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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斌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综合主管
李长坚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国库处会计核算科科长
杨定锋 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金融监管二处处长
王立明 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商会处一级主任科员
李 沛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职工医院院长
颜 杰 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组织人事部副主任
郑 刚 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财经一处二级主任科员
李刚华 湖南省烟草专卖局卷烟销售管理处处长
呙旺国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政务服务处二级调研员
周 嘉 湖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改革三处副处长
熊 奇 湖南省体育局机关党委副书记
聂宏卫 湖南省特教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就业办主任
曹兴洪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驻村工作队长
朱江湧 湖南省气象局机关服务中心科长
任继桃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办公室副主任
何 煌 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研组织处二级主任科员
任璀洛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地方文献研究所网络管理员
潘 颖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险业务部总经理
唐凌湘 湖南省公安厅特勤局正处级民警
张 盟 湖南红网新媒体集团有限公司记者
张树波 潇湘晨报社记者
王 琦 (土家族) 湖南省体育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马新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王青霞(女,土家族)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镜室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艾宇航 (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邓桂元 (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血管内科24病室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江海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孙 谦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检验科主管技师
刘志勇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肖湘成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内科学教研室兼内科诊断学教研

室副主任，主任医师
李湘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医学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
李春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医院感染控制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肖 舟 (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肾病内科主治医师
吴 静 (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医务部副主任，护师
胡成平 (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侯周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
潘频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唐 涛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主任医师
袁素娥 (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病科科护士长，主任护师
黄 燕 (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汪 洋 (土家族)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社会事务部副主任，

主管技师
张慧琳 (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朱威宏 (白族)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骨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先领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
邓 露 (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临床护理学教研室副主任，

副主任护师
唐建军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心脏重症专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徐 灿 (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戴 宇 (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骨科一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
肖艳超 (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脏血管重症监护室（CCU）

护士长，主管护师
罗 征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
黄谷香 (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老年医学科老年肾病专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 鸿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外科主治医师
高雪屏 (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病学科儿童精神病学

专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卫晖 (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病学科行为医学与

精神卫生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 敏(女，土家族)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检验学教研室主任，
主任技师

黄 雪 (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肿瘤科护师
卢 盛 (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感染科主管护师
赵先美 (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

主管护师
童德军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院感染控制中心主任，主治医师
贺文龙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与危急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卜平元 (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护理部妇儿片科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王知非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尹欣林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
全承炫 (土家族)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
刘作良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宗道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 艳 (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影像与核医学护理单元

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刘振国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苏红辉 (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联合病房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李成媛 (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血液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杨兵厂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急危重症学教研室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张红莲 (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烧伤整形科主管护师
罗卓琼 (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超声科主治医师
孟 婕 (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
夏妙娟 (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内科片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龚 健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
章 迪 (苗族)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检验科副主任，

副主任技师
蒋铁斌 (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血液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蔡宏坤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医管处处长
周运才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党政办副主任
朱华波 湖南省人民医院党委委员、湖南师范大学临床医学院

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李建民 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吴国雄 湖南省人民医院机关后勤第二党总支书记
梁力晖 湖南省人民医院老年二科主任，主任医师
尤 胜 (女) 湖南省人民医院产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
周 煦 湖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戴水奇 (女) 湖南省人民医院感染二科主任，主任医师
朱柏宁 (女) 湖南省人民医院感染一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田馨怡(女,土家族) 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一科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杨进权 (苗族)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湖南省生殖医学研究院）

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江志超 湖南省脑科医院医务部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 坤 湖南省脑科医院医务部副主任，主任医师
任碧琼 (女) 湖南省脑科医院医学检验中心大科主任，主任技师
宋小琴 (女，土家族) 湖南省脑科医院门诊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曾祥伯 湖南省脑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 伟 湖南省脑科医院放射科主任，主任医师
刘志中 湖南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李 奇 湖南省儿童医院宣传健教部主任
张 玉 (女) 湖南省儿童医院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黄 磊 (土家族)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

急诊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任玉钢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

主治医师
李兵娇 (女)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

主任，主任护师
黄跃龙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主任医师
刘富强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主任，主任医师
邓志红 (女)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医学会办公室主任，主任医师
蔡 亮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副科长，

副主任技师

方明礼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副科长，主管医师
田 魁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李 川 湖南省地矿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唐细良 湖南省结核病防治所所长，主任医师
费艳霞 (女) 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医务部副部长，主任护师
江远东 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科教部副部长兼心内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钟卫军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信息统计中心主任
史千山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信息统计中心副主任
何 冰 (女)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教育宣传中心

