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文 〔2020〕32号

中共宜昌市委 宜昌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全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

(2020年9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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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第一时间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果断决策,在决胜之地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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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攻号令,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宜昌

市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

作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团结带领全市广大人

民群众迎难而上、共克时艰。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全市

疫情防控取得了决定性成果,宜昌成为全省首个全域低风

险市州,实现了 “六个未发生”。

在这场抗疫大战中,全市各级党组织、各个部门、各

条战线闻令而动、全力奋战,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全市医务工作者白

衣执甲、义无反顾;广大社区工作者、村组干部、大学生

村官、志愿者日夜值守、任劳任怨;公安、新闻、交通、

科研、电力、通信等各条战线的同志们坚守岗位、奋战一

线;各地各部门创造性抓工作,探索出一系列好经验;一

批企业大爱无私、捐款捐物;防疫保供企业不间断运转,

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物流人员、商超售货员等不同行业

的工作者日夜不歇、不辞辛劳。他们的英勇壮举和感人事

迹,展现了全市上下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演

绎了社会各界风雨同舟、众志成城的英雄剧集。抗疫伟大

实践再次证明,宜昌干部群众能打大仗、敢打硬仗、善打

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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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杜德兵等11名

同志被表彰为全国抗疫先进个人,枝江市马家店镇街道办

事处等3个集体被表彰为全国抗疫先进集体。全市61人获

评全省抗疫先进个人、22个集体获评全省抗疫先进集体。

这些先进典型,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

为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充分激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

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使命感、责任感,广泛凝聚强大正能

量,市委、市政府决定,授予宋新宇等452名同志 “全市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授予宜昌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党委等150个集体 “全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

体”称号 (名单附后)。

这次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是全市抗击疫情斗争

中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杰出代表。他们以实际行动,生动展

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彰显了万众同心、

风雨同舟的峡江风骨。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

誉、立足本职、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加

快疫后重振、推动宜昌 “一高双争三决胜”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当前,全市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艰巨而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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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主动作为、奋发有为、担

当善为,把伟大抗疫精神转化为推进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力量,为宜昌 “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不懈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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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名单

宜都市

魏 玲 (女)宜都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一党支部书记、

内二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向传平 宜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

彭丽岚 (女)宜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副主

任医师

贲鄂宜 宜都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二党支部书记、

副主任医师

何志军 宜都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主治医师

高圣华 宜都市中医医院主治医师

江艳妮 (女)宜都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

陈 志 宜都市卫生健康监督执法大队医疗卫生

科科长、主管技师

陈仁蓉 (女)宜都市卫生健康局疾病预防控制股股长、

档案馆员

周 伟 宜都市陆城街道办事处卫生院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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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新 宜都市松木坪镇中心卫生院医务科长、

主治医师

李士忠 宜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购办主任、

主管技师

肖 翔 宜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管理科科

长、主治医师

李 煜 (女)宜都市陆城街道八字桥社区网格员

黄攀虹 宜都市陆城街道尾笔村党委书记、村委

会主任

张忠全 宜都市陆城街道十里铺村党委书记、村

委会主任

刘雨佳 宜都市陆城街道红春社区党委副书记、

居委会主任

唐士钧 宜都市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技术

部部长、工程师

唐一宸 宜都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

四级警长

付纯洲 宜都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党总支书

记、大队长

常 青 宜都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容环卫股工作人员

熊世明 宜都市陆城街道办事处陆城街道网格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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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三级主任科员

冯 磊 宜都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党支部

书记、站长、工程师

郭 玮 (女)宜都市招商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

三级主任科员

黎文来 宜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赵梦格 (女)宜都市枝城镇回龙垱村后备干部

  枝江市

熊愫兵 枝江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李 翔 枝江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桂芳 (女)枝江市人民医院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胡高超 枝江市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兰小丰 枝江市人民医院住院医师

李江涛 枝江市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周会英 (女)枝江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兼呼吸与心血管

