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云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

（2020年12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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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
防控举措，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与全国人民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为全国抗疫斗争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作出了云南贡献。

在这场严峻斗争中，全省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
动、冲锋在前，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向险而
行，广大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忠
诚履职、坚守一线，广大科研人员、新闻工作者、下
沉干部、志愿者、企业职工辛勤工作、真诚奉献，广
大人民群众顾全大局、守望相助。他们的英勇表现和
感人事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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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展示
了云南各族儿女自强不息、团结拼搏的昂扬精神风
貌。

为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充分激发全省广大干部
群众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广泛凝聚
万众一心、风雨无阻、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强大正能
量，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王胤佳等500名同志“云
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授予昆明市第
三人民医院等300个集体“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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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为党和人民
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全球蔓延，防控形势仍然
严峻复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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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广大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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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
先进集体为榜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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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德，锐意进取，为谱写云
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
奋斗！

附件：1.云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名单

          2.云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名单

云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名单

昆明市

王胤佳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第六党支部书记、重症医学

科主任、OPO办公室主任，主任医师

田志禾（女）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黄   瑛（女，白族）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发热门诊科

主任，主任医师

夏加伟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付   义 
昆明市中医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王   辉 
昆明市延安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家磊（白族） 
云南省精神病医院副主任医师

浦   虹（女）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吕孟兴 
昆明市儿童医院医务部主任、输血科主任，副主任医

师

孙洪正 
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消毒科负责人，病媒生

物工程师

毛志鹏 
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科长、应

急办公室主任，主管医师

王家勇 
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执法局传染病防治监

督处处长

游丽萍（女） 
西山区福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

王   波（女） 
晋宁区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李天柱 
富民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副主任医师

杨金慧（女） 
嵩明县人民医院传染性疾病科主任、老年病科主任，

主治医师

解旭红（女） 
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总护士长、呼吸内科护士长，主

管护师

起德丽（女，彝族）
安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管医师

耿占凯 
禄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

严   俊 
五华区龙翔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五华区境外

回国人员集中医学观察点点长

言文斌 
盘龙区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教导员，盘龙区

滞留游客安置点点长，昆明市涉外人员集中医学观察点点
长

曹  永
官渡区金马街道金马社区原居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金

马社区金马寺大村居民小组原党支部书记

何   睿 
东川区卫生健康局卫生应急科、防治艾滋病科科长，

综合监督执法局党支部书记

周震波 
石林县卫生健康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张正光（苗族） 
寻甸县鸡街镇黑山村委会原计生宣传员

王恒昌（回族） 
高新区企业综合服务部卫生计生处处长，主任医师

宋   杨 
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

李忠玲（女） 
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

黄长虹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昆明经开

区）社会事务局副局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副主
任医师

李占良 
昆明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

缪志科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三处副处长

梅   滢 
昆明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支队数据管理大队大队长

朱亚伟（蒙古族）
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

郭丽华（女）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副处长

白   华（女） 
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

宋延宁 
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应急处处长

姚   帆 
昆明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四级调研员

岳   巍 
昆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服务中心主任，副教授

胡宏斌 
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昭通市

熊春燕（女）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陈宣孟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陈韦强 

昭通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主治医师

姚   梅（女） 

昭通市中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汤进贤 

昭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质量总监，副主任

技师

樊   荣（彝族） 

昭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

李泽春 

永善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治医师

王昌杰 

大关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钟燕勋（女） 

盐津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副主任护师

段贵先 

彝良县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主治医师

任   明 

威信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康家荣 

昭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杨文秀（女） 

水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

唐朝泓 

巧家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技师

余发周 

镇雄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李联昆 

威信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双河公安检查站站长

杨秀国 

昭通市委宣传部宣教科科长

王   琴（女） 

昭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信息技术科科长

唐安燕（女） 

昭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外合作科科长

刘金洪

昭通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主任

郎    耀 

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规划财务科科长

邵聪标 

昭通市公安局昭阳分局巡逻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袁玉春 

昭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及食品安全评

估科科长

曲靖市

孙    伟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李    娟（女，彝族）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发热门诊）副主任，

主治医师

顾冬秋（女） 

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王果仙（女） 

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综合科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

任，副主任护师

余雄武（彝族）

曲靖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罗树荣

曲靖市中医医院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

何    俊 

曲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主任

医师

梅毅文

曲靖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传染病防

治卫生监督科科长

卢合江 

富源县胜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主治医师

舒占坤（彝族）

罗平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孙贵龙 

宣威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冠肺炎隔离治疗区主任，副

主任医师

刘    娴（女） 

沾益区人民医院麻醉科护士长，护师

何    华（女）

师宗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主治医师

袁    鹏 

陆良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

医师

刘跃东 

会泽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主治医师

陈建波 

马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副主

任医师

浦仕文（彝族）

宣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蒋红林 

麒麟区委卫生健康工委书记，卫生健康局党组书

记、局长

车熊宝 

麒麟区益宁街道台子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加康 

罗平县腊山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

田小龙 

曲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曲胜高速公路交巡警大

队四级警长

伍    艳（女，彝族）

曲靖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曲靖市看守所副所长

何    俊 

曲靖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西城派出所四级警长

潘树林 

曲靖市交通行政执法监督支队党支部书记、支队长

王    聪

曲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第五党支部纪检委员、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科科长

朱洪良 

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曲靖分公司珠江网记者

玉溪市

罗云梅（女） 

玉溪市人民医院神外一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赵丽惠（女） 

玉溪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韩红梅（女） 

玉溪市儿童医院急诊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吴    强 

玉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委员、副主任，主

任医师

龙桂美（女，彝族）

峨山县人民医院护士，护师

施静琦（女） 

通海县人民医院护士，护师

付林华 

江川区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刘红旭（女） 

澄江市人民医院党委纪检委员、内儿科党支部书

记、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许红林 

元江县人民医院党总支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尚    卿（女） 

易门县人民医院第一党支部书记、采购科科长，主

任护师

赵    炳 

华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

王    斌 

新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士

陈绍武 

红塔区高仓街道梁王坝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

任

解    彬 

通海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四级警长

龙灿德（彝族）

华宁县盘溪镇小龙潭村原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

谭发平 

玉溪市委办公室保卫科科长

李    莉（女） 

玉溪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指挥部综合组副组长

周莉波 

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党委委员、常务副局长

李    诚 

玉溪市财政局社会保障科科长

刘庆华 

玉溪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科长

房万光（彝族）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监督管理科科长

邹桂鹏

玉溪交通运输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伏荣丽（女）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

