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共 江 苏 省 委

江 苏 省 人 民 政 府

苏委 〔2020〕566号

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和先进集体的决定

(2020年11月25日)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

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疫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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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可知可控、精准防控,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

体战、阻击战,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

成果。

在这场严峻的抗疫斗争中,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

和人民重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畏艰险、冲锋在

前;广大医务工作者发扬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

义无反顾、日夜奋战;广大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

工作人员忠诚履职、坚守岗位;广大科研人员、新闻工作

者、下沉干部、志愿者、企业职工真诚奉献、不辞辛劳;广

大人民群众顾全大局、守望相助,构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

壁。他们的英勇表现和先进事迹可歌可泣、催人奋进,充分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

势,生动诠释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

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全面展现了江苏儿女国有

难、召必至、战定胜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激发

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广泛汇聚起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省委、省政府决定,授

予严晓敏等1000名同志 “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称号,授予南京市玄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等300个集体 “全

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

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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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我省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的压力依然较大,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任务艰巨繁重。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牢记总书记对江

苏提出的 “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谆谆嘱托,

以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大力弘扬伟大抗疫

精神,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

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顽强拼搏、锐意进取,为全国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江苏应有的贡献,为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加快 “强富美高”新江苏

建设而不懈奋斗。

附件:1.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名单

2.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名单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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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名单

(1000名)

南京市

严晓敏 (女) 南京鼓楼医院副主任医师

唐　健 (女) 南京鼓楼医院副主任医师

王　军 南京鼓楼医院技术党总支检验党支部书记,

主管技师

陈婧婧 (女) 南京鼓楼医院整形烧伤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施乾坤 南京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

戴　莲 (女) 南京市第一医院护理部教学护士长,主任护师

袁受涛 南京市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

易永祥 南京市第二医院 (江苏省传染病医院、南京

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院长,主任医师

张　侠 (女) 南京市第二医院 (江苏省传染病医院、南京

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副院长,主任医师

殷国平 南京市第二医院 (江苏省传染病医院、南京

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副院长,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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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艳 (女) 南京市第二医院 (江苏省传染病医院、南京

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外科科护士长、教育

处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谭俊华　　 南京脑科医院医务处主任,主任医师

李　灼 南京市儿童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周　凯 南京市儿童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宋德胤 南京市中医院主治中医师

张彦亮 南京市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程阳升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管技师

丁　洁 (女)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技师

丁松宁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传染病防制科

副主任,主管医师

魏　强 南京市急救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声声 (女) 南京市急救中心城西分站站长,主治医师

李如芝 (女) 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门诊部副护士长,

主管护师

曾凡新 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治医师

张　惠 (女)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

任,主治医师

刘　艳 (女)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

部书记,副主任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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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才金 南京市玄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

副主任技师

钱　鹏 南京市红十字医院医务科科长,主治医师

徐　洁 (女) 南京市秦淮区蓝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长,

护师

张　宁 南京市秦淮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符岱佳 南京市建邺区南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

书记、主任,主任医师

顾寒寒 (女) 南京市建邺区南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

书记、主任,副主任护师

姜　娜 (女) 南京市建邺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杨　斌 南京市鼓楼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李春红 (女) 南京市鼓楼区凤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副主任技师

王　建 南京市鼓楼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一科科

长,主管医师

李　强 南京市栖霞区医院副主任医师

周　霞 (女)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

傅万平 南京市栖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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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美琴 (女)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

支部书记,副主任护师

史宝柱 南京市雨花医院党支部书记、常务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查翔远 南京市江宁医院感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徐艳秋 (女) 南京市江宁中医院十一病区副主任,副主任

中医师

冯　智 南京市江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一科科

长,副主任医师

王　峥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

共卫生科科长,社区副主任医师

张方园 (女) 南京市浦口区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护理总带教,

护师

马大文 南京市浦口区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胡张红 (女)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护士长,

主管护师

唐绪仁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主治医师

郑　继 (女) 南京市溧水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研

究员

张立平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副主任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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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红胜 南京市高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管医师

葛林阳 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

王卫平 (女)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门街道新门口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潘　虎 南京苏宁物流有限公司区域经理

王晓鹏 南京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大型活动管理大

队中队长

王乐语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淮海路警务工作服务

站三级警长

陈　程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滨江派出所副所长

范彬彬 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一支队

枢纽组副科长

顾晓祥 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二支队

稽查组科长

陆守振 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江南公路二站副站长

李传军 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

刘奇志 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处长

陈　钢 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宣教处处长

李冰冰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七处副处长

刘　晓 南京报业传媒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时政新闻

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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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聿涛 中共南京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

室网络舆情应急管理处处长

曹亚军 南京当阳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原副经理

秦　雯 (女) 南京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

黄一新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姚丽萍 (女) 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街道山西路社区党委书记

韩小燕 (女) 南京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

方　伟 南京同力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陈　瑾 (女)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二级

调研员

苏　华 南京农副产品物流配送中心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洪　岚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文化和旅游信息中心管

理岗七级职员

秦　欢 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港澳事务处副处长

姚虹涛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大活动安全保障处处长

王鸿波 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二级调研员、

南京市人民大会堂管理处主任

陈霏菲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长芦派出所三级警长

张　伟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治安警察大队一级警长

潘　佳 (女) 南京市秦淮区红花街道春天家园社区党委书

记、主任

—9—



韩　冰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

董伟山 南京市鼓楼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

沈　耀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企业服务局局长

柏　林 (女)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孙家社区党委书记

吕　华 (女) 南京市江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副主任

齐向毅 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桥林派出所四级警长

方大山 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机动大队大队长

刘　俊 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二级警长

陈先玉 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治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无锡市

李　斌 江阴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工会主席,主任医师

周菊静 (女) 江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莫　晶 (女) 宜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

副主任医师

吴婷婷 (女) 宜兴市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赵　锐 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感染性疾病科

主任,主任医师

顾丽亚 (女) 无锡市梁溪区黄巷街道刘潭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辛　彤 (女) 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

主任,副主任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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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依峰 (女) 无锡市锡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副科

长,副主任检验师

安　华 (女)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急诊 (重症)医学科副

护士长,护师

王卫江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

支部书记、主任,副主任医师

华　庆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

主治医师

徐汉顺 无锡市滨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副书

记、主任,研究员

秦丽琴 (女) 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

主任,主管医师

宋爱玲 (女) 无锡市新吴区新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科室负责人,主任医师

过圣华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副主任医师

吴建洪 无锡经济开发区太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务科长,副主任医师

郁昊达 无锡市人民医院呼吸危重症二科主任助理,

副主任医师

胡春晓 无锡市人民医院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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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芹 (女)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主管护师