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刘素华 (女)枝江市中医医院院感科主任、副主任护师

杨家耕 枝江市百里洲镇中心卫生院急诊科主任、

医师

易 蓉 (女)枝江市董市镇卫生院住院医师

—7—



董 天 枝江市人民医院医师

房爱民 枝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兼传防

科科长、主治医师

杨小英 (女)枝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科

长、主管护师

周世红 (女)枝江市马家店街道丹阳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吕邦柱 宜昌海诗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卫华 (女)枝江北山超市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王 露 (女)枝江市顾家店镇党委宣传委员、党政办

主任、信访办主任

李传平 枝江市董市镇曹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李 春 枝江市公安局政工室副主任、二级警长

尤先梅 (女)宜昌市怡然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清扫

保洁员

李金葵 (女)枝江市卫生健康局基层股牵头负责人、

副主任护师

李卫华 枝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副校长、中学一级教师

刘英平 枝江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党支部书

记、大队长、三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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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必华 枝江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综合执法大队教导员

杜 伟 枝江市融媒体中心采访部牵头负责人、

助理记者

朱元清 枝江市马家店街道宝筏寺村志愿者

  当阳市

谢树君 当阳市庙前镇卫生院工会主席、医师

贺英华 (女)当阳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士长、

副主任护师

朱晓云 (女)当阳市人民医院主管护师

冉崇丕 当阳长坂坡医院内三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罗晓龙 当阳市玉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

主任、主治医师

孙 磊 当阳市两河镇卫生院院长、医师

高花兰 (女)当阳市淯溪镇卫生院护理部主任、主管护师

黄 辉 当阳市中医医院院长、主治医师

闵金义 当阳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

钟 华 (女)当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姚永进 当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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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长、主治医师

肖华溶 当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中级工

周永红 (女)当阳市坝陵办事处坝陵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

李建军 当阳市草埠湖镇镇头山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赵昌林 宜昌长菱电梯有限公司总经理

蒋 军 当阳市河溶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

王先冲 当阳市两河镇人民政府党政办副主任、

四级调研员

杨 琴 (女)当阳市玉泉办事处党委宣传委员、四级

主任科员

刘贤国 当阳市淯溪镇人民政府经发办主任

周相静 当阳市半月镇党委委员、四级主任科员

史清廉 (女)当阳市王店镇人民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

主任、四级主任科员

谭克勇 当阳市公安局王店派出所副所长、四级警长

张华锋 当阳市经济信息化和商务局办公室主任

刘振宇 当阳市卫生健康局疾病预防股股长、助

理会计师

刘 萍 (女)当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中心主任

—01—



叶如春 当阳市玉阳办事处熊家山社区党总支委

员 (兼任)、助理经济师

  远安县

路 璐 (女)远安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师

汪爱姣 (女)远安县人民医院感控科科长、副主任护师

周 青 远安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主治医师

文宗军 远安县中医医院脑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徐青兰 (女)远安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护士

刘杰宗 远安县洋坪镇中心卫生院支部书记、院

长、主治医师

张丽娟 (女)远安县旧县镇卫生院支部书记、院长、

主管护师

张爱琳 远安县河口乡落星村卫生室负责人

文 全 远安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疫情防控组

副组长)、二级主任科员

徐泽华 远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

主任、副主任医师

张晓红 远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防科科长、

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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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锐 远安县鸣凤镇安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

汪宗平 湖北瓦仓谷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绍琴 (女)远安县茅坪场镇党委副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周 露 远安县旧县镇七里村村委会主任

杨国武 远安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三级

主任科员

张 华 远安县建筑工程监督中心主任、工程师

陈大春 远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党支部书记、采

访股股长、助理记者

左天顺 远安县政府办正科级督查专员 (县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综合协调组成员)、

四级调研员

刘东风 远安县福利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郝永远 远安县科技经信局内贸发展股股长、三

级主任科员

  兴山县

艾 玲 (女)兴山县人民医院护理院感部主任、副主

任护师

彭 兰 (女)兴山县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主任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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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波 兴山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主治医师