黄思敏（女） 

玉溪日报社记者

保山市

张继旭  

保山市人民医院医务处主任，主任医师

肖明英（女）  

保山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周世萍（女）  

保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师

段丽忠（傈僳族）  

保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预防控制科副

科长，主治医师

王    雪（女）  

施甸县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赵    海  

腾冲市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主治医师

廖硕发  

龙陵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治医师

苏    宏  

隆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胜国  

腾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卢双秋（女）  

龙陵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医师

张宗启  

昌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股股长，主管

医师

韩保胜  

隆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张建军（回族）  

施甸县公安局太平派出所所长

蔡新装（傈僳族）  

腾冲市猴桥镇胆扎社区村委会主任、外事界务员

李彬仁  

腾冲市腾越街道党工委书记

李    艳（女）  

腾冲市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    臻  

龙陵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杨雪鹏（白族）  

昌宁县公安局副局长

李容婵（女）  

保山市委宣传部对外宣传科科长

和    苏（白族）  

保山市文化和旅游局行业和市场管理科副科长

范俊美（女）  

保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监管科科长

金常德  

保山市红十字会二级调研员

楚雄州

余成敏  

楚雄州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李    应  

楚雄州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段云权  

楚雄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中心主任，主管检验

师

张晓宇（女）  

楚雄市东瓜镇卫生院院长，高级工

杨    韧  

双柏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主治医师

王云江  

牟定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治医师

李    玲（女，彝族） 

南华县人民医院医师

冯世莉（女）  

姚安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主管护师

杨云鉴（傣族）  

大姚县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徐秀琼（女，彝族）  

永仁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护师

姚    丰  

禄丰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邓绍宗  

元谋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管检验师

马自聪（彝族）  

武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李智才  

楚雄市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志祥（彝族）  

大姚县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

刘海东  

禄丰县碧城镇党委书记

罗如贵  

楚雄州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冯忠顺  

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州应对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左宇飞（彝族）  

楚雄州交通运输局工程技术服务站工程师

施克沛  

楚雄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州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陶    鑫  

楚雄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州应对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行政组组长

佘    蕊（女）  

楚雄州广播电视台记者

红河州

黄志兵  

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团委书记，主治医师

吴欣华（女）  

红河州传染病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州应对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医疗救治组副组长，副主任医师

唐毅辉  

红河州妇幼保健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汪雪英（女）  

个旧市传染病医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副主任医

师

周华伟  

开远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杨云发  

蒙自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

钱金丽（女）  

弥勒第一医院党委副书记、感控办主任，主任护师

杨   扬（女，壮族）   

元阳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

尹红华（彝族）  

河口县人民医院感染科执业医师

徐云杰 

蒙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

严关明  

建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肖    明  

石屏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卢福良（哈尼族）  

绿春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

助理医师

朱煜芸（女）  

金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殷    帅  

个旧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杨海龙  

开远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唐永奇  

泸西县卫生健康局疾控科科长

朱    奎（哈尼族）  

红河县公安局乐育派出所副所长

王四军（哈尼族）   

绿春县公安局半坡边境派出所辅警

刘   勇   

屏边县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

杨   超（壮族）  

金平县勐桥乡卡房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盘海金（瑶族）  

河口县莲花滩乡石板寨村坡头村民小组组长

杨    芳（女，彝族）  

红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监测科（价格认

证科）科长

季    洪  

红河州教育体育局学生体质健康监控中心副主任

杨立新 

红河州就业局局长

周永华（彝族）  

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科长

文山州

金加飞（女） 

文山州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主治医师

赵    津  

文山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委员、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高自黄（壮族）  

文山州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督局疾病防治监督科科长

赵付帅  

文山州皮肤病防治所助理医师

龙正奎（彝族）  

文山市卧龙街道办事处卧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师

王廷彬（壮族）  

砚山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李国清（苗族）  

西畴县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执业医师

张    丽（女）  

麻栗坡县人民医院护士长，主管护师

白玉粉（女） 

马关县人民医院主管护师

杨竹仙（女，彝族）  

丘北县人民医院感控办主任，副主任护师

蒙礼正（壮族）  

广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公共卫生执业助

理医师

张红轮（壮族）  

富宁县卫生健康局疾控（卫生应急）股股长、县卫

生健康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工

何立焕  

文山市平坝镇副镇长、派出所所长

李绍云（彝族） 

砚山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

付乾斌  

西畴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警务技术四级主管

王朝金  

麻栗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坪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李胜高  

马关县公安局马白派出所四级警长

余海涛  

丘北县公安局行政拘留所指导员

梁    宇（壮族）  

广南县公安局底圩派出所教导员

杨    军  

富宁县公安局副局长、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

陈登跃  

文山州公安局某大队教导员

罗    勇  

文山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州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疫情防控组副组长