广电部部长
朱文辉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主任
陈新宇 湖南中医药大学党委委员，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朱 莹 (女)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主任医师
李 妲 (女)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
王莘智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三支部书记、风湿

免疫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朱志文 (女)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胸外科ICU护师
陈 青 (女)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毕业后医学教育

办公室主任，主任护师
华 光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
罗仕德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谢宇雯 (女)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手术室护师
陈 琼 (女)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主管护师
蒋 霞 (女)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危急重症医学科

主管护师
伍大华 (女)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脑病一科主任，

主任医师
刘 俊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主治医师
周 坚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
田芳芳 (女)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心血管二科主管护师
汤建国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湘东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黄 立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湘东医院院长助理兼医务部主任，

副主任医师
尹泽黎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湘东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周 斌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湘东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曾丽佳 (女)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湘东医院儿科门急诊护士长，主管护师
苏 华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黄华勇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护师
陈 恩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师
李 伟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务部副主任
吴 媛 (女)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师
赵 静 (女)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胸心外科护师
杨宏发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
吴小慧 (女) 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纪委书记，副主任医师
汤永红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欧 军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医务部主任，主任医师
邓立普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主任医师
胡 杨 (女)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胡 曦 (女)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感染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唐忠礼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陈文峰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蒋玉莲 (女)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管护师
赵 锐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务部主任，副主任医师
谢垚鹏 (女)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主管护师
何烈人 (女)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感办主任，副主任护师
胡 瑛 (女)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传染病

管理科科长，主管护师
张光辉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李先锋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消化内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吴传湘(女,土家族)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副主任兼全科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姚坤花(女，侗族)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管护师

唐叶芬(女，瑶族)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师
彭 兰 (女)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主管技师
苏 维 (女)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儿科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医师
何 顺 (女) 湖南旺旺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陈振浩 湖南旺旺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廖细娟 (女) 湖南旺旺医院预检分诊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王 哲 湖南旺旺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
王晔晖 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黄 果 (女) 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李志龙 长沙泰和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成 智 湖南妇女儿童医院儿科急诊主任，主任医师
王 莎 (女) 长沙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
彭长春 湖南海利常德农药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于继华 兴湘集团湖北华天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
何华丽 (女) 湖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蒋贤明 湖南华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艳平 (女)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职业

卫生科科长
宋齐国 湖南省煤业集团南阳矿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 怡 (女)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机关党委书记
袁江雅 湖南长益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晓衡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分公司流通

经营部部长
雷 斌 湖南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维稳部副部长
张 涛 (女) 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综合

管理部部长
胡红波 湖南建工七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
向才华(女，苗族) 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物业主管
帅富成 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刘爱国 湖南华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跃进物业中心主管
陈 邦 湖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爱尔眼科医院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志强 湖南省新阶联主席，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步步高

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
冯建军 北京湖南商会副会长，新华联集团高级副总裁
颜卫彬 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长、CEO
张学武 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何清华 湖南省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李艳归 湖南省工商联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湖南一力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崔 尧 中国物流冷链联合委员会副会长，绝味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全国供应链负责人
沈拥军 湖南省广西商会会长，全球桂商总会副会长，湖南省

和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文莲 (女) 湖南省女企业家商会党委书记，湘村高科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 琎 湖南省江西商会副会长，湖南恒昌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李 翼 (女) 湖南省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商会秘书长，湖南大地

同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创始人
颜 涛 北京湖南商会执行会长，金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集团总裁兼湘窖酒业总裁
李少波 湖南省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罗订坤 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 强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高级总监
王耀南 湖南大学机器人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

室主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姚红艳 (女) 湖南中医药大学校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长沙市

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长沙市委办公厅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长沙市人民政府物流与口岸办公室
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长沙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长沙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高岭建设集团党委
长沙市第三医院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沙供电分公司
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
长沙市天心区卫生健康局机关党支部
长沙市岳麓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长沙市开福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长沙市雨花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
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党工委
长沙县卫生健康局党委
浏阳市澄潭江镇洲田村党总支
宁乡市白马桥街道办事处

株洲市
株洲市渌口区卫生健康局
株洲市石峰区铜塘湾街道丁山社区居民委员会
株洲市石峰区学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株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株洲市荷塘区宋家桥街道办事处
株洲市荷塘区茨菇塘街道六〇一社区党委
株洲市天元区嵩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醴陵市来龙门街道马脑社区居委会
醴陵市卫生健康局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攸县网岭镇大瑞村党总支
攸县人民医院
株洲市芦淞区董家塅街道党工委
株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株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
株洲市中心医院党委