袁选波 兴山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主管技师

刘 峰 兴山县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张 波 兴山县古夫镇卫生院院长、主治医师

邹远锦 兴山县中医医院副院长、初级中药师

姚文斌 兴山县黄粮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王 彦 兴山县水月寺镇中心卫生院院长、主治医师

邹大喜 兴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主

任技师

万 红 (女)兴山县昭君镇小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

李毓富 兴山县黄粮镇公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万静涛 (女)兴山县古夫镇龙珠社区党总支书记、居

委会主任

黄 文 兴山县高桥乡人民政府科员

郭 勇 兴山县峡口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彭学植 兴山县南阳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李兴苗 兴山县榛子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别发岱 兴山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局长

钟 林 兴山县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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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副局长

简方铭 兴山县互联网信息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档案馆员

彭 勇 兴山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路政大队副大队长

  秭归县

陈礼波 秭归县卫健系统新冠肺炎院感防控组成

员、营养师

秦俊华 秭归县妇幼保健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主治医师

梅仲华 秭归县屈原镇卫生院医务科主任、医师

向高恒 秭归县归州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主治医师

姜小山 秭归县水田坝乡卫生院副院长、医师

鲁华强 秭归县泄滩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副主任医师

宋卫东 秭归县沙镇溪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

院长、副主任医师

周宗团 秭归县两河口镇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

长、副主任医师

杜志海 秭归县梅家河乡卫生院副院长、主治医师

徐庆丰 秭归县磨坪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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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医师

郑绪兰 秭归县郭家坝镇中心卫生院公卫科主任、

医师

秦士岳 秭归县九畹溪镇卫生院工作人员、医学

检验师

陈胜国 秭归县杨林桥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

院长、主管技师

向 麟 秭归县茅坪镇橘颂社区党委书记、二级

主任科员

郑琴锋 秭归县梅家河乡下里坪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

胡兴国 宜昌宏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向正武 秭归县水田坝乡党委委员、副乡长、二

级主任科员

秦晓燕 秭归县杨林桥镇人民政府扶贫专干

王 旸 秭归县公安局茅坪派出所指导员

郑 琼 (女)中共秭归县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务

副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温飞龙 秭归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助

理农艺师

蔡爱国 秭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与流通

—51—



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

赵 杰 (女)秭归县财政监督局副局长、三级主任科员

付 伟 宜昌拓达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王华君 秭归县在宜农民工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

主任

韩庆军 秭归县紫昕环卫有限公司一线清运工人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龚亦学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

组长、一级主任科员

陈志亚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中医院副院长、助理

研究员

秦劲松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中医院检验科主任、

副主任技师

李群艳 (女)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中医院内镜室负责人、

主管护师

李晓爽 (女)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磨市镇卫生院护士、

主管护师

李鑫元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大堰乡卫生院副院长、

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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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培芬 (女)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峡口镇卫生院枝柘

坪分院住院部主任、主治医师

王芳玲 (女)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火烧坪乡卫生院护士

长、护师

陈 相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榔坪镇中心卫生院总

务科长

彭 涛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贺家坪镇中心卫生院

党支部书记、院长、主治医师

李友琼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鸭子口乡马连坪村卫

生室乡村医生、医师

陈 龙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

传科副科长、主管技师

覃素波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榔坪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四级调研员

周平章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都镇湾镇人民政府镇

长、一级主任科员

饶会群 (女)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党委书记、

四级调研员

李劲松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峡口镇党委副书记、

二级主任科员

许 昌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资丘镇党委书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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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调研员

饶 玉 (女)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贺家坪镇党委副书记、

副镇长、三级主任科员

覃家华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龙舟坪派出所

副所长、二级警长

覃德双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

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县疫情防控指挥

部企业复工复产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四级调研员

高 雄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三级

主任科员

覃卫平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口岸组成员、二级主

任科员

张红喜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龙舟

坪监管所所长、二级主任科员

李军林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城市管理执法局清运

队队长、高级工

陈金波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策划编审

部主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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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昌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教育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三级主任科员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覃世蓉 (女)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综