韩曙光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吴小龙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董文霞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中医师

王　亮 无锡市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赵紫榆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医务处处长,副主任医师

刘海生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主治医师

葛焕青 无锡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赵新国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结核病二科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鲁晓杰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陈妙芳 (女)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助理,主管护师

董美华 (女)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

员,主任医师

周伟杰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部主任,

主任医师

张洁烨 (女) 无锡市红十字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主任,主

管护师

许江敏 无锡市急救中心主任

周怡科 (女) 江阴市澄江街道澄康路社区党总支书记

胡　丹 江阴海关综合业务科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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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红飙 宜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蹇思宇 宜兴市公安局周铁派出所四级警长

陆激华 (女) 无锡市梁溪区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

华俊洪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水利农机服务站工作人员

张春英 (女) 无锡市滨湖区蠡园街道隐秀苑社区居委会主任

李千一 (女) 无锡高新区总部经济发展中心总部招商科科长

朱吉轶 无锡市公安局无锡经济开发区分局副分局长

谢寿坤 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毛勤勇 无锡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副书记

唐雯虹 (女) 无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四级调研员

徐　凯 无锡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工会副主席

杨明洁 (女) 无锡日报报业集团健康融媒事业部副主任

成　军 苏南硕放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丁晓芸 (女) 无锡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处长

高　波 无锡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拘留所二级警长

浦　键 中共无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无锡市监察委

员会第二监督检查室副主任

陈明辉 无锡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汪圣强 江苏国际卫生旅行保健中心无锡分中心保健

中心主任

鲍　静 (女) 无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运行监测协调处处长

许晓峰 无锡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副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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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

石　磊 (女) 丰县凤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副主

任医师

李瑞芳 (女) 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副主任

技师

张　建 丰县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主治医师

徐鑫梅 (女) 丰县人民医院眼口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刘姗姗 (女) 沛县嘉华医院护理部干事,主管护师

燕晓愿 沛县急救医疗中心主任,主治医师

朱红辉 沛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春光 睢宁县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

沈　宇 (女) 睢宁县中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师

朱　敏 (女) 睢宁县王集镇中心卫生院内科护士长,主管

护师

孙华北 邳州市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陈　雷 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魏红梅 (女) 邳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副主任护师

骆新莉 (女) 新沂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医师

秦玉杰 新沂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与寄生虫病

防治科科长,主治医师

—41—



乔汉连 新沂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主治

中医师

晁　奎 新沂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伊艳敏 (女) 徐州市铜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

副主任技师

孟　健 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中心卫生院内科主任,

社区主任医师

高　超 徐州市铜山区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主任医师

杨建亮 徐州市鼓楼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疾

病预控制中心主任,主管医师

尹建廷 徐州市鼓楼区九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

书记,副主任医师

陆化勇 徐州市云龙区东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

书记、主任,医师

李学锋 徐州市云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副科

长,主管检验师

张列峰 徐州市泉山区泉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主治医师

周　毅 徐州市泉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副主

任医师

王久胜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

主任医师

—51—



李　辉 徐州市贾汪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

贾才根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公共卫生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杨卫东 徐州仁慈医院主管护师

沈　鹏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

任医师

施　海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二病区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李　赞 徐州市肿瘤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路　雯 (女) 徐州市中心医院心内二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魏　翠 (女) 徐州市中心医院儿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井　权 (女) 徐州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

王　辉 (女)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护师

朱俊岭 徐州市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伏蜜蜜 (女) 徐州市康复医院主管护师

张洪永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医师

王春颖 (女)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闫家微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副主任技师

常桂秋 (女) 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助理,主任医师

毕　俊 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科科长,副主

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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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培培 (女) 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献血服务科副科长,

主管检验师

杨　锐 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张　亮 沛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章良志 沛县公安局五段派出所原辅警

张　启 睢宁县睢城街道办事处政法委员、武装部长

高念龙 睢宁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徐善军 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朱　振 邳州市公安局警务保障室主任

高行明 新沂市公安局看守所所长

王　东 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周书珍 (女) 徐州市铜山区铜山街道办事处无名山社区居

民委会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郭开芬 (女)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金云女 (女) 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　燕 (女)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钟义盟 徐州市贾汪区青山泉镇花庄村村民委员会党

总支书记

王文化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朱庆武 中共徐州市委办公室综合五处处长

苏　北 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

张慧通 徐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教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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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勇 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和物资储备处处长

李　清 徐州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王　璐 (女) 徐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运行监测协调处副处长

司元羽 徐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三堡公安检查站原指导员

黄　霖 (女) 徐州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

姚行平 徐州市城市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冀春祥 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机关党委书记

周　伟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胡传峰 徐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

俞　军 徐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调研员

孙劲松 徐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处长

魏哲辉 徐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

常州市

卢同波 常州市德安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刘　宁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周曙俊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杨　乐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科长,主治

中医师

陆炜青 常州市中医医院感染管理科副科长、肺病科

副主任,主任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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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华 (女)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副主任,主任技师

张　勇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庄涛静 (女)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

王志骏 常州市儿童医院护师

孙　骐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副

主任中医师

陈　聪 (女) 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制所

副所长,副主任医师

沈亚正 常州市医疗急救中心医务科副科长,主治医师

朱小华 溧阳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杨　洁 溧阳市中医医院医务科科长,主治医师

丁东亮 常州市金坛区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吕云磊 常州市金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黄建伟 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赵学成 常州市武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

防制科副科长,主管医师

蒋　锋 常州市新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管美娟 (女)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人民医院神经内分泌科护

士长,社区副主任护师

言文杰 常州市天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预防控

制科科长,主管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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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金大 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

支部书记、主任,主管医师

陆春明 常州市钟楼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副科

长,主管技师

马卫芬 (女) 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卫生院副院长,社区副

主任护师

张中华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卫生院院长,主任医师

许建峰 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卫生院社区副主任医师

莫千仁 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七处处长

姚文萍 (女) 常州市价格认定中心四级调研员

徐震乾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

副大队长

李　庆 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陈全林 常州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七级职员