王建全（壮族）  

文山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四级主任科员

满    鑫（女）  

文山广播电视台记者

普洱市

冯   舜 

普洱市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主任医师

廖帮磊  

普洱市第二人民医院办公室负责人，主管护师

黄文艳（女，彝族）

普洱市中医医院内系第一党支部副书记、内科护士

长，副主任护师

石   峰  

普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蒋中波（女，哈尼族）  

思茅区人民医院感染科副护士长，护师

李文波（女，彝族）  

宁洱县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科长，副主任医师

余开明（彝族）  

墨江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主治医师

王小华（女）  

景谷县人民医院主管护师

叶从梅（女）  

景东县中医医院医务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柳   毅（彝族） 

江城县勐烈镇卫生院院长，医师

费莉媚（女）  

镇沅县人民医院护师

李志平（拉祜族） 

孟连县妇幼保健院院长，医师

吴显华  

西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

施   旖（彝族）  

宁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四级技术主管

曹晓娟（女，哈尼族）  

墨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许明淞（拉祜族）  

孟连县芒信镇人民武装部部长

冯   刚  

景东县公安局副局长

朱国龙（彝族）  

澜沧县公安局一级警长

彭贵荣（拉祜族） 

澜沧县糯福乡人民武装部部长

娜   思（女，拉祜族）  

西盟县力所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杨   越（哈尼族）  

江城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李   洋（彝族）  

镇沅县公安局按板镇派出所所长

罗   夫  

普洱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科科长

罕   亮（哈尼族） 

普洱市公安局某支队政委

西双版纳州

王同莉（女）  

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

范建华  

西双版纳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州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疫情防控组副组长，主任医师

杨志强  

景洪市第一人民医院执业医师、市急救中心主任

李文超（彝族）  

景洪市景哈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主管药师

吕   磊  

勐海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杨惠芬（女，拉祜族）  

勐海县中医医院急诊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罗建辉（拉祜族）  

勐海县打洛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执业

医师

杨福祥（女，白族）  

勐腊县人民医院ICU科主任，主治医师

岑尚珍（女，布依族）  

勐腊县中傣医医院感控办主任，副主任护师

周迎春（女，彝族）  

勐腊县妇幼保健院院长，执业助理医师

何   荆  

景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卫生防疫主管医师

陆荣刚（彝族）  

景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市应对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罗如斌  

景洪市公安局网络安全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玉   并（女，傣族）  

景洪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

胡兆晶（拉祜族）  

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边境地区疫情防

控应急工作前线指挥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姜   维（拉祜族）  

勐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

李桂芳（女，哈尼族）  

勐海县勐海镇景囡社区主任

鲍   苇  

勐腊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高级工

章   松  

勐腊县勐捧镇派出所副所长

门   扎（哈尼族）  

勐腊县勐捧镇曼贺南村武装干事

颜   炜  

西双版纳州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州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州级集中隔离人员工作组副组

长

官桂兰（女）  

西双版纳州教育体育局四级主任科员

大理州

苏慧勇（白族） 

大理州人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周   俊  

大理州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杜   蕊（女）  

大理州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干事，护师

张池美（女）  

大理州中医医院内一科副主任医师

张南珠（女，白族）  

大理州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护师

陈晓明  

大理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陈   冉（女）  

大理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中心主管技师

王   珺（白族）  

大理市凤仪卫生院院长，主任医师

代   丽（女）  

宾川县人民医院内三科主任，主治医师

施超凡（彝族）  

永平县人民医院院长，主治医师

李正伟（彝族） 

漾濞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主治医师

吴桂光（彝族）  

云龙县团结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药剂科科长，医

士

杨凤丽（女，白族） 

剑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科长，主管技师

王云鹰（白族）  

大理市下关街道办事处福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

茶向金（彝族）  

巍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李继生（彝族）  

南涧县卫生健康局党工委书记、局长

王   丽（女）  

祥云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白云峰（彝族）  

弥渡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陈利军  

大理州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综合科科长

王永青（女，彝族）  

大理州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科科长

赵向辉（白族）  

大理金沙半岛海景养生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杨淑燕（女，白族）  

云南大理交通运输集团公司大理汽车客运站站务员

德宏州

章银娣（女）  

德宏州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梁   莅（女） 

德宏州中医医院副主任护师

冯   凯（傣族）  

德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

时   允（白族） 

芒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主治医师

张金桥  

瑞丽市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杨卫华  

盈江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李益刚  

梁河县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主治医师

申   多  

陇川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王   莉（女）  

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

王   妍（女）  

瑞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师

杨爱聪（女）  

梁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申安然  

陇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医

师

包二国（德昂族）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民防空办公室组织指挥股

原中级工

李   明（景颇族）  

芒市芒海镇党委书记

冯恩波 

瑞丽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陈丽萍  

国家税务总局瑞丽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城钢  

瑞丽市弄岛镇民兵巡护队排长  

岩吞亮（傣族）  

瑞丽市姐相乡顺哈村委会银井第一村民小组组长

李江蓉（女）  

瑞丽市勐卯镇目瑙社区主任

张永鼎  

盈江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

寸   凯  

陇川县章凤镇党委书记

杨   灵  

德宏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党组成员，州疫

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张云波（彝族） 

德宏州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

丽江市

周欣娟（女，纳西族）  

丽江市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主管护师

韩秀林（女）  

丽江市人民医院院感防疫部主管检验师

吉   永  

丽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和砚泉（女，纳西族）  

古城区束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

树孟春（纳西族）  

古城区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主治医师

和润光（纳西族）  

玉龙县拉市镇卫生院院长，医师

肖云琦（女，彝族）  

宁蒗县人民医院内三科护士长，护师

和   皋（纳西族）  

玉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副主

任医师

杨世松  

华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金之彪  

永胜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管检验师

张云宇  

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交通警察二大队警务技术四

级主管

张国赟（纳西族）  

古城区祥和街道义和社区党总支书记

李明春（女，苗族）  

玉龙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和贵永（纳西族）  

玉龙县公安局火车站警务站三级警长

和   强（纳西族）  

丽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材料和装备工业科科长

董   玥（女）  

丽江市民政局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科副科长

屈春国  

丽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科科长

闵志龙 

丽江市广播电视台记者

怒江州

赵   燕（女，白族）  

怒江州人民医院第二党支部书记、儿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

李国华（傈僳族）  

泸水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士

刘学景  

泸水市上江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助理医师

田荣花（女，白族）  

兰坪县人民医院传染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陈会桥（女，傈僳族）  

福贡县人民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

胡桥春（白族）  

兰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公共卫

生助理医师

卫付三（傈僳族）  

泸水市洛本卓乡俄嘎村武装干事

乔淙保（白族）

 贡山县发展改革和经济贸易信息化局原一级科

员

余   强（傈僳族）  

 贡山县茨开镇满孜村武装干事  

吴元生（傈僳族）  

  怒江州公安局警令部指挥中心主任

  谢    伟（白族）  

  怒江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左智良   

  福贡县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迪庆州

吴鸿珍（女，藏族）  

迪庆州人民医院副院长，副主任护师

秦彦韬（藏族）  

迪庆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检验师

周红文（纳西族）  

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卫生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和张春（女，藏族）  