湘潭市
湘潭县易俗河镇人民政府
湘潭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韶山市人民医院
湘潭市雨湖区云塘街道办事处

湘潭市岳塘区卫生健康局
湖南臻和亦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金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市中心医院党委
湘潭市公安局情报信息研判支队党支部
湘乡市望春门街道东风社区居委会
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联映村党总支

衡阳市
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衡阳市中心医院
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衡阳市中医医院
衡阳市珠晖区卫生健康局
衡南县花桥镇党委
衡阳高新区华兴街道金山社区党总支
衡阳市委组织部
衡阳市委宣传部
衡阳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党支部
衡阳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南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党委
衡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邵阳市
邵阳市委办公室
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邵阳市中心医院
邵东市廉桥镇联丰村村委会
武冈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邵阳连泰鞋业有限公司
新邵县酿溪镇新阳社区居委会
邵阳市第六中学
中共邵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机关支部委员会
邵阳市公安局警令部指挥中心
绥宁县卫生健康局党委
邵阳市北塔区田江街道丰江社区党支部
隆回县委组织部机关党支部
邵阳县人民医院党委
邵阳市紧急救援志愿者协会党支部
新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岳阳市
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
华容县人民医院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公安局
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社会发展部

岳阳市云溪区人民医院
汩罗市归义镇友谊河社区居民委员会
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街道洞庭社区党总支
临湘市卫生健康局
湘阴县卫生健康局
岳阳市君山区人民医院党委
岳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南盛锦新材料有限公司党支部
岳阳市南湖新区湖滨街道办事处
岳阳市一人民医院南院
岳阳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岳阳市岳阳火车站地区综合执法支队党总支
岳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岳阳市公安局流行病学调查突击队
岳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
岳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常德市
常德市武陵区卫生健康局
常德市鼎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汉寿县第三人民医院
桃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石门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津市市公安局党委
澧县人民医院新冠肺炎救治一线临时党支部
安乡县黄山头镇党委
临澧县卫生健康局机关党委
常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
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
常德市第五人民医院
湘雅常德医院
湖南省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常德桃花源机场分公
司
常德市统一战线抗疫翻译志愿服务小分队 （常
德市留学生联谊会）

张家界市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
张家界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与技术侦察支队
广铁集团张家界车务段张家界西车站
张家界市永定区卫生健康局
张家界市永定区南庄坪街道党工委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索溪峪街道党工委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共慈利县交通运输局机关委员会
慈利县卫生健康局

桑植县公安局
桑植县龙潭坪镇三合街村党支部

益阳市
南县人民医院
益阳市朝阳街道海棠社区党总支
桃江县鸬鹚渡镇龙塘湾村党总支
安化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安化县人民医院
益阳市资阳区卫生健康局
湖南益阳康雅医院
益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
沅江市琼湖街道办事处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益阳供电分公司
益阳市赫山区赫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益阳市赫山区桃花仑街道党工委
益阳市大通湖区人民医院

郴州市
郴州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
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
郴州市北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郴州市苏仙区王仙岭街道党工委
资兴市第一人民医院
桂阳县卫生健康局
宜章县梅田镇龙村瑶族村党总支
永兴县人民医院
嘉禾县卫生健康局
临武县舜峰镇东云社区居民委员会
汝城县公安局
桂东县卫生健康局
安仁县人民医院

永州市
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永州市公安局
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永州市中心医院
永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祁阳县浯溪街道党工委
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镇永连村党总支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党总支
东安县卫生健康局
新田县卫生健康局
永州市城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江永县人民医院
蓝山县神盾科技有限公司

怀化市

怀化市委办公室
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怀化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怀化市公安局情报中心党支部
怀化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怀化市交通运输局
怀化市应急管理局
怀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怀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怀化市广播电视台
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
怀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湖南怀仁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
溆浦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怀化市鹤城区卫生健康局
怀化市鹤城区迎丰街道华峰社区党支部

娄底市
娄底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娄底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娄底市中心医院党委
娄底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党委
湖南省健缘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
娄底市娄星区黄泥塘街道办事处
娄底市娄星区长青街道甘子冲社区党支部
冷水江市卫生健康局
涟源市人民医院
涟源市就业服务中心
双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新化县人民医院
娄底市中兴液压件有限公司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肿瘤医院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看守所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汽车运输总公司161车队
吉首市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
吉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泸溪县卫生健康局
凤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花垣县卫生健康局
永顺县石堤镇党委
龙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党支部
古丈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

（下转6版）

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名单
（3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