姚　辉 常州市卫生监督所党总支书记、所长

任夷芳 (女) 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与消费环境监督

管理处处长

徐步青 常州市市级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

谭梦霞 (女) 常州广播电视台记者

魏春飞 溧阳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

韩寅飞 江苏省金坛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委

员、纪工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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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建中 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庄亚娟 (女)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永定社区居民委员会党

总支书记、主任

钱维力 武进区湟里镇敬老院院长

邹　立 常州市新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

长、综合督察中队中队长

刘燕萍 (女) 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法制督察大队大队长

李　强 常州市天宁区雕庄街道采菱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民委员会主任,采菱社区民兵连指导员

何海平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王旭锋 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苏州市

丁　政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医务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钱文霞 (女)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主任医师

王群刚 张家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

任,副主任医师

陈　波 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成翠娥 (女) 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大内科副主任、内镜中

心主任,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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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元 常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段光军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治疗组长,主

任医师

谢　丹 昆山市中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文明 昆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陆妹娟 (女)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副研究员、主治医师

秦　霞 (女)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袁　华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周锦桃 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陆　兵 太仓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副主任中医师

胡春江 太仓市沙溪镇直塘卫生院院长,社区副主任医师

李　莉 (女) 苏州市第九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章梅妹 (女) 江苏盛泽医院呼吸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郑江南 苏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

袁志萍 (女) 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刘　涛 苏州市吴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孙春意 苏州市吴中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

申井强 苏州市相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

防制科科员,主管医师

范　骏 苏州市相城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院感科科

长,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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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华 苏州市相城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社区副

主任医师

周伟华 苏州市姑苏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

主任,主管医师

高瑜璋 苏州市姑苏区社区卫生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

主任,助理研究员

吴勤芳 苏州市姑苏区吴门桥街道南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主管技师

麦　峰 苏州工业园区疾病防治中心传染性疾病预防

控制科科长,主管医师

翟　静 (女) 苏州工业园区疾病防治中心传染性疾病预防

控制科副科长,医师

沈海林 苏州九龙医院放射科主任,主任医师

巢为农 苏州工业园区医疗卫生管理中心、苏州工业

园区金鸡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主任

医师

鲍　磊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郭　锋 苏州高新区 (虎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

主任,副主任医师

潘淑波 (女) 苏州科技城医院副主任医师

刘国华 苏州市立医院呼吸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张骏骥 苏州市立医院感染管理处处长,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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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珣 苏州市立医院 (北区)副主任医师

蔡丽梅 (女) 苏州市中医医院感染管理科科长,副主任

护师

沈兴华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急诊ICU
科主任,主任医师

鞠慧敏 (女)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ICU 副护士长,主管

护师

徐俊驰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检验中心副主任,副主

任技师

杜向东 苏州市广济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沈　强 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科长,

主管技师

陈立凌 (女) 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科副科

长,主任医师

陈学良 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杀与媒介生物防

制科科长,主管医师

王明元 苏州市中心血站党委委员、副站长,主任

技师

林　岐 苏州市急救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王　亮 苏州市急救中心急救科副科长,主治医师

张俊红 (女)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

高级病房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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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敏骅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科主任、大内科

副主任,主任医师

赵建军 张家港市杨舍镇农联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

任、经济合作社社长

陈志勇 张家港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金港中队指导员

杜锁军 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徐　鹏 常熟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

徐建明 常熟市虞山街道湖中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

陆孙磊 常熟市客货运输配载管理所副所长

钱景霞 (女) 昆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秦珊珊 (女) 昆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姚伟宏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人武部部长

胡　昊 太仓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

陈　艇 太仓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太仓

市邮政业管理局局长

徐向明 太仓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太仓市社会综合治

理联动中心主任

金　良 苏州市吴江区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钟梁威 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李政顷 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副指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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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兰 (女) 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副中队长

徐春红 (女) 苏州市吴中区港口管理处党支部书记、财务

科科长

潘苏平 苏州市相城区政府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薄建生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娄北社区党委书记、

经济合作社社长

侯丽萍 (女) 姑苏区、保护区山塘历史文化片区管理办公

室主任、党委书记,虎丘街道党工委书记、

办事处主任

石佳恺 苏州市姑苏区党政办公室对外交流处副处长

李国庆 苏州市公安局苏州工业园区分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

王章辉 苏州市公安局苏州工业园区分局出入境管理

大队副大队长

姚　琴 (女) 苏州工业园区湖西社区工作委员会社会事务

办副主任

许　鹏 苏州蓝天救援队原队员

王建军 苏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浒墅关经济技术开

发区派出所一级警长

李　静 (女) 苏州日报报业集团记者

缪文学 中共苏州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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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波 中共苏州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宣传处处长

孙　洪 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陈沁浩 苏州市公安局大数据建设应用支队支队长

龚　健 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副支队长

董闻宇 (女)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运输处处长

刘日记 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处处长

李文辉 苏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南通市

吕书军 海安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杨小健 (女) 海安市人民医院隔离观察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

崔一峰 海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副主

任技师

朱银圣 如皋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副主任医师

吕　军 如皋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工会主

席,主任中医师

黄彩华 (女) 如皋市如城街道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

部书记、主任,副主任医师

沙留强 如皋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主管医师

黄智勇 如皋市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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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朝晖 如东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助理,副主

任医师

管晓盈 (女) 如东县中医院护师

夏建华 如东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郁智慧 启东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季冬华 启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副科长,主

管技师

喻　鹏 南通市崇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

张俭华 南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小琴 (女) 南通市崇川区陈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副主任医师

胡建华 南通市崇川区狼山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办公室副主任,主治医师

张海峰 南通市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与

卫生消杀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成　炜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邢清建 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主治医师

朱燕飞 (女) 南通市通州区先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管护师

徐爱东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质管办

主任,主任医师

胡　飞 南通市海门区中医院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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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春华 南通市海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

主管技师

曹兴建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主任技师

陈金亮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副主任医师

杨　敏 (女) 南通市中医院主管护师

韩旭东 南通市传染病防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黄利民 南通市第一老年病医院党总支副书记、院长,

医师

曹　忠 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

主任医师

凌　剑 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郭　峰 海安市交通运输局职员

王汉文 海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曲塘中队二级警长

张　勇 如皋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葛　军 如皋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丛爱民 如东县公安局栟茶派出所所长

陆健泉 启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张海涛 启东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吕四港镇中心派出所

所长

王振宇 启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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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敏敏 (女) 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

秦晓军 南通市崇川区幸福街道秦西社区总支部委员

会书记、经济合作社社长

葛伟峰 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王美云 (女)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平西村党总支书记

