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委员会组织部文件
校组字〔2018〕84 号

关于公布各基层党支部换届选举结果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

根据我校《关于做好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校党字

〔2017〕87 号）文件要求，学校校本部各基层党支部完成了换届选举

工作，经研究，现将各基层党支部换届选举结果公布如下：

一、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委员会

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党委办公室支部委员会:冯民生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刘杰同志任组织委员，张顺超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

李昌同志任纪检委员，范文博同志任青年委员。

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校长办公室支部委员会：王剑锋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杨昕同志任组织委员，张婷婷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

董新刚同志任纪检委员，李新安同志任青年委员。



3.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组织部支部委员会：孟宪锋同志任党

支部书记，李琳同志任组织纪检委员，王北溟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

4.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宣传部、新闻中心支部委员会：王秋

安同志任党支部书记，李丹同志任组织纪检委员，秦元刚同志任宣传

统战委员。

5.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统战部联合支部委员会：仲利娟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王谦同志任组织纪检委员，康安娜同志任宣传统战委

员。

6.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纪委、监察处支部委员会：解建新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马慧玲同志任组织纪检委员，徐强同志任宣传统战

委员。

7.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学工部支部委员会：刘金厂同志任党

支部书记，李志轩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张良舜同志任组织委员，岳

颀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许学海同志任纪检委员。

8.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人事处支部委员会：陈相新同志任党

支部书记，张宇航同志任组织纪检委员，施淼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

9.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发展规划处支部委员会：孙可兴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司建平同志任组织纪检委员，荣梅同志任宣传统战委

员。

10.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教务处支部委员会：彭新同志任党支

部书记，申意彩同志任组织委员，卢萍同志任纪检委员，牛乐同志任

宣传统战委员，周浩同志任青年委员。



1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科技处支部委员会：李东阳同志任党

支部书记，徐华明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李青雅同志任组织纪检委员，

柳忠勇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聂文清同志任青年委员。

1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研工部、研究生院支部委员会：蒋时

红同志任党支部书记，苗明三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刁青蕊同志任组

织委员，高剑峰同志任纪检委员，张超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

13.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招生就业处支部委员会：郭婧同志任

党支部书记，杨小红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14.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计划财务处支部委员会：刘延江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赵书宏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程萍同志任纪检委员，

王玉玺同志任组织委员，师韵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

15.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审计处支部委员会：王倩同志任党支

部书记。

16.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国际合作处支部委员会：饶洪同志任

党支部书记，孔沈燕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17.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国有资产管理处支部委员会：高爽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许永建同志任组织纪检委员，时慧同志任宣传统战

委员。

18.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校工会支部委员会：曹蕴俐同志任党

支部书记，刘欲晓同志任组织纪检委员,常瑞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

19.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校团委支部委员会：高磊同志任党支

部书记。

20.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学科建设办公室支部委员会：詹向红



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卞丽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2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教学评价与教师发展中心支部委员

会：呼海涛同志任党支部书记，闫秀娟同志任组织纪检委员，许菲斐

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

2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机关档案馆支部委员会：张淑芳同志任党

支部书记，杨斌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二、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委员会

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第一支部委员会：刘孝

文同志任党支部书记，沈秋红同志任组织委员，谢同之同志任宣传委

员。

2. 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第二支部委员会：程延

安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兼组织委员，姜贡献同志任宣传委员。

3. 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第三支部委员会：孔令

勤同志任党支部书记，王庆宪同志任组织委员，李文同志任宣传委员。

4. 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第四支部委员会：赵振

华同志任党支部书记，陈福德同志任组织委员，杨世平同志任宣传委

员。

5. 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第五支部委员会：王履

山同志任党支部书记，杨世民同志任组织委员，张文彩同志任宣传委

员。

6. 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第六支部委员会：毛思

友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兼组织委员，郭秀珍同志任宣传委员。



7.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第七支部委员会：游志

恒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兼组织委员，任汉阳同志任宣传委员。

8.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第八支部委员会：刘读

文同志任党支部书记，陈明福同志任组织委员，陈玉良同志任宣传委

员。

9.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第九支部委员会：乔红

云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张本山同志任组织委员，李福昌同志任宣传委

员。

10.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第十支部委员会：郭建

国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张卫兵同志任组织委员，苗雨同志任宣传委员。

1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第十一支部委员会：周

树信同志任党支部书记，王中会同志任组织委员，王雷章同志任宣传

委员。

1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第十二支部委员会：路

世才同志任党支部书记，王洁华同志任组织委员，曹继华同志任宣传

委员。

13.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离退休职工工作处第十三支部委员会：锁

安敏同志任党支部书记，陈海军同志任组织委员，何敬玉同志任宣传

委员。

三、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仲景学院）委员会

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行政支部委员会: 张慧鹏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刘颖同志任组织委员，刘文礼同志任宣传委员。



