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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推荐 2022 年度先进个人名单

1. 丁艳艳 伊川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2. 张宇驰 洛宁县城区派出所所长

3. 郭新芳 嵩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4. 常玉婷 洛阳市公安局老城分局治安大队民警

5. 梁 雷 涧西区郑州路街道南盟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6. 杨淑琴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主任医师

7. 刘晓刚 偃师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8. 凌加年 西工区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9. 王志刚 宜阳县中医院副主任医师

10. 何相如 洛龙区龙门镇卫生院院长

11. 董儒彬 汝阳县三屯镇卫生院副院长

12. 杨柳青 新安县中医院院长

13. 安小刚 洛阳市公安局伊滨分局副局长

14. 牛艳峰 瀍河区卫生监督中心干部

15. 常玉珍 栾川县栾川乡政府副乡长

16. 王 宁 洛阳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洛北二所副所长

17. 庄广文 洛阳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科科长

18. 赵 鹏 洛阳市政务服务中心技术保障科副科长

19. 段亚琼 洛阳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管科副科长

20. 付耙牯 河南科技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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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殷钾辉 洛阳殡仪馆党支部书记、主任

22. 万 烨 洛阳中硅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3. 李俊杰 洛阳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办公室主任

24. 黄干军 洛阳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主任

25. 余 潜 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建设管理科科长

26. 孙浩洋 洛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民工工作科科长

27. 马晓磊 洛阳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

28. 赵伟普 伊滨区卫健医保局副局长

29. 余泰松 洛阳火车站业务员

30. 王 咏 洛阳北郊机场应急管理中心消防支队副支队长

31. 郑 路 洛阳市公安局涧西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32. 崔怀成 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分局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

33. 李沣宸 洛阳市公安局新安县局刑警大队民警

34. 张晓明 洛阳市公安局孟津分局党委委员

35. 杨万彬 洛阳市公安局伊川县局党委委员

36. 华光超 洛阳市公安局瀍河分局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

教导员

37. 张黎明 洛阳市公安局宜阳县局警令部教导员

38. 贾海东 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公室副主任

39. 张洋洋 洛阳市公安局警令部情指中心民警

40. 张 恒 洛阳市公安局警令部情指中心民警

41. 李克伟 洛阳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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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田 鹏 洛阳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

43. 马振卫 嵩县疾控中心主任

44. 韦绍鹏 洛宁县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

45. 尤育杰 涧西区疾控中心主任

46. 王科杰 偃师区疾控中心主任

47. 周建伟 宜阳县疾控中心主治医师

48. 尹小丽 汝阳县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

49. 关 勇 新安县疾控中心主任

50. 张广武 洛阳市疾控中心伊滨疾控所副主任技师

51. 孙功耀 嵩县中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52. 张向飞 伊川县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53. 张欣英 洛宁县妇幼保健院主治医师

54. 姚瑞萍 老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55. 王 静 洛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56. 赖洛利 孟津区中医院药房主任、主管药师

57. 潘凌峰 孟津区王良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副主任医师

58. 吉明峰 偃师区中医院副主任医师

59. 杨丽娟 西工区红山乡卫生院副主任医师

60. 张国宁 宜阳县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61. 赵重阳 洛龙区古城乡卫生院主治医师

62. 宁淑丽 汝阳县中医院护理部主任、主管护师

63. 王世伟 新安县城关镇卫生院院长、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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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李金海 洛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李村镇卫生院副主任医师

65. 王 通 瀍河区瀍河乡卫生院副主任医师

66. 白玉强 栾川县耕莘街道办卫生院院长、主治医师

67. 张英剑 河科大一附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68. 郏建臣 河科大一附院开元院区急诊科主任医师

69. 耿小平 河科大一附院开元院区感染科主管护师

70. 马建党 洛阳市中心医院医学检验科副主任技师

71. 魏珍星 洛阳市中心医院医务处副主任医师

72. 李国涛 洛阳市中心医院万安院区综合服务管理部副主

任医师

73. 李向前 河科大二附院医务处主治医师

74. 余晓菲 河科大二附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

75. 刘兴丽 河科大二附院全质办副主任护师

76. 苑庆尧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

77. 赵尧辉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二科主治医师

78. 赵好丹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二科主管护师

79. 方柯南 洛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80. 张战军 洛阳市妇幼保健院医学检验科主任技师

81. 秦彩丽 洛阳市妇幼保健院急诊科副主任护师

82. 常双双 洛阳市东方人民医院医务科主治医师

83. 孟景昱 洛阳市东方人民医院检验科检验师

84. 沈婷婷 洛阳市东方人民医院肿瘤科二病区主管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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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王彩范 洛阳市中医院急诊科主管护师

86. 王 庆 洛阳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87. 李治萌 洛阳市中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医师

88. 徐甲芳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医师

89. 赵红纪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检验师

90. 王 玲 洛阳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十三科主任医师

91. 周莉萍 洛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护师

92. 杨金莲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护师

93. 王 娜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医学检验中心副主任技师

94. 郭世民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九医院传染科副主任医师

95. 赵淑芝 河南省荣康医院普通精神科二副主任医师

96. 崔 尧 洛阳市周山医院检验科主管检验师

97. 马江帆 洛阳市中心医院护理部主任护师

98. 唐炎红 河科大二附院感染与公共卫生管理科副主任护师

99. 杨秀云 河科大二附院医学检验科主任技师

100.吕运来 洛阳市中心血站党支部书记、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