成东波 南通 市 海 门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党 组 书 记、

主任

东苏闽 南通市海门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城区交通

警察中队副中队长

邵　平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党组书记、

局长

叶天竹 江苏南通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政法和社会事

业局局长

葛　军 南通市公安局通州湾示范区分局四级警长

殷乐乐 (女) 南通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市

综合电子监察中心主任

成继唐 中共南通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

室副主任

徐建文 南通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副局长

周金峰 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副主任、房

屋征收管理处副处长

丁国宁 南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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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猛 南通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党组成员、市委

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崔晓勇 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连云港市

李小民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李春华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主

任医师

杨　晋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副主任技师

刘　宁 连云港市中医院主治医师

顾遵才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张哲雄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主管技师

葛长江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唐新仿 (女)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章以法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王珊珊 (女)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顾青青 (女)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许　雷 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赵　兴 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制

科副科长,主管医师

杨焕森 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副科长,

主管检验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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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东 连云港市红十字中心血站科主任,副主任技师

李　松 连云港市急救中心急救医生,主治医师

吴显峰 连云港市急救中心急救医生,主治医师

刘　舒 (女) 东海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副主任

护师

马士化 (女) 灌云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支部书记、主任,

副主任医师

张春兰 (女) 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主管护师

万延峦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副主任中医师

李振涛 连云港市海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支部书记、

主任,主任医师

靳亚玲 (女) 连云港市连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

长,副主任技师

赵化强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猴嘴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赵　成 连云港徐圩新区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陈玉伦 (女) 连云港市社会福利中心社会福利院主任,主

管护师

傅　利 (女) 连云港市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社会事业服务中

心科员,主管医师

郝大宝 东海县双店镇党委委员、三铺村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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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加云 (女) 灌云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孙　伯 灌南县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县运输管理所

所长

宫　平 (女)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孙志先 连云港市海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科科长、

综合监督科科长

吴　铭 连云港市海州区花果山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

惠志江 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

王轶洲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朝阳街道办事处党工

委委员、人民武装部部长

安军伟 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 (连云港徐圩新

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主任

王统欐 连云港市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社会

事业局局长

马　东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王　晓 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处处长

王一兵 连云港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王　磊 连云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市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

范圣成 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处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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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　睿 连云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运行监测协调处

科员

丁淑强 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

马兆德 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专业市场规范发展

处处长

淮安市

杨再春 淮安市清江浦区钵池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

主任医师

沈　辉 淮安市清江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

长,副主任技师

管志锋 淮安市清江浦区和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

部书记、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　芳 (女) 淮安市淮阴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医师

葛红庭 (女) 淮安市淮阴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郑岩松 淮安市淮阴区淮高镇玉尧村卫生室室长

骆兴东 淮安市淮安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陶光荣 淮安市淮安医院感染科主任,主治医师

蔡元兰 (女) 淮安市淮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

防治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马士江 淮安市楚州中医院脑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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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栋 淮安市洪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副主

任医师

张　鑫 淮安市洪泽区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主治

医师

朱发勇 盱眙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主治医师

唐胜文 金湖县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左扬松 涟水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呼吸科主

任,主任医师

徐礼白 (女) 涟水县中医院护士长,护师

席巧琴 (女)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马厂卫生院护士长,

主管护师

孙权昌 淮安工业园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主治中

医师

谈　进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

尚福泰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丁宗励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慧东 淮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性体检科副科

长,主管技师

苏　琦 淮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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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飙 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主任

医师

张尔康 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方　仁 淮安市急救中心分站管理科科长,主任医师

卞海荣 (女) 淮安市清江浦区长西街道人民路社区党委书记

张淮扬 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党委委员、治安警察

大队大队长

崔步银 中共淮安市淮安区委副书记

王海浪 淮安市淮安区石塘镇党委书记

韩家宝 淮安市淮安区淮城街道瞻岱社区党总支书记

胡国兵 盱眙县公安局盱城派出所一级警长

李晓冬 金湖县公安局党委委员

汪正军 涟水县涟城街道城东社区党总支书记

张　洪 淮安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党委书记、

局长

刘　磊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钵池街道机场社区村民

小组组长

赵洪正 淮安 生 态 文 旅 区 福 地 路 办 事 处 党 委 书 记、

主任

汤　劼 淮安生态文旅区公共事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张建闯 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大运河办主任

唐卫东 淮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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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贵雷 淮安市公安局八支队五大队大队长

夏迎春 淮安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杨佳宁 (女) 淮安市国际交流中心翻译

吴云生 淮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

林　松 淮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

盐城市

嵇友林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

任医师

姜晓雯 (女)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科技处处长、医务处副

处长,主管病案技师

王　军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

医师

邹　磊 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综合感染科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王晓倩 (女) 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综合感染科护士长,主

管护师

崔国静 (女) 盐城市中医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陈国清 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科长,

助理研究员

金　平 盐城市妇幼保健院门诊部、急诊科主任,主

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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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伟华 盐城市急救医疗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主

任医师

杨昌林 东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

主任医师

周晓祥 东台市中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副主任医师

宣世海 东台市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副主任技师

蔡春祥 建湖县卫生应急办公室副主任,社区副主任

技师

刘广柏 建湖县人民医院医务部院感管理科副科长,

主治医师

陆永安 射阳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韦广水 射阳县兴桥镇卫生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费　文 阜宁县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治医师

邹　华 阜宁县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梁从凯 阜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顾善坤 滨海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主任医师

姚广明 滨海县东坎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王洪华 响水县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吴　军 响水县中医院党总支书记、院长,主治医师

柏正群 盐城市大丰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

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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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恒奎 盐城市大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

主任,主治医师

葛书杨 盐城市大丰区大桥中心卫生院主治医师

张亚军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张国培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

医师

陈万庚 盐城市盐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

任医师

张红洋 盐城市盐都区学富镇卫生院副院长,主管

药师

邵玉梅 (女) 盐城市亭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

主任,副主任护师

徐敬东 盐城市亭湖区新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主治医师

卞彤甫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步凤中心卫生院院长,

社区主任医师

王　元 江苏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伍佑中心卫

生院院长,社区主任医师

崔　海 东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孙振宏 建湖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王泽民 射阳县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邮政管理局副

局长、地方海事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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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强 阜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科员

陈　哲 滨海县人民政府东坎街道办事处统计科员

严开山 响水县陈家港镇合心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张　辉 盐城市大丰区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