合监督执法局副局长、县疫情防控专家

组成员、主治医师

杨子丹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

任、主治医师

张先念 (女)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护师

刘盛强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

渔洋关镇卫生院院长、副主任技师

田 嫚 (女)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手术室

护士长、主管护师

胡金华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仁和坪镇卫生院住院

部主任、医师

朱绪华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卫生院公卫

科主任、医师

罗辉阳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中心卫生院住院

部主任、医师

罗立超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牛庄乡卫生院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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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琼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主

任、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综合组成员、技师

邓 谦 (女)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五峰镇北门社区妇女

计生委员、纪检委员

温云峰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乐坪镇长乐社区治

调委员

陈本艳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采花乡白鹤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

方中庆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傅家堰乡人民政府项

目办主任

徐 鹏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仁和坪镇人民政府经

发办干部

方 亮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党委组织委员、

统战委员、三级主任科员

向家铭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人民政府征

收安置建管办助理、四级主任科员

柳 鑫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渔洋关派出所

副所长、四级警长

陈 平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牛庄派出所辅警

朱玲俐 (女)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三级

主任科员、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综合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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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磊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城市管理执法局监察

大队副大队长

  夷陵区

杨兴忠 宜昌市夷陵医院医务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陈维华 宜昌市夷陵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杨 勇 宜昌市夷陵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

刘建清 宜昌市夷陵医院运营质控办主任、副主

任医师

周玉芳 (女)宜昌市夷陵医院泌尿外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黄朝明 夷陵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治医师

庹 玲 (女)夷陵区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治医师

秦 汉 夷陵区小溪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

主任、副主任医师

谭 杰 夷陵区小溪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治医师

赵 茜 (女)夷陵区鸦鹊岭镇中心卫生院护士长、主

管护师

朱金蓉 (女)夷陵区鸦鹊岭镇中心卫生院护士长、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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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珍 (女)夷陵区三斗坪镇卫生院公共卫生科主任、

副主任护师

黄代春 夷陵区东城试验区黄金卡社区居委会卫

生室负责人、医师

张新华 夷陵区疾控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夷

陵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主任医师

孙 飞 夷陵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主任、医师

郭 蓉 (女)夷陵区东城试验区润城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史智敏 (女)夷陵区小溪塔街道冯家湾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高级经营师

龙 月 (女)夷陵区东城试验区东城社区网格员

高 阳 宜昌际维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芷均 (女)平村众赢 (湖北)药业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副总经理、中级农艺师

秦世薇 (女)夷陵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

彭宏才 夷陵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党支部委员、副主任

林英俊 夷陵区交通运输监督服务中心党支部书

记、主任、路桥工程师

赵军祥 夷陵区公安局党委委员、交警大队大队

长、一级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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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明 夷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三级调研员

龙 兵 夷陵区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西陵区

田爱英 (女)西陵区西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教科科

长、副主任护师

刘洪涛 西陵区学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部主

任、主治医师

韩 璐 (女)西陵区学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科

长、主管药师

吴亚琴 (女)西陵区夜明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

卫科科长、主管护师

晏亦凡 西陵区云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

医师

付德胜 西陵区葛洲坝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

科门诊负责人、主治医师

马训平 西陵区西坝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主治医师

方平华 (女)国药葛洲坝中心医院感染管理 (公共卫

生)部主任、主任护师

刘 红 (女)西陵区学院街道墨池巷社区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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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主任

陈正庆 西陵区云集街道党工委委员、果园路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 萍 (女)西陵区西陵街道土街头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杨 丹 (女)西陵区西坝街道幸福路社区党总支书记

邱 敏 (女)西陵区葛洲坝街道锦绣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罗 俊 (女)西陵区夜明珠街道望洲岗社区网格站副站长

胡大军 西陵区窑湾街道望洲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冯迹循 湖北西陵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尤永石 上海均瑶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宜

昌均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佑锟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

谭旭营 湖北三峡农村商业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

周代创 宜昌市老周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廖 勇 三峡基地发展有限公司长江三峡实业有