维西县人民医院医务科主任，主治医师

鲁茸达瓦（藏族）  

德钦县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戴青山（傈僳族）  

维西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主任，副主任医师

和兆平（女，普米族）  

香格里拉市公安局四级警长

李   健（白族） 

迪庆州公安局香格里拉经济开发区分局治安大队教

导员

杨春福（藏族） 

迪庆州劳动就业服务局就业促进科科长

张泉忠  

迪庆香格里拉机场运行管理部主任

临沧市

母继林  

临沧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唐贞力  

临沧市中医医院院长，市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

挥部医疗救治组副组长，主任医师

杨建波（女）  

临沧市妇幼保健院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尤忠红（女）

临沧市精神病专科医院副主任医师

付廷早  

临沧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应急科副科长，主管

医师

杨   玲（女）  

临翔区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李可军  

凤庆县勐佑卫生院院长，主治医师

周   剑（女）  

永德县人民医院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杨雪玲（女）  

镇康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张国成  

耿马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熊春毅（苗族） 

沧源县芒卡镇中心卫生院院长，执业医师

赵晓英（女，佤族）  

沧源县勐董镇卫生院护士长，护师

刀丽亚（女，傣族）  

双江县人民医院主管护师

廖俊华  

临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助理医师

字丽琼（女，彝族）  

云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长，副主任医师

宋忠艳（女）  

镇康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科长，主管检验技师

邓   伟（傣族） 

耿马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助理医师

田文均（佤族）  

国家税务总局沧源县税务局一级主办

李毅鹏（阿昌族）    

临翔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王建东（布朗族）  

云县公安局民警

毕向春（彝族）  

凤庆县凤山镇东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虞   宁  

永德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杨   俊（彝族）  

镇康县勐捧镇岔沟村基干民兵

杨   鹏  

耿马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勐撒中队中队长

陈京晶（女）  

沧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

李国华  

双江县勐勐镇新村社区党总支书记

熊林彪（傣族） 

临沧市公安局某大队副大队长

鲁天福（彝族）  

临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中央驻滇和省级单位

袁   兵 

省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肖   安 

省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与肝病科副主任医师

李正超 

省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医师

阿晓明（彝族）

省第一人民医院内科重症监护病房护师

赵文朋 

省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护士长，护师

张小艺（女） 

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护师

杨彦红 

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护师

王道禧（女，拉祜族）

省第一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护师

罗   壮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党

支部书记、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杜晓华（女）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医师

康   云（女）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

师

方利洲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科

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

刘永刚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主

管护师

范晶华（女）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陈一晖（女）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

师

张艳亮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检验科副主任技师

曾海萍（女）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副

主任，主管药师

王   刚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

任医师

游喻龙（藏族）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师

余力锐（女）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一病区副主任

护师

徐   鸥 

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肺血管与综合内科主任医师

李   晖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周太成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省第二人民医院）中心实验室

助理研究员

李慧文（女，满族）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省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护

士，主管护师

刘   萍（女）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主任医师

侯建红 

省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治医师

杨继英（女） 

省第三人民医院医学装备部主任，主任医师

肖琼怡（女） 

省第三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   玉（女） 

省第三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段林灿（白族） 

省肿瘤医院医务部副主任，主任医师

谢   健 

省中医医院滇池院区急诊科党支部书记、主任，主

任医师

代月娇（女，回族）

省中医医院老年病中心一病区代理护士长，主管护

师

邹映东（彝族）

省中医医院检验科主管检验师

解欢琼（女） 

省中医医院滇池院区急诊科主治医师

刘嘉瑞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栓一科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顾   伟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副教授

孔顺康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护师

沈   沂（女） 

省妇幼保健院护理部副主任，主管护师

李   彬（女）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消毒中

心护士长，护师

李海燕（女） 

省传染病医院内科/ICU副主任，主治医师

罗   兰（女） 

省传染病医院感染二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杨维林 

省传染病医院药剂科主任，副主任药师

张嗣兴 

省传染病医院医务部主任，主任医师

李   丽（女） 

省传染病医院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廉云晖（女） 

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内科护士长，护师

雷   鸣（女） 

省老年病医院手术麻醉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宗   凯 

省急救中心急救科医师

何   烨（女） 

省急救中心急救科护士，护师

程光健 

省急救中心车管科驾驶员，中级工

赵世文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周晓芳（女）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制所主管技师

卢   冉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监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

置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何继波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监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

置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林   燕（女）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监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

置中心主管医师

常利涛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主任医师

秦明芳（女）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制所所

长，副主任医师

李   多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制所主管技师

冯   云（女，白族） 

省地方病防治所病毒立克次体防治科科长，副主任

医师

王跃兵

省地方病防治所行政办公室主任、卫生应急办公室

主任，副主任医师

郭晓芳（女） 

省寄生虫病防治所虫媒病毒性疾病防制科主任医师

字金荣（彝族） 

省寄生虫病防治所蠕虫/原虫病防制科医师

郭   洁 

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社会服务部副主任，主治医

师

鲁帅尧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实验及技术支撑

部主任，副主任技师

张   含 

省委办公厅信息一处副处长，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指挥部综合组文稿小组副组长

杨永跃 

省纪委省监委办公厅行政处一级主任科员

刘西林 

省委政策研究室文稿一处副处长，省应对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陈建丽（女） 

省档案局接收整理处四级调研员

张晓龙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六处副处长

周滋嵬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

周建新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材料工业处副处长，省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物资保障组联络员