刘　军 盐城市盐都区公安局副局长

董志梅 (女) 盐城市亭湖区大洋街道海悦社区党总支书记

蔡　静 (女) 盐城市东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陈　明 江苏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务管

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裴　迅 中共盐城市委办公室 《盐城工作》编辑部副

主任

吕正怿 中共盐城市委宣传部对外传播交流与新闻发

布处处长

张　波 盐城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周振宇 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七处处长

陈　锋 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处处长

丁才林 江苏省盐城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戈　群 盐城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

吴奇静 盐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消费品工业处处长

吴柏林 盐城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王启俊 盐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治安卡口大队开

发区中队中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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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晔 盐城市劳动就业中心农村劳动力管理科科长

李武生 盐城市运输管理处安全科负责人

王伯高 盐城市农业农村局兽医与屠宰管理处处长

杨金富 盐城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

丁玉梅 (女) 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

顾　洋 (女) 盐城市国际交流中心综合部副部长

树长春 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械监督管理处处长

蒋　伟 中华人民共和国盐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检

查员

陈明明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新长车务段盐

城站副站长

庄保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盐城海关党委书记、关长

扬州市

徐道亮 苏北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闵凌峰 苏北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窦英茹 (女) 苏北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管理科主任,主任

护师

林　华 苏北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赵　耘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工会主席,主任医师

陈银松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肺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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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艳霞 (女)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综合传染科护士长,副

主任护师

陆启立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陈　静 (女) 扬州市中医院肺病科主任助理,主治中医师

王　冬 扬州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

徐巧芳 (女)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周　信 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主

任,检验师

罗直智 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制科

副科长,副主任医师

王　艳 (女) 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副科长,副

主任技师

朱道建 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

项　鹏 扬州市急救中心主治医师

顾惠雯 (女) 扬州市急救中心护师

陈志勇 宝应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副书记、主

任,主任医师

丁　浩 宝应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罗富银 高邮市人民医院副主任技师

王红梅 (女) 高邮市中医医院副护士长,主管护师

杨　明 仪征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主任中医师

朱玉柱 仪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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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礼月 (女) 扬州市邗江区方巷中心卫生院护士

王曙光 扬州市邗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

副主任技师

陈齐红 扬州市江都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

医师

朱锡广 扬州市江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副书

记、主任,副主任医师

吴红祥 扬州市广陵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管

检验师

施海燕 (女) 扬州市广陵区沙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教科

长,副主任医师

赵倩倩 (女) 扬州市广陵区汤汪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公

室主任兼护理部主任,护师

吴　杰 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八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医教科长,执业助理医师

沈连平 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梅岭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士

邬建萍 (女)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泰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治医师

王　萌 宝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刘晓琳 (女) 高邮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违法受理中心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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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定华 高邮市高邮镇武安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

主任

赵建芳 (女) 仪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霍晓丹 (女) 仪征市真州镇弘桥社区党总支书记

刘兴兵 扬州市江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郑富明 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交警大队大队长

刘德宝 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党委统战委员、沿湖村

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郭　鹏 扬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巡特警大

队副大队长

申圣玺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管理委员会社会事业局

局长

禹　吉 扬州市公安局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

副局长

丁　云 (女) 扬州报业传媒集团健康融媒中心总监

花坤章 扬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和物资储备处

处长

梁明鑫 扬州市正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倪文连 扬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

赵　伟 扬州市看守所管教二大队大队长

张　恺 扬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四级警长

刘爱萍 (女) 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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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万健 扬州市地方海事局局长助理、城区地方海事

处处长

周登昌 扬州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运营与消费促进

处副处长

阚大春 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处处长

张　军 江苏省扬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旅游

出租分公司经理

镇江市

刘　竞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冯丽萍 (女)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胸外科护士长,副主

任护师

阳　韬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

许应坤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

任医师

赵　婷 (女)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二科护士长,副主

任护师

吴翠松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一科主任,主任医师

吴锦平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CT科主任,主治医师

宋继东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医师

袁晨琳 (女) 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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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镇镇 镇江市中医院医务科干事,主管检验技师

杨　斌 镇江市口腔医院种植修复科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

伏竟松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区分院手术室护士长,

护师

袁兆虎 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科

科长,主任医师

徐　虹 (女) 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主任

技师

纪宏革 镇江市中心血站体检采血成分科主任,副主

任技师

吴　敏 (女) 镇江市急救中心调度科科长,主治医师

王志坚 丹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支部书记、中心主

任,副主任医师

秦　娇 (女) 句容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主管护师

孔凡荣 扬中市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传染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凌　蓉 (女)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医院呼吸科护士

章　伟 镇江市京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

副主任,主管医师

严伟云 镇江市润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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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峰 镇江市瑞康医院急诊、大内科主任,副主任

医师

张加强 镇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和物资储备处

处长

陆炳西 镇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常　正 镇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一中

队四级警长

邱永忠 镇江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

陈　宏 (女) 镇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

童松强 镇江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礼宾新闻处处长

王　露 (女) 镇江报业传媒集团记者

毛　峰 丹阳市云阳交通运输综合管理所所长

朱文霞 (女) 丹阳市云阳街道丹金人家社区筹建负责人

裔玉诚 句容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

陈　松 句容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运输管理处处长

孙　军 扬中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王兴文 江苏蓝圈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永婷 (女) 镇江市京口区象山街道长江社区党总支书记

吴润宇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区外

事办公室主任

沈　诚 镇江新区丁卯街道谷阳社区居民委员会党委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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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凯 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七里社区委员会党委

书记

泰州市

叶纪录 泰州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吴　健 泰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施　娟 (女) 泰州市人民医院主管护师

段国华 泰州市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

蒋　莹 (女) 泰州市中医院主管技师

张　翔 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蒋云宇 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技师

戴文军 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

蔡宇辉 靖江市西来镇西来中心卫生院副主任医师

钱卫娟 (女) 靖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范　敏 泰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

徐　建 泰兴市姚王镇十里甸卫生院医师

娄　鸿 兴化市第三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孙荣贵 兴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朱安华 (女) 兴化市人民医院副主任护师

李红顺 兴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

汪　羽 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成　栋 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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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桂珠 (女) 泰州市海陵区城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护师

许艳明 泰州市姜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

主任

马正坤 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主管技师

杨　泉 泰州市姜堰中医院副主任医师

祁　勇 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副主任医师

李文森 泰州市卫生监督所科长

杨建国 泰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江义舟 泰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全冬明 泰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沈　慧 (女) 泰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治理处处长