限公司安全保卫部葛洲坝电厂中队副队长

田黎冰 宜昌市公安局西陵分局西陵派出所所长

—42—



王 刚 宜昌市公安局平湖分局夜明珠派出所所

长、一级警长

曾庆胜 西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三级调研员

阚发权 西陵区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办公室

主任、四级调研员

易国芝 (女)西陵区医疗保障局局长

黎 明 西陵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

任科员

李 衡 西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熊 沵 西陵区水利局农业和水利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李晓春 中共西陵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西陵区融

媒体中心主任

陶其阳 湖北益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工程师

  伍家岗区

田 勇 伍家岗区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

王 蓉 (女)伍家岗区公共卫生健康服务中心主任、

副主任医师

王媛媛 (女)宜昌市惠民医院公卫科科长、主管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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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大超 宜昌市惠民医院救护车司机、初级工

胡兴蓉 (女)伍家岗区伍家乡旭光村卫生室室长

余 翠 (女)宜昌市伍家医院护士、护师

田 枫 宜昌市伍家医院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 芸 (女)伍家岗区大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公

室主任、护理部主任

向 玲 (女)伍家岗区花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

书记、副主任医师

陈 蓉 (女)伍家岗区花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

委员、副主任医师

廖盛斌 伍家岗区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方 亮 伍家岗区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

科长、内科主任、主治医师

耿 艳 (女)伍家岗区万寿桥街道港务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杨孝梅 (女)伍家岗区宝塔河街道东星社区党委书记

张钦羽 (女)伍家岗区伍家乡共谊村 (社区)党委副

书记、二级社工

熊 宇 伍家岗区伍家岗街道桔城路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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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默 伍家岗区大公桥街道北山坡社区党委书记

姚 华 宜昌北山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中华 宜昌利民管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级经济师

严国强 宜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伍家大队大队长

孙博文 湖北聚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高

级经济师、中级烹调师

王丽娇 (女)伍家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创业就

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

黄 玮 (女)伍家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伍家

岗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疫情防控组副组长、

一级主任科员

王 雯 (女)共青团伍家岗区委书记

李冀苏 伍家岗区检察院二级主任科员

张 军 宜昌东火车站副站长

余定华 伍家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主任

徐 玲 (女)伍家岗区委巡察办巡察专员、一级主任科员

赵 丹 (女)伍家岗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张致敏 微炬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副主任

赵丽梅 (女)伍家岗区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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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军区

张 云 点军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点

军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副

主任、综合协调及疫情防控组副组长、

一级主任科员

龙会兰 (女)点军区社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点军

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综合协调及

疫情防控组副组长、点军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集中医学观察领导小组医学观察

专班责任人

杨 进 点军区桥边镇中心卫生院国医堂负责人、

主治医师

李金凤 (女)点军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点军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集中医学观察

领导小组综合协调专班责任人

黎本周 点军区土城乡卫生院医疗组长、主治医师

纪善荣 (女)点军区艾家镇卫生院医生、医师

宋正慧 (女)点军区联棚乡卫生院护师

王 卓 点军区桥边镇中心卫生院执业助理医师

刘冬梅 (女)点军区桥边镇中心卫生院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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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梅君 (女)点军区联棚乡卫生院主管护师

卢娇娇 (女)点军区桥边镇中心卫生院公共卫生科科长

齐 磊 点军区桥边镇中心卫生院医疗组长、主

治医师

谭昌海 点军区土城乡卫生院医师

李洪玲 (女)点军区联棚乡卫生院药师

陈小乔 (女)点军区土城乡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

汪宏华 点军区桥边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邹 燕 (女)点军区点军街道工委委员

韩玉芳 (女)宜昌铭盛保洁有限公司班组长

饶自耘 宜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点军大队大队长

彭 剑 点军区城市管理执法局URD城管工作站

站长

陈 杰 点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兼点军区园林局局长

  猇亭区

王庆华 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赵 铎 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大内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

阮友松 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内一科主任、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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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医师

江必珍 (女)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院感办主任、主管

护师

李传洲 猇亭区古老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副主任医师

王明祥 猇亭区古老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文 闻 猇亭区古老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

