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鄭州行動経過委員会
邦健委函〔2020〕 2号

健康邦州行動推遭委員会美子成立

健康邦州行動推逆委員会

寺項行動工作姐的通知

健康鄭州行功推逃委員会各成員単位:

按照《鄭州市人民政府夫子印笈健康鄭州行功実施方案的通

知が(邦政文〔2020〕59号)要求,健康邦州行功推遊委員会

設立18今寺項行功工作組,負貢各号項行功的具体実施和豊洲

工作。現特有芙事項通知如下:

鵜、主要駅亮

研究制定古墳行功実施方案,桶定吉項行功年度工作重点光

跡凋落実;蒔清領域内約枚威古家,設立与項行功古家庫;井展

調査研究,対与項行功実施提出指専性意見,研究提出丸吉項行

効目椋指椋和行功任春作遺当調整的意見建玖;建立与項行功年

度豊洲机制,組袋井展豊洲呼値;制定与項行功宣佑工作方案,

傲好宣佑解壕和典型引専工作;指尊、体調各去(市、区)与項

行功的実施工作;完成推遊委員会交加的共催事項。



二、粗鉄鈷梅

吉項行功工作組由牽美都自負貢同志任組長,牽文部自負長

英室主要負貢同志、神栄領域執会、学会主要負長岡京任副組長,

牽文部手下及相夫成員単位負貴処室同志、相芙領域著名古家、社

会知名人士等力成員。各号項行功工作組牽文部口火室負貴人作

為咲塩見。

健康促遊行功由市且生健康委宣佑敗軍共,合理膳食行功由

市且生健康委食品安全処幸美,全民健身行功由市体育局事典,

挫畑行功由市且生健康委健康城市指尊処事典,心理健康促遊行

功由市且生健康委疾挫火車共,健康杯境促遊行功由市且生健康

委健康城市指専処牽共,如幼健康促逆行功由市ヱ生健康委如劫

火事典,中小学健康促逆行劫由市教育局牽共,疎通健康保押行

功由市且生健康委蛛壮健焼失事典,老年健康促遊行功由市且生

健康委老齢健康敗軍共,心肺血管疾病防治行功由市ヱ生健康委

疾挫処牽共,病症防治行功由市且生健康委疾控処牽共,慢性呼

吸系銃疾病防治行功由市且生健康委疾挫火車共,糖尿病防治行

功由市且生健康委疾挫火車、共,侍染病及地方病防挫行功由市且

生健康委疾挫処事典,公共且生体系提升行功由市且生健康委疾

控火事共,中医特使遊行功由市且生健康委中医管理局牽共,健

康信息他行功由市且生健康委規則信忠英幸共。

三、組成人員

(一)健康一促連行功(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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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張士束　市且生健康委党組成員

副組長:周二彬　市且生健康委宣佑火炎長

姉且翔　帝王生健康委疾挫処長

成　員:王逃共　市疾挫中I(J副主任

林鉛筆　市債康教育併所長

替玉珠　市中医院副院長、主任医師

張伸戌　市正坐健康委宣佑処副処長

陳雨蛙　市ヱ生健康委健康城市指専処副処長

牛瑚耕　市且生健康委疾挫処副処長

李　且　市医学会副秘事長

張∴宏　市中医院治未病科主任

宋彩嫡　市疾控中心健管加負貴人

(二)合理胎食行功(13人)

姐∴長:葦辺喜　市ヱ生健康委党組成員、副主任

副組長:沙　伸　市ヱ生健康委食品安全火炎長

常賊軍　市疾挫中心副主任

尊王珠　市中医院副院長、主任医肺

成　員:張　伸　市市場監管局餐炊食品監管火科員

巧手欣　市来委尿量監管処主任科貝

常　庚　市教育局休せ乞炎副主任科貞

則　凱　市専管局膳食管理処主任科見

張慧君　市且生健康委食品安全処副舛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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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彦哲　市疾挫中心公共ヱ生豊洲寺平竹折

副所長

張　勇　市健康教育併副所長

杜新敬　河南省餐炊与飯店行並執会常各副会長、

河南省名厨委員会主席

渇志張　三全食品股倹有限公司技木副l導、、技木

l導、エ

(三)全民健身行功(8人)