段   宁 

云南财经大学办公室秘书一科科长

李兴安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综合处副处长，省应对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李   琦 

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交巡警支队昆楚大

队副大队长

李舒艳（女） 

省民政厅办公室信访综合科一级主任科员

陈翡敏（女） 

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处

长，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财务后勤组副组长

莫   飞 

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一级主任科员

刘跃明 

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总农艺师，云南省支援湖北省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农产品捐赠工作专班蔬菜产品比选组

组长

王永生（回族） 

省文化和旅游厅行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熊   颖（女）

省纪委省监委驻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纪检监察组副组

长，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丁文飞（女，回族）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省应对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指挥部综合组文秘小组组长

赵雁铭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省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刘毅鹏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处处长

沈砚亭（女）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财务处一级主任科员，省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张雄伟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政策研究和体制改革处副处长，

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张   伟（彝族）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省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疫情防控组联络员

杨东学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省应对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医疗救治组联络员

李朝梁（彝族）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省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刘   斌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应急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郑春龙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处一级

主任科员，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徐晓峰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处副处长，省应对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指挥部宣传组成员

李昀祺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产业发展处三级主任科员，

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邓   平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医疗管理处四级主任科员，

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徐   扬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防治艾滋病处一级主任科员，省

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邱宇翔 

省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室主任，省应对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李宝鑫 

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党办负责人，省

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何舒婷（女）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服务中心办公室职工，省应

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武文杰 

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领事处四级调研员，省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外事组副组长

周昌华 

省国资委党建工作处处长

张洪娟（女） 

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社会处一级主任科员，省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马晓彬 

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党支部纪检委员、质量管理

办公室主任

袁   明 

昆明海关进出口食品安全处食品安全一科科长

林俊葵 

盈江海关口岸监管一科副科长

张亚红（女，傣族）

西双版纳海关二级主办

李   夏 

昆明海关所属邮局海关办公室主任

阮云杰（傣族） 

昆明海关所属风险防控分局布控选查科科长

禹春发 

保山边境管理支队芒颜边境检查站站长

尚   伟 

文山边境管理支队麻栗坡城关边境派出所副所长

黄   鹏（回族） 

勐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勐啊分站民警

要   堃

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

黄成武 

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银井分站民警

唐发顺 

怒江边境管理支队花桥坝边境检查站站长

周建德 

昆明铁路局集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科

长

王志卿

中国民航云南安全监督管理局监察员

何梦煌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云南省援助湖北省

医疗队临时党委副书记，云南省支援湖北省疫情防控前

方指挥部综合协调组组长

车学继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二级调研员，云南省

支援湖北省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医疗救治组组长

李育操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处一级主任科员，云南

省援助湖北省第一批医疗队联络员

匡德志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药政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云南

省支援湖北省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物资保障组成员

路   坤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外交流合作处一级主任科员，

云南省援助湖北省第五批医疗队联络员

叶传增 

人民日报社云南分社记者

张志军 

云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新闻部主编，云南省援助

湖北省医疗队随队记者

中央驻滇和省属企业及其他

李仕茂 

昆钢控股云南宝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供应链管理事

业部副主任

杨   剑 

云投集团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态

人居事业部总经理

马   芳（女，彝族）

云天化集团云南云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仓储物流

高级专员

杨   磊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云南机

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   嵩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双版纳机场安全服务

管理部主任

吴   勇 

云南建投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普照瀛 

云南农垦集团云粮集团储备粮管理中心副主任

张如举 

康旅集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

董云超
云南能投集团云南保山苏帕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阿

鸠田电厂原党支部书记、厂长

贾  犀(女) 

省农信社昆明市联社办公室副主任

丁成智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建筑设计研究院工

作室主任

林芳雯（女，彝族）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昆明供电局原正值调度员

吴东科 

中国铜业驰宏（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玻利维亚

D铜矿股份有限公司物资管理专员

张琼芳（女） 

云南白药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物流及流程管理部收

货验收经理，执业药师

沈长虹

云南奥斯迪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云南昆钢医院

五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盘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官渡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呈贡区卫生健康局

晋宁区卫生健康局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昆明经开

区）社会事务局

官渡区大板桥街道办事处

昆明市委办公室

昆明市委宣传部

昆明市纪委市监委

昆明市委政法委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突击

小分队

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

公室

昆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昆明市财政局机关党委

昆明市交通运输局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

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昊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昭通市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昭通市中医医院

巧家县人民医院

镇雄县人民医院

昭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鲁甸县茨院回族乡卫生院

威信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昭通市交通运输局

昭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昭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昭通市看守所

国家税务总局昭通市税务局

曲靖市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曲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罗平县人民医院

陆良县人民医院

麒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马龙区通泉街道启秀社区居委会

富源县公安局

宣威市卫生健康局

师宗县公安局

会泽县古城街道办事处

曲靖市公安局

曲靖市公安局沾益分局

曲靖市交通行政执法监督支队

曲靖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

玉溪市

玉溪市人民医院

玉溪市第二人民医院

玉溪市第三人民医院

玉溪市中医医院

玉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玉溪市急救中心

易门县人民医院

澄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川区大街街道办事处

通海县卫生健康局

玉溪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玉溪市公安局

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红塔山派出所

玉溪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玉溪诺德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保山市

保山市人民医院

保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保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施甸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隆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腾冲市猴桥镇人民政府

腾冲市公安局

腾冲市卫生健康局

龙陵县公安局

龙陵县卫生健康局

昌宁县卫生健康局

保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保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保山边境管理支队芒颜边境检查站

楚雄州

楚雄州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楚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大姚县中彝医医院

武定县人民医院

永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禄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楚雄市鹿城镇人民政府

大姚县金碧镇党委

禄丰县金山镇党委

楚雄州工业和信息化局

楚雄州公安局

楚雄州教育体育局

楚雄州文化和旅游局

楚雄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红河州

云南省滇南中心医院（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红河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建水县人民医院