疗科医师

冯 婷 (女)猇亭区古老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公室

主任、主管护师

王邦军 猇亭区古老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卫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静英 (女)猇亭区云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医师

王晓娥 (女)猇亭区虎牙街道鸡山新村社区党总支委

员、居委会副主任

杨 浩 猇亭区虎牙街道高家店村村民委员会书

记助理、团支部书记

邓发国 猇亭区云池街道福善场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吕明芳 (女)猇亭区云池街道下马槽社区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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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主任

陈 勇 猇亭区古老背街道蔡家畈社区党总支书

记、居委会主任

郭 超 宜昌市公安局猇亭区分局古老背派出所

四级警长

张 宇 猇亭区古老背街道双桥社区党总支委员、

居委会主任

王新华 (女)猇亭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陈天松 猇亭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 俊 (女)猇亭区古老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朱 巍 猇亭区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

  宜昌高新区

徐 芸 (女)枝江市白洋镇卫生院住院部主任

胡春玲 (女)枝江市白洋镇卫生院护理部主任

奎 丰 枝江市白洋镇滚钟坡村卫生室村医

宋劲松 宜昌高新区生物产业园车站村卫生室村

医、医师

谢 军 宜昌高新区南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师

李江菊 (女)宜昌高新区珠海路社区卫生服务站医师

施忠林 宜昌高新区东山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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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全科医师

梅孟林 宜昌开发区邦康综合门诊部行政经理

郑 伟 宜昌民福医院副院长、发热诊室负责人

赵秀礼 宜昌高新区深圳路社区卫生服务站负责

人、主治医师

邓 鑫 宜昌高新区深圳路社区卫生服务站医师

俞德红 宜昌高新区生物产业园梅花村党支部副

书记、村委会副主任

李红珍 (女)宜昌高新区北苑街道东山花园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

郭金琼 (女)宜昌高新区东苑街办汕头路社区党总支

书记、居委会主任

陈世胜 枝江市白洋镇李家湾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朱 敏 (女)宜昌高新区南苑街道王家坝社区党总支

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闫涛 宜昌高新区南苑街道南苑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雷德刚 宜昌恒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柏临佳苑服

务中心经理

张春萍 (女)宜昌高新区北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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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鑫铭 宜昌高新区东苑街道党工委书记

杨 飞 宜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项目服务与经济

发展部副部长、四级主任科员

袁 达 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宣传科长、区

疫情防控指挥部宣传组副组长

陈 友 宜昌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牵头负责人

郭春林 宜昌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疫情防控组 (地方疫

情防控)组长

刁 炜 宜昌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

郑方云 枝江市白洋镇朱家冲村村民

  市直

曹 源 宜昌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医疗救治组副组长

曹 政 宜昌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主任医师,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疫情防控组副组长

史鸿鸣 宜昌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科科长、四

级调研员、主治医师,市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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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工作人员

张 然 宜昌市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和食品安全

科科长、主管医师,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疫情防控组工作人员

姜生涛 宜昌市卫生健康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

任科员、医师,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综合协调组联络员

付婧梅 (女)宜昌市卫生健康委财务科科长、高级会

计师,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

物资保障组工作人员

林 勇 宜昌市卫生健康委四级调研员、主管医

师,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爱国卫

生组联络员

闫承慧 (女)宜昌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副站长、助

理馆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医

疗物资保障组工作人员

戴宪国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主任医师

龙 兵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袁晋华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副主

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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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荣辉 (女)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科长、

主任医师

宋新宇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二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

程 林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麻醉科医生、副主

任医师

贺中云 (女)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士

长、主管护师

吕云波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主

任医师

余良欢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主

管护师

张红胜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主任技师

张书洲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司机、技师

王庆海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主任医师

刘发军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副主

任医师

姚 卫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

主治医师

黄双萍 (女)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放化疗三科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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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护师

宋振华 宜昌市中医医院重症监护室副护士长、

主管护师

汪长青 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主任医师

陈玉龙 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肺四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