毛正球 泰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迎迎 (女) 泰州市教育局办公室一级科员

谢　荣 (女) 泰州报业传媒集团市 (区)新闻部副主任

祝　光 泰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顾　亚 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高振兴 泰州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

杨任飞 靖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外事工作科科长

季凤芬 (女) 靖江市靖城街道双港路社区党委副书记、居

民委员会主任

李晓静 泰兴市济川街道祥泰社区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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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帅 泰兴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副中队长

丁春华 兴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从德 兴化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治委员

刘一权 泰州泰宇医用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竹山 泰州市高港区口岸街道引江社区党总支书记

金　峰 泰州 市 姜 堰 区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党 组 书 记、

局长

单平宏 泰州市姜堰区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局长

刘中华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

技术总监

宿迁市

曹主凤 (女)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

护师

杨茗岚 (女)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医学中心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尹　蒙 (女)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护师

陈晓军 宿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刁保平 宿迁市传染病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卫生

管理研究员

王　娟 (女) 沭阳仁慈医院护士长,主管护师

夏晓芳 (女) 沭阳铭和医院护士长,主管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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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成 沭阳县卫生健康局党委委员、县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主任医师

张兆勤 沭阳县中心医院门诊部主任,主任医师

任　静 (女) 泗阳县人民医院护士,护师

颜怀安 泗阳县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司法鉴定所所

长,主任医师

刘晓庆 (女) 泗阳县中医院党委委员、护理部主任,主管

护师

刘　伯 泗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柏付英 (女) 泗洪县城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主管护师

臧雨晴 (女) 泗洪县分金亭医院有限公司护理部主任助理、

护士长,主管护师

裴昌奋 泗洪县归仁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副主任技师

史　波 宿迁市中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副主任中医师

王宝龙 宿迁市宿豫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

治医师

杨　威 宿迁市宿豫区大兴镇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主任,主管医师

刘　扬 宿迁市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副主

任医师

陈　勇 宿迁市宿城区龙河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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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莹 (女)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王　建 宿迁市宿城区双庄街道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主任

刘仰刚 宿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宿

迁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张少明 宿迁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

杨　帆 (女) 宿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处处长

范以环 沭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殷海军 沭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综合三科科长

董新龙 泗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四科科长

沃恒东 泗阳县众兴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主任

於　亮 泗阳县王集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总工会主席

易　冰 (女) 泗洪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红十字会会长

陈海清 泗洪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

晁先红 (女) 宿迁市宿豫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王玉斌 宿迁市公安局宿豫分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

谢屿峰 宿迁市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综合

协调科科长

朱其剑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局长

王益军 宿迁市湖滨新区管理委员会四级调研员

姬肖肖 (女) 宿迁市苏州宿迁工业园区社区工作委员会明

日社区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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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耀 宿迁市洋河新区社会事业局卫计科科长

省直部门、单位

张　群 (女) 江苏省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王永红 (女) 江苏省人民医院总务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董　莉 (女) 江苏省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陈　倩 (女) 江苏省人民医院内镜中心主管护师

左祥荣 江苏省人民医院ICU副主任,主任医师

李金海 江苏省人民医院ICU副主任医师

姚　欣 江苏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张　萍 (女) 江苏省人民医院ICU主任医师

齐　栩 江苏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褚敏娟 (女) 江苏省人民医院ICU主管护师

刘　辉 (女) 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ICU副主任护师

李　军 (女) 江苏省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劲松 江苏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曹　权 江苏省人民医院ICU主任,主任医师

宋　瑾 (女) 江苏省人民医院护理部护理感控科科长,主

任护师

王　醒 江苏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 (ICU)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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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肇庆 江苏省中医院中医流派及温病研究所所长,

主任中医师

周贤梅 (女) 江苏省中医院大内科主任、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王　谦 江苏省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朱　玲 (女) 江苏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 (ICU)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王中秋 江苏省中医院医技片主任、放射科主任,主

任医师

朱凤才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徐　燕 (女)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

任,主任医师

胡建利 (女)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制所

副所长,副主任医师

王　嵬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

制所,副主任技师

徐金水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业务管理办公

室主任,副主任医师

葛以跃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微生物研究所

副所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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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连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所党支

部书记,副主任医师

周玉平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信息所所

长,副研究员

徐　剑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医务部主任,主治医师

蔡崔春 (女)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李　霞 (女)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ICU主管护师

姜　斐 (女) 江苏省肿瘤医院ICU主管护师

哈维超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

长,研究员

王冬梅 (女)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院感染管理办

公室主任,副研究员

高　燕 (女)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管护师

薛　娴 (女)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学遗传科实习

研究员

刘克琴 (女)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务处主任,

主任医师

邵龙刚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中

医师

成　威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ICU护师

吴卫娟 (女)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十三病区护士长,副

主任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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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月香 (女)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普外科护士长,主管

护师

朱云鸿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

医师

胡星星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

南部院区急诊科和感染科主任

陈　浩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黄建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陈祖涛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

王　俊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华　菲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创建发展办公室副主

任,副主任医师

陈　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主任医师

王　艳 (女)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病科ICU 主管

护师

柏振江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顾　俊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助理、南通市通

州区家纺城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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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彬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主任

医师

邹莉莉 (女)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管护师

金培生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

长,主任医师

张　娟 (女)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呼吸ICU 副护士长,

主管护师

刘平莉 (女)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医师

卜　林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滕艳秋 (女)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护士

长,主管护师

李世宝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师

谢剑锋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助理,

副主任医师

吴国球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检验科主任,副主任技师

陆　远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

马　璐 (女)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

贾　凌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副主任医师

邵旦兵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急诊科主任,副

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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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婧婧 (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主管护师

陈吉祥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主任

医师

孙志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ICU主治医师

张德厚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ICU副主任,主任医师

梅　琼 (女)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ICU主管护师

刘　强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师

郑庆斌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雎胜勇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应急办主任,助理研究员

高　变 (女) 江苏省新康监狱四监区 (病区)监区长,副

主任医师

赵明亮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五处副处长

丁　元 (女) 江苏省公安厅治安总队人口管理支队副支队长

陆　胜 江苏省商务厅机关服务中心七级职员

曹培培 (女) 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务审计处三级主

任科员

王昊昀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副处长

朱春燕 (女)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法规处处长

姜　仑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

顾寿永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处处长

何　青 (女)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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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宁海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离退休干部处处长