金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河口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开远市卫生健康局

蒙自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石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弥勒市公安局

元阳县南沙镇人民政府

绿春县卫生健康局

屏边县和平镇人民政府

红河州委宣传部

红河州公安局警令部

红河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红河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文山市

文山州人民医院

文山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文山市人民医院

广南县人民医院

西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丘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富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麻栗坡县公安局

麻栗坡县卫生健康局

马关县都龙镇茅坪村委会

文山州纪委州监委

文山州委宣传部

文山州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

文山州交通运输局

文山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普洱市

普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思茅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景东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镇沅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宁洱县人民医院

墨江县卫生健康局

孟连县勐马镇人民政府

澜沧县卫生健康局

西盟县公安局勐梭出入城疫情综合防控点

江城县口岸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景谷县公安局

景谷县交通运输局

普洱市公安局

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

普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西双版纳州

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

西双版纳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西双版纳精神卫生防治中心

景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勐海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勐腊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勐腊县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景洪市勐龙镇人民政府

景洪边境管理大队

勐海县公安局

勐海县卫生健康局

勐海县打洛镇人民政府

勐腊县卫生健康局

勐腊县磨憨镇人民政府

西双版纳州公安局

大理州

大理州人民医院

大理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祥云县人民医院

大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弥渡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巍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鹤庆县公安局

洱源县卫生健康局

大理市交通运输局

大理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大理州公安局

大理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德宏州

德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瑞丽市人民医院

梁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芒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芒市勐焕街道办事处营水社区居委会

芒市遮放镇河边寨村谢里村民小组

瑞丽市畹町镇人民政府

瑞丽市姐相乡顺哈村委会银井第一村民小组

盈江县那邦镇人民政府

盈江县昔马镇王家寨村民小组

陇川县陇把镇吕良村民委员会

陇川县章凤镇芒拉村民委员会芒岭村民小组

德宏州公安局

德宏州公安局芒市机场分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丽江市

丽江市人民医院

丽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宁蒗县人民医院

古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玉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丽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丽江市公安局

丽江市交通运输局

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

丽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怒江州

怒江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福贡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泸水市公安局

泸水市片马镇片马村委会

兰坪县通甸镇人民政府

迪庆州

香格里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维西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德钦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迪庆州公安局

迪庆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临沧市

临翔区医疗卫生共同体总医院

云县人民医院

凤庆县中医医院

永德县人民医院

耿马县人民医院

双江县人民医院

耿马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镇康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沧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沧源县勐董镇党委

镇康县民兵疫情防控队

临沧市委政法委

临沧市公安局

临沧市文化和旅游局

临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央驻滇和省级单位

省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省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省第一人民医院国有资产管理处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省第二人民医院）援助湖北医

疗队

省第三人民医院医学装备部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援助湖北通山医疗队

省中医医院光华院区急诊科（ICU）

省传染病医院医学影像科

省传染病医院呼吸科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省急救中心车管科

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卫生应急队

省地方病防治所鼠疫防治中心和病毒科党支部

省保健康复中心保健二科

省委办公厅办公室

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党代表管理处）

省委政法委边防工作指导协调处

省委网信办网络应急管理和网络舆情处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六处

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

省科学技术厅社会发展科技处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

省公安厅民用机场公安局

省公安厅科技信息化处（疫情防控大数据工作组）

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省就业局

省商务厅口岸通关促进处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处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党委（人事处、社会组织党

建办）

云南健康码技术小组

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

省审计厅社会保障审计处

省人民政府研究室派驻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

挥部办公室综合文稿材料小组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处

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

省总工会办公室

省红十字会筹资财务部

云南海外联谊会

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管理处

昆明海关卫生检疫处

昆明海关口岸监管处

云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南伞海关

勐腊海关

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边防检查处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

普洱边境管理支队芒信边境派出所

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

德宏边境管理支队芒市边境管理大队

临沧边境管理支队芒卡边境派出所

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飞行部

新华社云南分社总编室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编辑中心

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综合组

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出入境管控组

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外事组

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疫情防控组

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医疗救治组

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宣传组

应急管理部昆明康复中心保障省指挥部后勤服务组

云南省支援湖北省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

省监狱管理局援助湖北医疗队

中央驻滇和省属企业及其他

云南省社会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个旧云锡劳动防护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航站区管理部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德宏芒市机场

云南建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农垦集团支援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农产品捐

赠前方工作组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铜业秘鲁矿业党工委

云南白药医用口罩生产线建设团队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浪潮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驻省指挥部信息技术

保障小组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表彰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和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020年12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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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团结带领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
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坚
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扛起疫情
防控政治责任，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牢牢
守住祖国的西南门户，为全国疫情防控工作大局作出了积
极贡献。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具体安排，
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
交出合格答卷。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广泛动员、组织和凝聚广大党员群众奋战在抗击疫情最前
沿，众志成城，强边固防，切实构筑疫情防控铜墙铁
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推动防疫工作向常态化转
变，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共产党员挺身而出、
逆向而行，争分夺秒、舍生忘死，紧要关头彰显党员本
色，危难时刻诠释公仆情怀，充分彰显了生命至上、举国
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为表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共产党
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往无前、不懈奋斗，省委决定，授
予王胤佳等144名共产党员“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追授曹永等6名共产党员“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
予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等120个基层党组织“云南省先
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这次受表彰的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和云南省先进基层
党组织，是我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中
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充分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鲜明昭示
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力彰显了党的强大
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省
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都要以受表彰
的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和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为榜样，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
贯彻执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
忠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不懈为群众办
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在平凡的
岗位上创造不平凡成绩；始终保持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
难关头豁得出来、重大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担当精神，切
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勠
力同心、忠诚履职，以实际行动凝聚起推动云南高质量发
展的磅礴力量。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边境防控压力有
增无减，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各项任务艰巨而繁重。
全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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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发有为、扎实工作，知重负重、
攻坚克难，为我省“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好中国
梦的云南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和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

