张兴平 奉节县西部新区冒峰社区

党支部书记
巫山县

侯 旭 巫山县公安局笃坪派出所
所长

鲁 东 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农业
服务中心中级工

刘 敏（女） 巫山县人民医院感染
科护士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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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丽（女） 巫溪县宁河街道广场
社区党委副书记

石柱自治县
杨林权（土家族） 石柱自治县卫生

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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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杨 石柱自治县人民医院手足

关节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黎 星（土家族） 石柱自治县河嘴

乡富民村党支部书记
秀山自治县

龙 茵（女，回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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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兵（苗族） 秀山自治县公安局
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

杨正舟（土家族） 秀山自治县公路
事务中心建管科工作人员

酉阳自治县
黄仁富（土家族） 酉阳自治县精神

病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熊 林（土家族） 酉阳自治县公安

局特警大队副大队长
何奇民（土家族） 酉阳自治县公路

路政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彭水自治县

李孝前（苗族） 彭水自治县卫生健
康委党委书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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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云坤（苗族） 彭水自治县公安局
校园安全保卫大队教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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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心玉（女） 两江新区第二人民医

院副院长，副主任护师
谢 兰（女） 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

家桥社区党委书记
重庆高新区

李 杨（女） 高新区香炉山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申立军 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白市
驿派出所所长

吴 亚（女） 高新区西永街道永兴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万盛经开区
张怀阳 綦江区万东镇海棠社区党

委书记
刘芝伦 市公安局万盛经开区分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
李 妮（女） 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

产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中央在渝和市级单位

崔 杰 市委值班室副主任
李 历 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九处处

长
罗永攀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上游新

闻双城频道副主编
莫席成 市委政法委平安建设指导

处处长
包 晗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辅

导员
杨正华（白族） 市经济信息委总经

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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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浩 市石桥铺殡仪馆殓运科副

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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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 明 市商务委市场流通处副处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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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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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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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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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刚 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副主

任，副主任医师
毛洋西 市中医院急诊 ICU科（南

桥寺院部），护理组长，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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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毅 市急救医疗中心医务科科

长，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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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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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俊英（女） 市妇幼保健院科教科
科长，主管技师

严晓峰（女） 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
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冉江峰 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
中心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郑向鹏 市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处
一级主任科员

冉茂盛（土家族） 市卫生健康委宣
传统战处处长

范 青（女） 市政府外办领事处处
长

刘建军 市市场监管局标准化管理
处四级调研员

张华荣 重庆海关卫生检疫处处长
中央在渝和市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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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重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100个）

万州区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党委
万州区百安坝街道程家社区党委

黔江区
黔江中心医院党委
黔江区城东街道官坝社区党委

涪陵区
涪陵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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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人口管理支队

党支部
大渡口区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钢堰社区党委
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党工委

江北区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第二党支部
江北区五里店街道渝能阳光社区党委

沙坪坝区
沙坪坝区井口街道美丽阳光家园社

区党委
沙坪坝区中医院党委

九龙坡区
九龙坡区华岩镇民安华福社区党委
九龙坡区卫生健康委机关党支部

南岸区
市第五人民医院党委
南岸区长生桥镇桃花桥社区党委

北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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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渝北区
渝北区疫情防控党员突击应急支队

临时党委
渝北区人民医院党委

巴南区
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海社区党委
巴南区人民医院党委

长寿区
长寿区菩提街道菩提社区党委
长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江津区
江津区鼎山街道党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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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川区钱塘镇党委

永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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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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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綦江区
綦江区人民医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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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璧山区
璧山区人民医院党委
璧山区璧泉街道党工委

铜梁区
铜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铜梁区大庙镇文兴社区党支部

潼南区
潼南区人民医院党委
潼南区交通局机关党委

荣昌区
荣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荣昌区昌元街道玉屏社区党委

开州区
开州区出租车公司党支部
开州区文峰街道文峰社区党委

梁平区
梁平区曲水镇长榜社区党总支
梁平区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党支部

武隆区
武隆区芙蓉街道党工委
武隆区交通执法支队党支部

城口县
城口县卫生健康委机关党支部
城口县葛城街道党工委

丰都县
丰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丰都县人民医院党委

垫江县
垫江县人民医院党委
垫江县桂阳街道新村社区党支部

忠县
忠县石宝镇党委
忠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云阳县
云阳县青龙街道滨江社区党委
云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奉节县
奉节县人民医院内科第一党支部
奉节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党总支

巫山县
巫山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党支部
巫山县高唐街道松峦社区党委

巫溪县
巫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巫溪县土城镇党委

石柱自治县
石柱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

部
石柱自治县万安街道财信城小区临

时党支部
秀山自治县

秀山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秀山自治县中和街道朝阳社区党总支

酉阳自治县
酉阳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酉阳自治县钟多街道玉柱社区党支部

彭水自治县
彭水自治县汉葭街道党工委
彭水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两江新区
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渝北区天宫殿街道党工委

重庆高新区
高新区白市驿镇驿都社区党委
高新区曾家镇龙桥社区党委

万盛经开区
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党委
綦江区关坝镇双坝村党委

中央在渝和市级单位
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六处党支部
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党支部
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党支部
市教委体卫艺处党支部
市经济信息委经济运行局党支部
市公安局警务情报信息中心信息资

源保障支队党支部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党委
市儿童福利院党支部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高速

公路第四支队五大队党支部
市商务委电子商务与信息化处党支部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党委
市急救医疗中心党委
市外国机构服务处党支部
市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党支部

中央在渝和市级企业
重庆江北机场海关党总支
重庆高速集团党委
重庆机场集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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