覃仁武 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科医生、医师

李清莲 (女)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消毒供应中心副护

士长、护师

毛婷婷 (女)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儿科医生、主治医师

刘丽丽 (女)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副科长、

护师

鲁 芳 (女)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儿科护士、护师

曾 滔 宜昌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监督一

科科长、主治医师

赵 兵 宜昌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监督五

科科长、主治医师

姜 艳 (女)宜昌市妇幼保健院护士、护师

刘 翯 (女)宜昌市优抚医院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技师、

副主任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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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林 宜昌市红十字中心血站采血科医生、主

治医师

周敬梅 (女)宜昌市急救中心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张 波 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发热留观病区负

责人、临时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

付晓敏 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急诊科护士、护师

廖 勇 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采购与招标办公

室主任、主任药师

敖 华 国药葛洲坝中心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李万兵 国药葛洲坝中心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

任医师

代 艳 (女)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院感办

主任、公共卫生科科长

刘建华 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刘晓俊 (女)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李清元 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主管技师

徐承中 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所所长、

网络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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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芳芳 (女)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所工作人

员、主治医师

郑文杰 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三科科长、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综合协调组

综合协调专班负责人

张晓东 宜昌市人民政府研究室战略科科长、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综合协调组材

料专班工作人员

彭 磊 宜昌市委督查室副主任,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督导组工作人员

刘宗刚 宜昌市商务局商贸流通科科长、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市场保供组工作人员

张长胜 中共宜昌市纪委宜昌市监察委员会党风

政风监督室主任、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督导组工作人员

李开慧 中共宜昌市委办公室市委信息综合室主任

李贻军 宜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财经委办公室主任

丁海容 宜昌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总值班室主任

杜 兵 政协宜昌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机关

党组成员

王 玲 (女)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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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文 宜昌市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支队副支队

长、二级警长

龙学贵 宜昌新区建设推进办公室综合部科长、

四级调研员

谭之林 中共宜昌市委组织部组织一科科长、四

级调研员

樊 华 中共宜昌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

王 薇 (女)中共宜昌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办公室网络舆情科科长

卢 勇 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力保

障班负责人、助理工程师

陈 科 宜昌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城区分

公司经理

方应富 中共宜昌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涉台事务

科科长

张 帆 (女)宜昌市综治网格中心工作人员

郝传佐 宜昌市委政策研究室财经政策科副科长

谢建军 宜昌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科科长

郑 鸿 宜昌市委机要和保密局办公室主任、一

级主任科员

雷鹏程 三峡日报社要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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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楠 宜昌三峡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要闻部主任

姚 超 宜昌市总工会宣教调研室主任

刘 东 共青团宜昌市委员会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

李 军 (女)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科一级主

任科员

王 浩 宜昌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中学一

级教师

夏 璐 (女)宜昌市财政局社会保障科科长

罗国伟 宜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四

级主任科员

任 毅 宜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业发展科

科长、高级工程师

刘院生 宜昌市水政监察支队支队长、助理研究员

宋 宁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员工

杨 铧 (女)宜昌市减灾备灾中心副主任

任先军 宜昌市统计局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胡 凯 宜昌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处副主任

陈 建 宜昌市招商局办公室主任

鄢 蓉 (女)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科

科长、高级工程师

彭丹红 (女)宜昌市政府机关综合服务管理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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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祥松 三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产品检验所所长、

高级工程师

付 琴 (女)宜昌市畜牧兽医执法大队党支部书记、

大队长

毛劲松 宜昌市物流业发展中心科长、经济员

朱国骏 国家税务总局宜昌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

科长、一级主办

杨 林 宜昌市邮政分公司投递员

吴元章 宜昌海事局四级主办

叶 晶 宜昌银保监局分局统计信息与风险监测

科科长

毛双宁 宜昌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中队长、四级警长

涂 斌 宜昌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治安管理大队大

队长、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

稳定组工作人员

陈 荣 宜昌市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成彦 宜昌桃花岭饭店股份有限公司安全保障

部经理、防控办主任

严东新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发

展事业部党总支副书记、总经理

刘 阳 宜昌建投水务有限公司猇亭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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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厂长 (牵头负责人)