組∴長:張家富　市体育局党鉦成員、副局長

成　員:弄秋波　市体育局加公室主任

楊華友　市体育局帯食体育火炎長

起特折　市体育局亮寡訓鋳火炎長

英鞄隼　市体育局段施管理火炎長

蒔映写　市国民体展性測管理中心支部市況

周夙英　市体育分会加公室主任

白　天　市教育局体育ヱ生若木教育必副処長

(四)挫梱行功(14人)

祖∴長:張士秦　市且生健康委党組成員

副組長:孔牲超　市且生健康委副凋研員、健康城市

指専火炎長

成　員:賢帝並　市委宣佑部文明行為促逃火炎長

日∴舶　市専管局行並指専火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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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逃清　市胸章手兵局古臭火炎長

張紹輝　市市場性管局商様子告監督管理火炎長

周二彬　市且生健康委宣侍火炎長

白　犬　市教育局体育旦生若木教育処副処長

蒲暁剛　市ヱ健委医政必副処長

陳雨蛙　市ヱ生健康委健康城市指専処副処長

杏子全　市ヱ健委中医管理局副主任科貞

則建勅　市疾挫中心慢病併所長

林鑑宰　市健康教育斬新長

張∴侃　市ヱ生健康委健康城市指専処科員

(五)心理健康促遅行功(13人)

組∴長:葦辺喜　市ヱ健委党組成貝、副主任

副組長:押せ翔　市且健委疾挫火炎長

寺本亮　市疾撞中心副主任

成　員:朝　雄　市第人人民医院副院長

常国腔　市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長

王産別　市且健委社区処副処長

張備成　市ヱ健委宣侍処副処長

趣佑新　市且健委衣且処副主任科鼻

糞　清　市旦健委医政処副主任科員

年表昇　市ヱ健委中管局副主任科員

献　金　健康鄭州行功疾挫古班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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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玉軍　市疾挫中心精防斬新長

張宝琴　健康鄭州行功疾挫そ班工作人員

(六)健康珠境促遅行功(13人)

組∴長:張士束　市且生健康委党組成貝

副組長:孔維超　市ヱ生健康委副凋所員、健康城市

指専火炎長

成　員:王　君　市城建局治安火炎長

歌∴1　市衣委普医管理火炎長

王桃生　市交通局加公室主任

押せ翔　市且生健康委疾控火炎長

跳永戌　市ヱ生健康委縮合監督火炎長

茹∴痴　市牛窓不競馬加公室主任科員

鄭古土　市城管局市容不且管理外副処長

景党菜　市水利局床材水利和水上保持処副処長

陳雨蛙　市且生健康委健康城市指専処副処長

陳彦哲　市疾挫中心公共且生豊洲寺平竹折

副所長

駅家文　市且生健康委健康城市指専処科員

(七)姑幼健康一促遅行功(14人)

組∴長:段新同　市且生健康委覚組成員、副主任

副組長:熊宰荊　市且生健康委如劫火処長

都隼峰　市好物保健院党委事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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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員:王燕燕　市如)」工委加古琳副主任

白　犬　市教育局体育且生若木教育処副処長

束　本　市民政局加公豊科員

李暁嘩　市且生健康委医政処主任科鼻

歌　豪　市且生健康委人口豊洲与家庭笈展処

主任科員

王抜手　市且生健康委如劫火副処長

在留欣　邦州大学公共且生学院督専主任

王香枝　新川市如幼保健院副院長

芙愛社　市如幼保健院牽戸保健部主任

手風琴　市如幼保健院)」童保健部主任

林鑑軍　市健康教育併所長

(八)中小学健康促遅行功(12人)

組∴長:王見本　市教育局副凋所員

副組長:高百中　市教育局体育且生若木教育火炎長

成　員:謝　荊　市笈展改革委社会笈展火炎長

李伸晃　市工信周信息化工作火炎長

赴特折　市体育局克引火処長

弄新志　市市場監管局餐炊食品監管火炎長

王軍強　固市委学校郡部長

期美枝　市文化手車和放醇局佑媒机杓管理処副

舛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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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然　市教育局中小学保健車体庚健康管理部