云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集体名单

昆明市

王胤佳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第六党支部书记、重症医学

科主任、OPO办公室主任，主任医师

田志禾（女）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黄    瑛（女，白族）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发热门诊科

主任，主任医师

王    辉
昆明市延安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毛志鹏
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科长、应

急办公室主任，主管医师

游丽萍（女）
西山区福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

王    波（女）
晋宁区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起德丽（女，彝族）
安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管医师

严    俊
五华区龙翔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五华区境外

回国人员集中医学观察点点长

言文斌
盘龙区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教导员，盘龙区

滞留旅客安置点点长，昆明市涉外人员集中医学观察点点
长

曹   永
官渡区金马街道金马社区原居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金

马社区金马寺大村居民小组原党支部书记

朱亚伟（蒙古族）
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

白    华（女）
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

昭通市

熊春燕（女）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

任医师

汤进贤
昭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质量总监，副主任技

师

李泽春
永善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治医师

王昌杰
大关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康家荣
昭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唐朝泓
巧家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技师

邵聪标
昭通市公安局昭阳分局巡逻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曲靖市

李   娟（女，彝族）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发热门诊）副主任，主

治医师

余雄武（彝族）
曲靖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

何    俊
曲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主任医

师

卢合江
富源县胜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主治医师

车熊宝
麒麟区益宁街道台子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主任

田小龙
曲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曲胜高速公路交巡警大队

四级警长

王    聪
曲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第五党支部纪检委员、食

品安全抽检监测科科长

朱洪良
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曲靖分公司珠江网记者

玉溪市

赵丽惠（女）
玉溪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吴    强
玉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委员、副主任，主任

医师

刘红旭（女）
澄江市人民医院党委纪检委员、内儿科党支部书记、

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陈绍武
红塔区高仓街道梁王坝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龙灿德（彝族）
华宁县盘溪镇小龙潭村原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

周莉波
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党委委员、常务副局长

黄思敏（女）
玉溪日报社记者

保山市

张继旭
保山市人民医院医务处主任，主任医师

廖硕发
龙陵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治医师

苏    宏
隆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胜国
腾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张建军（回族）
施甸县公安局太平派出所所长

李彬仁
腾冲市腾越街道党工委书记

楚雄州

李    应
楚雄州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杨云鉴（傣族）
大姚县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徐秀琼（女，彝族）
永仁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护师

邓绍宗
元谋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管检验师

李智才
楚雄市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

罗如贵
楚雄州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陶    鑫
楚雄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州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行政组组长

红河州

吴欣华（女）
红河州传染病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州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医疗救治组副组长，副主任医师

汪雪英（女）
个旧市传染病医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尹红华（彝族）
河口县人民医院感染科执业医师

徐云杰
蒙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

卢福良（哈尼族）
绿春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助

理医师

杨海龙
开远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    勇
屏边县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

杨    超（壮族）
金平县勐桥乡卡房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文山州

王廷彬（壮族）
砚山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张    丽（女）
麻栗坡县人民医院护士长，主管护师

张红轮（壮族）
富宁县卫生健康局疾控（卫生应急）股股长、县卫生

健康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工

付乾斌
西畴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警务技术四级主管

李胜高
马关县公安局马白派出所四级警长

梁    宇（壮族）
广南县公安局底圩派出所教导员

罗    勇
文山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州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疫情防控组副组长

普洱市

廖帮磊
普洱市第二人民医院办公室负责人，主管护师

黄文艳（女，彝族）
普洱市中医医院内系第一党支部副书记、内科护士

长，副主任护师

蒋中波（女，哈尼族）
思茅区人民医院感染科副护士长，护师

李志平（拉祜族）
孟连县妇幼保健院院长，医师

朱国龙（彝族）
澜沧县公安局一级警长

娜    思（女，拉祜族）
西盟县力所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杨    越（哈尼族）
江城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罕    亮（哈尼族）
普洱市公安局某支队政委

西双版纳州

范建华
西双版纳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州应对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指挥部疫情防控组副组长，主任医师

李文超（彝族）
景洪市景哈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主管药师

罗建辉（拉祜族）
勐海县打洛镇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执业医

师

玉    并（女，傣族）
景洪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

胡兆晶（拉祜族）
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边境地区疫情防控

应急工作前线指挥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门    扎（哈尼族）
勐腊县勐捧镇曼贺南村武装干事

大理州

苏慧勇（白族）
大理州人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周    俊
大理州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杜    蕊（女）
大理州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干事，护师

陈晓明
大理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王    珺（白族）
大理市凤仪卫生院院长，主任医师

吴桂光（彝族）
云龙县团结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药剂科科长，医士

陈利军
大理州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综合科科长

德宏州

张金桥
瑞丽市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王    莉（女）
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

包二国（德昂族）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民防空办公室组织指挥股原

中级工

岩吞亮（傣族）
瑞丽市姐相乡顺哈村委会银井第一村民小组组长

张永鼎
盈江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

寸    凯
陇川县章凤镇党委书记

丽江市

周欣娟（女，纳西族）
丽江市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主管护师

吉    永
丽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和砚泉（女，纳西族）
古城区束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

和    皋（纳西族）
玉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副主任

医师

闵志龙
丽江市广播电视台记者

怒江州

赵    燕（女，白族）
怒江州人民医院第二党支部书记、儿科主任，副主任

医师

刘学景
泸水市上江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助理医师

余    强（傈僳族）
贡山县茨开镇满孜村武装干事

迪庆州

吴鸿珍（女，藏族）
迪庆州人民医院副院长，副主任护师

周文红（纳西族）
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卫生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李    健（白族）
迪庆州公安局香格里拉经济开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教导员

临沧市

尤忠红（女）
临沧市精神病专科医院副主任医师

付廷早
临沧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应急科副科长，主管医

师

张国成
耿马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副主任医师

赵晓英（女，佤族）
沧源县勐董镇卫生院护士长，护师

毕向春（彝族）
凤庆县凤山镇东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杨    俊（彝族）
镇康县勐捧镇岔沟村基干民兵