王洪涛 中共宜昌市委党校总务处主任、中心医

院医务人员居住点后勤服务保障人员

徐海龙 湖北省宜昌监狱六监区党支部书记、监

区长、四级高级警长

吕贞子 (女)宜昌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灵活就业人员

参保管理科四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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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名单

宜都市

宜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宜都市中医医院

宜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宜都市姚家店镇卫生院

宜都市卫生健康局

宜都市公安局直属机关党委

宜都市陆城环卫服务中心

宜都市陆城街道解放社区党委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枝江市

枝江市人民医院党委

枝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枝江市董市镇卫生院

枝江市公安局

枝江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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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江市安福寺镇党委

枝江市民政局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当阳市

当阳长坂坡医院党支部

当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当阳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

当阳市玉阳办事处

中共当阳市委党校

当阳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当阳市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当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党总支

当阳市半月镇胡家湾村党总支

  远安县

远安县人民医院

远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远安县公安局

远安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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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安县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党支部

远安县鸣凤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

远安县鸣凤镇凤山社区党委

  兴山县

兴山县卫生健康局

兴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兴山县公安局

兴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兴山县古夫镇党委

兴山县水月寺镇龙头坪村党支部

新安洁环境卫生股份有限公司兴山分公司

  秭归县

秭归县人民医院党委

秭归县九畹溪镇卫生院

秭归县茅坪镇人民政府

秭归县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

秭归县交通运输局

秭归县茅坪镇滨湖社区党委

秭归县九畹溪镇九畹堂村党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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秭归县看守所 (县公安局监管大队)

秭归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中医院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党委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磨市镇人民政府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党支部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枫竹园社区党支部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榔坪镇关口垭村村民委员会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党总支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中医院妇幼计生服务中心联合党支部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城市管理执法局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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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大房坪社区居委会

  夷陵区

宜昌市夷陵医院党委

夷陵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夷陵区卫生健康局

夷陵区龙泉镇人民政府

夷陵区公安局直属机关党委

夷陵区鸦鹊岭镇人民政府

夷陵区东城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锦湖社区党支部

湖北恒安芙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三峡银岭冷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西陵区

西陵区西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西陵区委组织部

西陵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直属机关党总支

西陵区葛洲坝街道党工委

西陵区云集街道办事处

西陵区学院街道四方堰社区居委会

西陵区窑湾街道峡州社区党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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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

湖北国贸大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馨岛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伍家岗区

伍家岗区大公桥街道办事处

伍家岗区万寿桥街道办事处

伍家岗区宝塔河街道办事处

伍家岗区伍家岗街道党工委

伍家岗区伍家乡人民政府

宜昌市公安局伍家岗区分局

宜昌火车东站综合管理办公室机关党支部

伍家岗区卫生健康局

伍家岗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伍家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鑫鼎集团党委

  点军区

点军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点军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机关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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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点军区联棚乡党委

宜昌市公安局点军区分局桥边派出所

点军街道办事处五龙社区党委

东土科技 (宜昌)有限公司

  猇亭区

宜昌市第五人民医院党委

猇亭区古老背街道党工委

猇亭区虎牙街道党工委

猇亭区卫生健康局

猇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猇亭区云池街道黄龙寺社区党总支

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高新区

枝江市白洋镇卫生院

中国人民银行宜昌市中心支行

宜昌高新技术开发区北苑街道办事处

宜昌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

宜昌高新区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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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土门村村民委员会

宜昌高新区东苑街道深圳路社区党委

枝江市白洋镇马家铺村党支部

三峡医学检验实验室

  市直

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第九党支部

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第三党支部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二病区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院区

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

宜昌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发热门诊)

国药葛洲坝中心医院肾内科

宜昌市红十字会

宜昌市慈善总会

宜昌市工商业联合会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

宜昌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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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宜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宜昌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宜昌市民政局

宜昌市老年大学党支部

宜昌市公安局警令部党支部

宜昌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党支部

宜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宜昌市固废处置管理中心党支部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湖北峡州酒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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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送:各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军分区党委,市委各部委, 
市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各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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