主任

白　犬　市教育局体育且生若木教育処副処長

陳雨虹　市且生健康委健康城市指専処副処長

李若折　市委阿倍丸岡絡信息侍播処科員

(九)球並健康保抄行功(15人)

組∴長:楊徳林　市ヱ生健康委党組成員、凋所員

副組長:利手恩　市ヱ生健康委疎通健康火炎長

市域並病防治院院長

市ヱ生健康委耕地健康処副処長

市且生健康委疎通健康処主任科貝

具体玉　市旦生計生監督局副局長

宋　慧　市患、エ会労功和室済工作部部長

丁文清　市医保局待遇保障炎主任科員

梅園用　人社局工傍保険処副主任科員

孟究輝　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処科員

巧良庚　省疎通病防治研究院主任医師

判事鎖　省煉炭患医院主任医肺

牛小筆　市域並病防治院副院長、主任医姉

貴金手∴鄭州人民医院主任医師

韓　輸　省安全生戸科学技木研究院高級工程肺

(十)老年健康促連行功(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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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敵中建　市ヱ生健康委党組成員

副組長:張　清　市ヱ生健康委老齢健康火炎長

李　玲　市第九人民医院常春副院長

王瑞林　市中心医院壕欣老年病医院院長

成　員:謝　荊　市笈展改革委社会笈展処処長

王中華　市民政局券老服各処処長

則　穎　市財政局社会保障火炎長

孟庚春　市医保局医萄仇格和招梼来場処負貴人

李　建　市且健委社区且生健康火炎長

李杵相　市入社局副主任科員

主柱婚　市且健委人事処副処長

苗　桑　市ヱ健委財各処副処長

王銀洲　市且健委親住処副処長

段鉄筆　市ヱ健委行政常挑み副主任

杏子全　市且健委中医管理局副主任科員

林鉛筆　市ヱ健委健康教育併所長

(十一)心肺血管疾病防浩行功(11人)

組∴長:許迎喜　市且健委党組成員、副主任

副組長:姫里翔　市ヱ健委疾挫火炎長

潜貴戌　市疾挫中心副主任

成　員:余宏伸　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長

貌∴鞄　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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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倖戌　市ヱ健委宣倍処副処長

黄　清　市旦健委医政処副主任科員

年表昇　市且健委中箇月副主任科見

張∴金　健康鄭州行功疾挫古班工作人員

則建勅　市疾挫中心慢病所所長

李原明　健康鄭州行功疾挫与班工作人員

(十二)癌症防冶有功(15人)

鉦∴長:許迎喜　市ヱ健委党組成員、副主任

副組長:帰せ翔　市旦健委疾撞火炎長

則立庭　市疾挫中心副主任

成　員:徐学功　市中医院副院長

張未明　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長

渇光栄　市如幼保健院副院長

熊宰荊　市ヱ健委如劫火処長

張伸戌　市且健委宣侍処副処長

李手金　市且健委中管局副主任科鼻

糞　清　市且健委医政処副主任科貞

則建勅　市疾挫中心慢病所新長

官　暢　市病症中心加公室主任

美女鞄　市肺癌防治加公室主任

張∴金　健康邦州行功疾挫与班工作人員

孟　可　健康鄭州行功疾控与班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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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慢性呼吸系統疫病防治有功(12人)

組∴長:昨週喜　市且健委党組成員、副主任

副組長:帰せ翔　市ヱ健委疾挫失火長

王遊共　市疾挫中心副主任

成　員:郭　黍∴鄭州人民医院副院長

徐学功　市中医院副院長

則建民　市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長

李　玲　市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長

黄　清　市ユ健委医改姓副主任科員

隼春昇　市ヱ健委中医管理局副主任科貞

則建勅　市疾挫中心慢病併所長

献　金　健康鄭州行功疾挫そ班工作人員

楽音燕　健康鄭州行劫疾挫与班工作人員

(十四)糖尿病防治行功(13人)

