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公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拟表彰对象名单

（240 名，按姓氏笔划排序）

丁以国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医务部主任兼质控科

科长、副主任医师

于大庆 山东庆业华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文福 丹东华洋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圣臣 北京凯博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万自芬（女） 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贵

州省呼吸疾病研究所睡眠呼吸障碍研究室副主任

万妍娟（女） 云南省商务厅外国投资管理处处长

马建立 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

王 波 洛阳卓阳耀滨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爽（女） 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王 舒 成都康德世纪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露（女） 湖南欧比佳营养食品有限公司欧比佳爱尔兰项目

执行董事

王志平 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

王宗岭 山东现代诚信集团董事长

王胤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医师

王惠忠 致公党福建省委会秘书长

王慧声 辽宁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副处长

卞光玲（女） 连云港市海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左 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致公党贵州医科

大学总支委员

龙 菊（女） 贵州中医药大学二附院呼吸内科副护士长



东海霞（女）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主任

田 野 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消化科副主任医师

付峰波 长沙医学院附属一医院 ICU 主任

巩会平（女）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吕小红（女） 武汉市第五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朱 江 四川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

朱 菁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朱新红 鹏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朱新进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影像中心主任

朱薇珊（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感染科副主任

任 远 重庆市九龙坡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任春娥（女） 潍坊医学院生殖医院院长

全知音（女） 广西升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庄银峰 广西厚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伟 致公党沈阳市委会一级主任科员

刘 波 湖北四环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 洪 四川中科兴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外科护士

刘 继 上海市肺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

刘红文 济南综合保税区管委会投资促进部部长

刘学增 致公党北京市委会专职副主委

刘笑然 海南医学院高等职业教育学院副院长、海南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刘新宇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

二病区副主任

刘霄飞 天津天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益民 武夷山市正华竹木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汤筱疏（女） 温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许成德 丹东市振安区政协副主席



许贞书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医师、

教授

许素玲（女）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执行院长

孙 扬 西安医学院第二属医院康复医学科室主任

孙 阳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应急办公室（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指挥中心）主任

孙 霞（女） 海南省三亚中心医院医生

麦静愔（女） 上海市长宁区光华医院 ICU 副主任医师

严云霞（女）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计免组

组长

李 进 重庆市羚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忻（女） 泰州市人民医院检验中心副主任检验技师

李 莉（女） 陕西佰美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李 涛 中日友好医院主治医师

李 羚（女） 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致公党中央常委

李 楠（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李 翠（女） 海南省琼海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主任

李小刚（满族）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教授

李从玲（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护士长

李凤伟（女） 华润辽宁锦州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正付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二科副主任医师

李传德 广西北部湾医疗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李冰冰（女） 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

李志瑶（女） 曲靖市陆良县招商引资局副局长

李宏俊 黄山市屯溪区人民医院副院长、门诊部主任，

致公党黄山市屯溪区支部委员

李金水 莆田市第一医院儿科主任

李炳贤 中誉设计天津分院副院长



李颖霞（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东院外科一病区护士长

杨 洋（女，彝族） 云南省卫健委主任，致公党云南省委会主委

杨世享 武汉市联享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田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医师

杨金生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

主任

杨栋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杨奕尤 阳江市人民医院综合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

杨雪飞（女）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副科长

肖国庆 中国新华控股集团董事长，致公党安徽省委会委员

吴 霞（女） 湖北省中医院副主任医师

吴多虎 海南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邱 明 坤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邱玉民 中国廉政教育内参主任

邱占军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质量控制办公室副主任

何 斌 北京文达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广平 江苏同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显兵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佘雨蓉（女） 湖南如希望国际教育集团公司董事长

汪瓦水 重庆煌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 煜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科研助理

宋闿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主治医师

张 杰（苗族） 湖南农业大学教师

张 圆（女） 上海浦东机场海关旅检处主任科员

张 清（女） 天津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教研室主任

张 慧（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二病区

护士长



张 磊 辽宁育达科教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才擎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

张为华（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主任护师

张抱一 温州市中心医院主治医师

张建新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

心健康与社会行为学系副主任

张铎瀞（女） 广西南宁桂国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继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传染病科副主任

张骏骥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感染管理处处长

陆员国 昊康医药公司总经理

陆骊工 珠海市人民医院院长

陈 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务处副处长

陈 伟 成都青羊众合华美口腔门诊部院长

陈 红（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 ICU

护士长、主任护师，致公党安医大基层委一总支副

主委

陈 坚 嘉兴平湖市香都市场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俊 广西裕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 恒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科长

陈 健 致公党广西区委会联络部部长

陈云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陈月花（女） 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向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麻醉科

主任

陈兴麟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陈红光 淮安市东方双语学校董事长

陈志林 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志林心理咨询工作室咨询师

陈灿平 天津财经大学立法与司法协同研究基地主任

陈国平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科员



陈忠洲 中国致公画院副院长

陈凯旋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陈学琴（女，彝族） 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陈祖毅 广西宝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真宝 致公党龙岩市委会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罗畲村驻