何新羊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崔　林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处

副处长

邵淑滨 (女)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医政处副处长

赵莉萍 (女)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医政处四级调

研员

吴苏凌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处一级主任科员

李　速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一级主任

科员

陈春年 江苏省卫生监督所纪委书记、党委委员

　 　
殷国祥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运输管理局副局长

乔锦林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孟令达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财务处三级主任科员

程　晗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政策研究室一级主任科员

张武卫 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综合处

安全应急办公室副主任

杜祥永 江苏省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徐盐支队

第四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

史国刚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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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致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安全运

行科科长

瞿丽明 京杭运河江苏省邵伯航道管理站扬州航政管

理大队副大队长

李明忠 江苏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交通治

安管理支队副支队长

刘　宝 江苏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农村交通管理支

队副科长

孙　超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处二级

主任科员

刘少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关所属镇江海关运输

工具监管科一级主办

王志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副处长

刘章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泰州海事局四级主任科员

孟维宽 中国民用航空江苏安全监督管理局运输处处长

张　斌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无锡站办公室

主任

赵剑武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新长车务段办

公室主任

李小军 南京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副支队长

张　浩 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调度

(应急)指挥中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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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斌兵 江苏宁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

刘　军 江苏连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京台党总支副书

记、彭城收费站站长

尹运文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应急救援部主任、副书记,

主治医师

杨　勇 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机场地面交通运

行管理部驾驶员

王　俊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部长

刘　毅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南京邮区中心

局驾驶员

张　瑶 (女) 江苏苏宁物流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服务部部长

程学仨 长江引航中心主任兼党委副书记

陆君华 苏州港张家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港盛分公司

党总支书记、总经理

　 　
程　佳 (女)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马　克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

吴长宏 江苏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综合督查处一级

主任科员

陈　曦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局局长

王卫东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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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世伟 江苏省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一级主任

科员

钱根清 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领事处处长

葛　均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处职卫生健康监察

专员

翟飞飞 江苏省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科长

张　磊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关风险防控分局科长

王林汝 江苏省互联网行业管理服务中心专业技术岗

九级职员

孙振凯 中国民用航空江苏安全监督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

郭成祥 江苏省公安厅法制总队三级警长

钟　原 江苏省公安厅警务督察总队现场督察科科长

刘文勇 江苏省公安厅警务保障部科长

刘爱峰 江苏省公安厅政治部实战训练办公室科长

甘兆光 江苏省公安厅办公室网站管理科科长

季明星 江苏省公安厅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公安局场区

派出所教导员

金汝容 (女) 江苏省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副科长

徐　勇 江苏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科长

唐　潮 江苏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海防支队副科长

刘祥万 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二级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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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璇 (女)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二级

主任科员

陈甜甜 (女)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杨意成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蒋泽敏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渔业处一级主任科员

费新东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副处长

　 　
杜国平 东南大学校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孙启迪 (女)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新闻

科科长

李国兵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质量控制处处长

杨　艳 (女)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分团委书记兼学工办主任

马　俊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海外教育学院学生工

作办公室主任

张海玉 (女) 南京理工大学校团委副书记、电光学院专职

辅导员

陈　云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轨道交通学院团委书记

赵德民 江苏大学安全保卫处副处长

王瑞成 苏州大学保卫处治安科科长

金泉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陈　苏 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学院副院长

王风贺 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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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智勇 南京审计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林　刚 扬州大学党委委员、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

学生工作处处长

盛　军 江苏省公安厅单位内部安全保卫总队大学安

全保卫支队支队长

张　兵 江苏省卫生监督所传染病防治监督处处长

罗　伟 江苏省教育厅机关服务中心综合管理科科长

　 　
王　旭 中共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江苏省监察委

员会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朱　俊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机关党委一级主任

科员

夏　欢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杨松林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综合规划处二级主任

科员

冷　眉 (女) 江苏省商务厅开发区处三级主任科员

何　峰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区域创新处三级主任科员

王祉凯 江苏省劳动就业管理中心一级科员

高　岚 (女) 江苏省公安厅单位内部安全保卫总队二级高

级警长

陆振宇 江苏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综合处

三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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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战 江苏省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一级主

任科员

孙宝林 中石化华东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江苏钻井公司

泰国项目部党支部书记、经理

　 　
甘正新 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王　虎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贸易处三级主

任科员

岳学峰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一级主

任科员

黄　震 江苏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医疗卫生科科长

陈　钊 江苏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一级主任科员

沈渡洋 江苏省商务厅驻德国经贸代表

束一平 (女)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

制度处处长

秦　黎 江苏省医疗器械检验所物理性能检验室主任

闻　燕 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苏州检查分局三级主

任科员

陶关水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副处长

耿　圆 江苏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务监

管处一级主任科员

廖　彦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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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中亚 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兼医院业务一

部经理

季　明 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刑务劳动管理处一级主任

科员

杨　慧 (女) 南通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尹晓军 江苏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

杜　彬 (女)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运输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

顾鲁同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

张振荣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处

一级主任科员

陈　兵 苏果超市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罗权利 江苏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

　 　
王　榕 (女)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运行局副局长

傅大庆 江苏省能源局综合规划处一级主任科员

徐小文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一

级主任科员

陈　钢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税收经济分析处

一级主任科员

季　伟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货币信贷处信贷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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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月飞 新华日报全媒体时政新闻部主任助理

王世停 新华日报南京分社社长助理

陈毓栋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办公室副主任

沈　颖 (女)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广播部特聘主持人

兼节目部主任

熊平平 现代快报社编委

是钟寅 现代快报社融媒体中心值班主任

陈圣炜 新华通讯社江苏分社记者

　 　
马仁林 江苏省苏州监狱四级高级警长

夏玉斌 江苏省南京监狱警卫支队原一级警长

李震洪 江苏省常州监狱狱政管理支队支队长

曹梦鑫 (女) 江苏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科四级警长

　 　
徐飞虎 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秘书处处长

黄心怡 (女) 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翻译中心英文翻译

晏远春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正科级干部

周　斌 江苏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一级警长

易海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关所属无锡海关驻机

场办事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　翔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关所属新生圩海关科长

郑志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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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峰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关卫生检疫处科长

崔宗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太仓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