組∴長:許迎喜　市且健委党組成員、副主任

副組長:姫里翔　市且健委疾挫火炎長

葛国印　市疾挫中心副主任

成　員:越智珠　市中心医院副院長

徐学功　市中医院副院長

王宏剛　市且健委社区且生健康処副処長

張伸戌　市ヱ健委宣佑処副処長

赴佑新　市且健委衣正英副主任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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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清　市ヱ健委医改姓副主任科寅

年春昇　市且健委中管局副主任科貞

則建勅　市疾挫中心慢病斬新長

張∴金　健康鄭州行劫疾挫そ班工作人員

張　霞　健康鄭州行劫疾挫与班工作人員

(十五)付菓病及地方病防挫行功(15人)

組∴長:許迎喜

副組長:姫里翔

端岡武

成　員:同喜英

李新月

張　良

則江華

市ヱ健委党租成員、副主任

市ヱ健委疾挫失敗長

市疾挫中心副主任

市中医院副院長

市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長

市ヱ健委文防水主任

市地方病防治中心負貴人

李肖生　市疾挫中心佑防所所長

李　鋒　市疾挫中心免疫規則所所長

則　征　市疾控中心文防斬新長

嚢中良　市疾控中心病妹併所長

位　階　市第六人民医院鈷防京王任

那　折　市第六人民医院文防加主任

献　金　健康鄭州行功疾挫与班工作人員

毛　珍　健康鄭州行功疾挫古班工作人員

(十六)公共ヱ生体系提升行功(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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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許迎喜　市ヱ健委党組成員、副主任

副組長:姫里翔　市ヱ健委疾挫火炎長

常成宰　市疾挫中心主任副主任

宋光栄　市緊急医痔救援中心副主任

中音栓　市且生計生監督局主任科員

成　員:王宏剛　市且健委社区処副処長

張小斌　市ヱ健委縮合監督火副処長

張伸戌　市ヱ健委宣侍処副処長

王杜鴇　市且健委人事処副処長

陳雨蛙　市ヱ健委健康城市指専処副処長

官　姦　市且健委財各処副処長

王銀洲　市且健委規則信息処副処長

軽国防　市旦健委疾挫火副主任科員

黄　清　市ヱ健委医改姓副主任科員

隼春昇　市且健委中管局副主任科見

越佑新　市ヱ健委衷且処副主任科貝

柱　勇　市且健委位急加副主任科貝

取媛媛　市且健委体改姓科員

(十七)中医萄促逆行功(18人)

組∴長:原学齢　市且健委党組成員、副主任

副組長:房自動　市且健委中医管理局局長

其方新　市骨科医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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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学功　市中医院副院長

帝王珠　市中医院副院長、主任医席

末　健　市頚肩腰腿痛医院副院長

成　員:王銀州　市ヱ健委規則信息処副処長

牛瑚耕　市ヱ健委疾挫処副処長

蒋暁剛　市且健委医改姓副処長

王宏剛　市ヱ健委社区旦生徒焼失副処長

倉束蕊　市且健委科教処副必長

張侍戌　市ヱ健委宣佑処副処長

越佑新　市且健委衷ヱ処副主任科員

年表昇　市ヱ健委中管局副主任科貝

取媛媛　市且健委体政必科員

(十八)健康信息化行功(19人)

組∴長:郭林生　市且生健康委党組成員、副凋研員

副組長:張珂佳　市且生健康委規則信息火炎長

成　員:苗　桑　市旦生健康委財表外副処長

蒲暁剛　市且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処副処長

張小斌　市且生健康委鋳合監督処副処長

王抜手　市且生健康委如劫火副処長

張伸戌　市ヱ生健康委宣佑処副処長

段鉄筆　市ヱ生健康委行政申批加副主任

陳雨蛙　市且生健康委健康城市指専処副処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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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全　市ヱ生健康委疎通健康処主任科員

美学文　市ヱ生健康委科教必主任科見

張　豪　市ヱ生健康委家庭笈展処主任科鼻

糞鉄建　市且生健康委老齢処副主任科員

隼春昇　市且生健康委中医管理局副主任科貝

柱　鋒　市ヱ生健康委加公豊科員

谷　茜　市且生健康委人事処科鼻

歌媛媛　市且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処科員

谷水村　市旦生健康委表せ処科員

現高翔　市且生健康委社区処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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