村第一书记

陈海龙 湖南长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家榕 扬州市秦邮特种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彩志 合筑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婧华（女）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范红华（女） 武汉市鸿华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范茂胜 我家的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 华（女） 十堰市政协副秘书长，致公党十堰工委主委

林伟光 万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 曼（女） 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致公党株洲市委会

副主委

罗 敏（女） 盐边县红果中心卫生院院长

罗朝晨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季志海 浙江省海外留学人员创业园总裁，浙江安吉诚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 霞（女） 火石创造（杭州费尔斯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 干 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周 宗 海南省陵水县人民医院外科主治医师

周 荣 广州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 亮 江西赛维电力集团副总裁

周 洵（女）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周 辉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码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务副

主任

周启杨 四川省昊翔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春波 营口东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厚成 四川新绿色药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桂琴（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副护士长

庞 毅 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

郑 凌（女）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郑伟平 致公党福建省委会办公室主任

郑南才 江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孟 坚 北京迈迪顶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弘（女） 陕西关爱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 雄 新能资本（中国）董事总经理、北京国投公路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赵 滇 蒙自市冷泉镇楚冲村委会驻村扶贫工作队员

胡定成 江苏顺成达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钦勇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助理

胡智强 桂林恒保健康防护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巍娜（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副主任医师

柯雯靖（女） 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柳玲玲（女） 岳阳市岳阳楼区桥西小学工会主席

段 军 中日友好医院外科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侯爱洁（女，蒙古族） 辽宁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俞淑静（女） 枣庄市立医院副院长

施亁平 华纳控股集团、德迈国际产业集团董事长

姜连生 大连兵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姚为群（女）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

姚祥键 龙口利佳电气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班 博（女） 济宁市政协副主席，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

莫 伟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检验科副主任

贾文勤（女）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局长



夏寒松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国际医疗部主任

晁先红（女） 宿迁市宿豫区卫健局副局长

钱招昕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办主任

倪 勤（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徐永兰（女） 襄阳市中心医院东津院区康复科护士长

徐志鹏 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四级调研员

徐振虎 广东省农垦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徐晓兰（女）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致公党中央常委

高千卉（女） 抚顺海清中医骨病医院院长

高宝霖 上海中昊针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贵阳 揭阳市第四人民医院（榕城区中心医院）检验科

副主任

高善峰 四川省学校文化建设研究会会长

郭家亮 惠州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负责人

唐 成 株洲市二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

唐 韵（女）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唐九红（女）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

涂 宁 黄石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医师

陶 燕（女） 浦东新区肺科医院护理部主任

陶仪声（女） 安徽省卫健委主任，致公党中央委员、安徽省委会

副主委

黄东良 杭州兴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黄庆达 福建和润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知果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

黄春燕（女） 阳江市阳东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干部、高级工程师

曹 平（女）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曹 娟（女） 无锡市人民医院主任助理

曹 巍（女）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医药健康科技处处长



曹永平 北大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骨关节病区主任

曹英娟（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护理部主任

曹振萍（女，回族） 亳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致公党亳州支部主委

戚玉峰 贵州信通达智能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章子怡（女） 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

商红智 天津河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员

商洪铨 河南恒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 磊 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副主任

梁文强 玉溪市第三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梁玉韬 大连华阳密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梁永红（女，壮族） 广西医科大学药学院主任

梁荣森 云之龙招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 珊（女） 致公党毕节市工委办公室负责人

葛正行（布依族） 贵州中医药大学二附院内科教研室主任、呼吸科主

任，致公党贵州中医药大学总支部副主委

董 良 镇江白水化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艳艳（女） 临沂市中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董配永 华夏董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 敏（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

蒋瑞仙（女，满族） 保山市隆阳区工商联副主席

韩广宁 湖南万利隆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韩春明 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主任

粟梦艳 湖南荣成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界中通

网络通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荣景食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湖南小白豚布草生产洗涤有限公司董

事长

喻银燕（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主管护师

程艳芳（女） 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院长助理

傅自萍（女）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呼吸消化科主任



童巧霞（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

医疗主任

曾 燕（女） 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教授

温旺荣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医学检验中心教授、

主任医师、主任

谢秀美（女） 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谢迺鸿 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员、主管技师

谢晓华 鞍山市谢房身玉皇山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董事长

蓝碰金（女，畲族） 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三级调研员）

裘云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常务副院长，致公党

浙江省委会副主委

蔡 蕾（女）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蔡志芳（女） 武汉市汉口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蔡鑫莹 湖南云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廖洪恩 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副系主任、院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

阚 雷 徐州联众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明驰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黎 卫 中山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

戴国锋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副主任

戴维龙 上海申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魏凡杰 中声科技（贵州）有限公司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