熊林彪（傣族）
临沧市公安局某大队副大队长

鲁天福（彝族）
临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中央驻滇和省级单位

肖    安
省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与肝病科副主任医师

赵文朋
省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护士长，护师

杜晓华（女）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医师

方利洲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科党

支部书记，主任医师

余力锐（女）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一病区副主任护

师

刘    萍（女）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主任医师

侯建红
省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治医师

谢    健
省中医医院滇池院区急诊科党支部书记、主任，主任

医师

刘嘉瑞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栓一科副主任，副主

任医师

张嗣兴
省传染病医院医务部主任，主任医师

李    丽（女）
省传染病医院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雷    鸣（女）
省老年病医院手术麻醉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何    烨（女）
省急救中心急救科护士，护师

周晓芳（女）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制所主管技师

何继波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监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

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王跃兵
省地方病防治所行政办公室主任、卫生应急办公室主

任，副主任医师

张    含
省委办公厅信息一处副处长，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指挥部综合组文稿小组副组长

杨永跃
省纪委省监委办公厅行政处一级主任科员

张晓龙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六处副处长

周滋嵬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

段    宁
云南财经大学办公室秘书一科科长

李    琦
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交巡警支队昆楚大队

副大队长

李舒艳（女）
省民政厅办公室信访综合科一级主任科员

莫    飞
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一级主任科员

王永生（回族）
省文化和旅游厅行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刘毅鹏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处处长

刘    斌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应急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省

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武文杰
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领事处四级调研员，省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外事组副组长

周昌华
省国资委党建工作处处长

张洪娟（女）
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社会处一级主任科员，省应对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人员

马晓彬
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党支部纪检委员、质量管理办

公室主任

袁    明
昆明海关进出口食品安全处食品安全一科科长

何梦煌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云南省援助湖北省医

疗队临时党委副书记，云南省支援湖北省疫情防控前方指
挥部综合协调组组长

匡德志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药政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云南省

支援湖北省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物资保障组成员

路    坤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外交流合作处一级主任科员，云

南省援助湖北省第五批医疗队联络员

张志军
云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新闻部主编，云南省援助湖

北省医疗队随队记者

中央驻滇和省属企业

杨    剑
云投集团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态人

居事业部总经理

张如举
康旅集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

董云超
云南能投集团云南保山苏帕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阿鸠

田电厂原党支部书记、厂长

林芳雯（女，彝族）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昆明供电局原正值调度员

吴东科
中国铜业驰宏（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玻利维亚D铜

矿股份有限公司物资管理专员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昆明市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

云南昆钢医院党委

五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盘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官渡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呈贡区卫生健康行业党委

晋宁区委卫生健康工委

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突击小
分队临时党支部

昆明市财政局机关党委

昊邦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昭通市中医医院党委

巧家县人民医院党委

鲁甸县茨院回族乡卫生院党支部

昭通市交通运输局机关第一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昭通市税务局机关党委

曲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罗平县人民医院党委

麒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马龙区通泉街道启秀社区党总支

会泽县委古城街道工委

曲靖市交通行政执法监督支队党支部

玉溪市人民医院党委

玉溪市中医医院党委

玉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玉溪市急救中心党支部

玉溪市互联网行业委员会高古楼党支部

保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隆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腾冲市猴桥镇党委

龙陵县卫生健康局机关党支部

昌宁县委卫生健康工委

楚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大姚县中彝医医院党支部

武定县人民医院党总支

禄丰县金山镇党委

楚雄州公安局机关党委

云南省滇南中心医院（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红河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金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河口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蒙自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党支部

绿春县卫生健康局机关党支部

红河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党委

文山州人民医院党委

广南县人民医院党总支

丘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麻栗坡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党支部

马关县都龙镇茅坪村党总支

文山州交通运输局直属机关党委

普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思茅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宁洱县人民医院第一党支部

孟连县勐马镇党委

澜沧县卫生健康局机关党支部

西盟县公安局勐梭出入城疫情综合防控点临时党支部

江城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机关党支部

西双版纳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景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勐腊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景洪市勐龙镇党委

勐海县卫生健康局机关党支部

大理州人民医院党委

大理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

祥云县人民医院党委

大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鹤庆县公安局机关党委

大理市交通运输局机关党委

芒市遮放镇河边寨村谢里小组党支部

瑞丽市姐相乡顺哈村银井第一村党支部

盈江县昔马镇胜利村王家寨党支部

陇川县陇把镇吕良村党总支

德宏州公安局芒市机场分局党支部

丽江市人民医院党委

宁蒗县人民医院医疗集团党委

丽江市公安局机关党委

丽江市委卫生健康工委

福贡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泸水市片马镇片马村党支部

兰坪县通甸镇党委

香格里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维西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德钦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临翔区医疗卫生共同体总医院党委

耿马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镇康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沧源县勐董镇党委

临沧市文化和旅游局机关党支部

临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

省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党支部

省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党支部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医学科党支部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党支部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援助湖北
医疗队临时党支部

省中医医院光华院区急诊科党支部

省传染病医院呼吸科党支部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

省急救中心车管党支部

省地方病防治所鼠疫防治中心和病毒科党支部

省委办公厅办公室党支部

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党代表管理处）党支部

省委政法委边防工作指导协调处党支部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六处党支部

省科学技术厅社会发展科技处党支部

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党总支

省公安厅科技信息化处党总支

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党支部

省就业局党总支

省商务厅口岸通关促进处党支部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党委（人事处）党支部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处党支部

南伞海关党总支

省监狱管理局援助湖北医疗队临时党支部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航站区管理部党委

云南农垦集团支援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农产品捐赠
前方工作组临时党支部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党委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昆明市

昭通市

曲靖市

玉溪市

保山市

楚雄州

红河州

文山州

普洱市

西双版纳州

大理州

德宏州

丽江市

怒江州

迪庆州

临沧市

中央驻滇和省级单位

省属企业及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