李　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阴海事局长山海事处处长

陈　辉 中华人民共和国扬州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副处长

金　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边

防检查处民警

张　勇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

二队民警

蒋　娴 (女) 中华人民共和国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

勤一队民警

朱　涛 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机场运行指挥中

心指挥科副科长

孙新平 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机场公共区管理

部后勤管理科科长

顾昱晖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一级科员

薛　骁 江苏省商务厅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处四级主

任科员

张庆忠 江苏省商务厅外国投资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

张　莉 (女) 中国民用航空江苏安全监督管理局运输处四

级调研员

张　琳 (女) 中国民用航空江苏安全监督管理局飞行标准

处一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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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连云港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

中心副主任

吴浩江 中华人民共和国盐城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

杨永生 江苏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接待处处长

郝东辉 江苏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经济服务中心副主任

姚书信 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侨务文教处一级主任科员

田　野 中国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飞机维修部飞机

维修员

陈　栋 中阿产能合作江苏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蒋克兴 江苏太湖柬埔寨国际经济合作区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社会责任部部长、安保部部长

　 　
杨卫红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值班室二级调研员

陈威灼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政府督查室二级主任科员

　 　
彭建莆 中共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江苏省监察委

员会派驻省公安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何　泓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

贺　理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新闻处三级主任科员

何　姗 (女) 中共江苏省委政法委员会研究室一级主任科员

肖群力 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非公有制经济工作处副

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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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瑶 (女) 中国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宣传处副处长

梁　斐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庞银仙 (女)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

关纪委书记

沈美华 (女) 江苏省妇女联合会宣传部部长

张桂平 苏宁环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　立 南京天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省

侨商总会常务副会长、南京市侨商会会长

　 　
丛　领 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金融发展一处四级调

研员

胡程慧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部产品营

销团队经理

徐　韬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客

户拓展科副科长

陈　春 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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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名单

(300个)

南京市

南京市玄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秦淮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建邺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鼓楼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栖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人口管理大队

南京市江宁医院

南京市浦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六合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溧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高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南京市急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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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南京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横梁公安检查站

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七支队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专班

南京市祖堂山社会福利院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卡思迪莱服饰有限公司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新闻处

南京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协调处

无锡市

江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江阴市公安局

宜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宜兴市周铁镇人民政府

无锡市梁溪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无锡市锡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无锡市惠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无锡市滨湖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无锡市新吴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工作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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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无锡市公安局

无锡市政府公共服务热线受理中心

无锡市教育局

无锡广播电视集团 (台)新闻中心

徐州市

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沛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睢宁县睢城街道办事处

邳州市运河街道办事处

新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

徐州市鼓楼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徐州市云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州市泉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徐州市贾汪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州市中心医院

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州市急救医疗中心

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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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教育局

徐州市公安局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徐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

徐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徐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常州市

溧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常州市武进区卫生健康局

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天宁区卫生健康局

中共钟楼区北港街道运河苑社区委员会

中共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委员会

常州市教育局

常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常州市交通运输局

常州市商务局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常州市医疗急救中心

常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江苏省健尔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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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

张家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常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昆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昆山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涉

外防控协调服务组

太仓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苏州市吴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苏州市吴中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

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

苏州工业园区湖东社区工作委员会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

苏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苏州市公安局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

苏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学校防控组

苏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保障保供组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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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南通市

海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如皋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如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

南通市崇川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通市崇川区文峰街道鲍家桥社区居委会

南通市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医院

南通市竹行街道办事处

南通市江海街道办事处

通州湾三余人民医院

南通市教育局

南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南通市公安局

南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连云港市

东海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灌云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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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公安局

连云港市赣榆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

连云港市连云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连云港市公安局

连云港市商务局

连云港市政府外事办公室

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

连云港市教育局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

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淮安市

淮安市公安局清江浦分局

淮安市清江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淮安市淮阴区中医院

淮安市淮安医院

中共淮安市淮安区河下街道工作委员会

淮安市洪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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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金湖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涟水县公安局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淮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淮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淮安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

淮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盐城市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建湖县人民政府近湖街道办事处

江苏射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阜宁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滨海县人民医院

响水县人民医院

盐城市大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盐城市盐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

盐城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新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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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交通运输局

盐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盐城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盐城海关

盐城南洋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扬州市

宝应县公安局

高邮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仪征市公安局

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李坝社区居民委员会

中共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委员会

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

扬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苏北人民医院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扬州市电化教育馆

扬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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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公安局

扬州市农业农村局

扬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扬州市扬子江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镇江市

句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扬中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镇江市公安局丹徒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镇江市京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镇江市润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镇江新区社会发展局

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龙门村村民委员会

镇江市商务局

镇江市交通运输局

镇江市公安局

镇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镇江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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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

泰兴市人民医院

兴化市人民医院

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靖江市公安局

泰兴市虹桥镇人民政府

兴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泰州市海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泰州市姜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新药申报服务中心

泰州市公安局

泰州市交通运输局

泰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泰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泰州市人民医院

宿迁市

沭阳县人民医院

沭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泗阳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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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稳德福无纺科技有限公司

泗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金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宿迁市中医院

宿迁市宿城区项里街道办事处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街道办事处

宿迁市公安局洋河新区分局

宿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宿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宿迁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宿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江苏宿迁国家粮食储备库

省直部门、单位

江苏省公安厅食药环侦总队

江苏省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处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械经营监管处

江苏省红十字会赴武汉工作组

江苏省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疫情防控专项工作组

江苏省互联网行业管理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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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处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医政处

江苏省人民医院支援武汉第一重症医疗队

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省卫生监督所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援黄石医疗队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发热门诊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援鄂医疗队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办公室

江苏省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所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办公室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医务处

江苏省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宁沪支队第四大队

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常泰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

江苏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交通治安管理支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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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铁路办公室投资发展处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站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安检保卫部

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

中共江苏省委政法委员会宣传教育处

中共江苏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网络舆情

应急管理处

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

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道路执法监督局

江苏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处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局

江苏省公安厅治安总队

江苏省公安厅技术侦察总队

江苏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办公室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南京大学保卫处

河海大学教务处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后勤管理服务中心

江苏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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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处

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物资储备处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处

江苏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财务处

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生产监管处

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处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处

江苏省财政厅预算处

新华日报社交汇点首页编辑部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赴湖北报道团

现代快报融媒体中心

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生活卫生处

江苏省公安厅监所管理总队

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口岸转运工作专班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航空处

江苏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南京海关口岸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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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江 苏 省 委 办 公 厅 2020年11月25日印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熟海事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应急救援部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七处

江苏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江苏12345在线平台

江苏省联合征信有限公司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