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基础理论与内经联合支部委员会：

霍磊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3.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医诊断与方剂学联合支部委

员会：车志英同志任党支部书记，程凯同志任组织委员，张业同志任

宣传委员。

4.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医医史文献支部委员会：邱云飞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

5.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医临床基础支部委员会：谢忠礼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段晓同志任组织委员，代民涛同志任宣传委员。

6.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免疫生物学支部委员会：梅雪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孙颖同志任组织委员，夏金婵同志任宣传委员。

7.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支部委员会：

王琦同志任党支部书记，韩云志同志任组织委员，郝莉同志任宣传委员。

8.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学与中西医结合基础联合支部

委员会：高爱社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张悦同志任组织委员，张妍同志任宣传

委员。

9.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学支部委员会：王红伟同志任党

支部书记。

10.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支部委员会：

闫国立同志任党支部书记，赵倩倩同志任组织委员，刘晓蕙同志任宣传委员。

1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实验教学中心支部委员会：陈四清

同志任党支部书记，李伟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刘丹丹同志任组织委员，张

明昊同志任宣传委员，李光同志任纪律委员。

1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科研实验中心支部委员会：杨联河



任党支部书记。

13.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本科生第一支部委员会：刘旭初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闫辉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鲁喜悦同志任组织委员。

14.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本科生第二支部委员会：李倩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杨亚明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王路漫同志任组织委员，冯靖

雯同志任宣传委员，马妍同志任纪检委员。

15.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本科生第三支部委员会：戴冰星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彭鹏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袁国庆同志任组织委员，冯奕

鹏同志任宣传委员，黄华同志任纪检委员。

16.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研究生第一支部委员会：吴明明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范李阳同志任组织委员，王梦婷同志任宣传委员。

17.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研究生第二支部委员会：高鹏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吕凌燕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黄美英同志任组织委员，孙宁

宁同志任宣传委员，吴珂同志任纪检委员。

18.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研究生第三支部委员会：刘紫微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郭子伊同志任组织委员，商健同志任宣传委员。

四、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委员会

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院直支部委员会：时博同志任党支

部书记，王新灵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孙孝亚同志任组织委员，李汉

伟同志任宣传委员,赵琪璐同志任青年委员。

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中药与天然药物化学支部委员会：

孙彦君同志任党支部书记，弓建红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3.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中药资源与鉴定支部委员会：王利

丽同志任党支部书记，杨晶凡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张飞同志任组织



委员，裴莉昕同志任宣传委员，付钰同志任青年委员。

4.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临床中药与药理支部委员会：方晓

艳同志任党支部书记，李寒冰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白莉同志任组织

委员，王琳琳同志任宣传委员，王灿同志任青年委员。

5.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中药炮制制剂与分析支部委员会：

冯素香同志任党支部书记，李凯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祝侠丽同志任

组织委员，毕文柱同志任宣传委员，胡亚楠同志任青年委员。

6.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生物制药工程支部委员会：李朋伟

同志任党支部书记，马利刚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王斯佳同志任组织

委员，李缘君同志任宣传委员，胥会芳同志任青年委员。

7.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数理与化学支部委员会：崔红新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陈继红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曾岱同志任组织委员，

邢爱萍同志任宣传委员，毛悦悦同志任青年委员。

8.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实验中心支部委员会：代丽萍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黄海英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苏成福同志任组织委员，

魏玉同志任宣传委员，秦宇同志任青年委员。

9.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本科生中药学支部委员会：武永勇

同志任党支部书记，乔晓盼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10.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本科生药物制剂支部委员会：胡春

月同志任党支部书记，范红丽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1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本科生药学支部委员会：高巍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李萌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1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本科生中药资源与开发支部委员

会：刘炳同志任党支部书记，王萍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13.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本科生中药制药支部委员会：王超

同志任党支部书记，聂佳宁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14.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本科生制药工程支部委员会：李旭

宁同志任党支部书记，郝悦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15.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本科生生物工程支部委员会: 克

迎迎同志任党支部书记，龙晨洁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16.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研究生第一支部委员会：王楠斐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余万冰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吕双双同志任组织委

员，王莎莎同志任宣传委员，马致欢同志任青年委员。

17.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研究生第二支部委员会：刘雅琳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王柯菡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李玲华同志任组织委

员，江雪同志任宣传委员，凌宁同志任青年委员。

18.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研究生第三支部委员会：崔瑛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车奇涛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陈俊同志任组织委员，

康俊丽同志任宣传委员，李雷同志任青年委员

五、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

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直支部委员会：黄璐同志任党

支部书记，唐婧同志任组织委员，李志毅同志任宣传委员。

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教研室支部委员会：许

静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3.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中医文化、工商管理教研室联合

支部委员会：贾成祥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4.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教研室支部委员会：王先

菊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5.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公共艺术教研室支部委员会：和

祎鸣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6.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心理学教研室支部委员会：潘玲

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7.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支部委员

会：杨文君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8.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学生支部委员会：

龚博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9.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学生支部委员

会：李元雪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10.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支部委员

会：刘欣欣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六、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委员会

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行政支部委员会：李蕊同志任党

支部书记，蒋宜轩同志任组织委员，刘鸿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

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英语教研室支部委员会：王玖炜

同志任党支部书记，杨晓同志任组织委员，李佳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

房志新同志任纪检委员，王亚聪同志任青年委员。

3.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翻译、汉教教研室联合支部委员

会：李晓婧同志任党支部书记，李苹同志任组织委员，肖莉莉同志任

宣传统战委员。

4.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公共外语教研室支部委员会：穆

海博同志任党支部书记，丹阳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常哲同志任组织

委员，闫舒瑶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苗琳娜同志任纪律委员。



5.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学生总支部委员会:陈少峰同志

任党总支书记，孙淑伟同志任组织委员，武鹏鑫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

6.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学生第一支部委员会：武鹏鑫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郭娟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7.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学生第二支部委员会：陈少峰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曹洁洁同志任组织委员，郭娟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

8.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学生第三支部委员会：孙淑伟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周璐瑶同志任组织委员，李晓宁同志任宣传统战委

员。

七、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委员会

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支部委员

会：王林景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支部委

员会：阮晓龙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3.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软件工程支部委员会：王晓

鹏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4.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教学实验中心支部委员会：

高志宇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5.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现代教育技术室支部委员

会：秦东仁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6.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学生第一支部委员会:谢志

豪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7.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学生第二支部委员会：王嘉

骏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8.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学生第三支部委员会：张会

静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9.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学生第四支部委员会：王倩

倩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八、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委员会

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行政支部委员会：杨雪同志任党

支部书记，井晓磊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张琼同志任组织委员，杨冬

云同志任宣传委员，王云璐同志任纪检委员。

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护理学科支部委员会: 杨巧菊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宋晓丽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宋晓燕同志任组织委

员、王莉莉同志任宣传委员、牛鹏同志任纪检委员。

3.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学生总支部委员会：刘文同志任

学生党总支书记。

4.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学生第一支部委员会：张文举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叶金鹤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5.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学生第二支部委员会: 刘文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陈金京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张钰鑫同志任组织委员、

冯顺丽同志任宣传委员,李振东同志任纪检委员。

6.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学生第三支部委员会：谭亚男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申亚南同志任组织委员，赵月同志任宣传委员。

7.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学生第四支部委员会：郭薇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

8.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学生第五支部委员会：吴明霞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朱苗苗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9.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学生第六支部委员会：戚佳凤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

10.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学生第七支部委员会：吴雪莹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王承赫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1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学生第八支部委员会：胡明阳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彭双辉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1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学生第九支部委员会：杨晴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常锦锦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九、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委员会

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院直支部委员会:高鹏同志任党支部

书记

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康复治疗教研室支部委员会：陈岩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

3.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中医康复教研室支部委员会：吴楠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

4.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研究生支部委员会：郑婕同志任党支

部书记，金小琴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黄金同志任组织委员。

5.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本科生第一支部委员会：姚明超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李倩同志任组织委员，侯明月同志任宣传委员。

6.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本科生第二支部委员会：唐瑞同志任

党支部书记，齐士魁同志任组织委员，邢大鹏同志任宣传委员。

7.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本科学生第三支部委员会：周天睿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郑铎同志任组织委员，周聪同志任宣传委员。



十、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总支部委员会

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第一支部委员会：李博同志任党支

部书记，方梅青同志任组织委员，李雨函同志任宣传委员。

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第二支部委员会：李亚红同志任党

支部书记，王慧娜同志任组织委员，张会芳同志任宣传委员。

3.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第三支部委员会：马亚玲同志任党

支部书记,郭豪同志任组织委员,付光宇同志任宣传委员

十一、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后勤服务中心总支部委员会

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后勤服务中心机关支部委员会：王明迪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兼组织青年委员，张占正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刘彤

同志任纪检政保委员。

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后勤服务中心伙食支部委员会：王东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兼组织青年委员，王磊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周楠同志

任纪检政保委员。

3.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后勤服务中心动力支部委员会：王永胜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兼组织青年委员，刘振宁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常国

法同志任纪检政保委员。

4.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后勤服务中心宿舍支部委员会：姚艳芝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兼组织青年委员，王飞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叶玉海

同志任纪检政保委员。

5.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后勤服务中心校园支部委员会：刘忠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兼组织青年委员，万明海同志任宣传统战委员，陈银河

同志任纪检政保委员。

十二、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总支部委员会



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直支部委员会：关颖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

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

室支部委员会：赵云周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3.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室

支部委员会：刘金鸽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4.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

究教研室支部委员会：谭备战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5.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支部

委员会：张斌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6.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第一支部委员会：

张洁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7.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第二支部委员会：

周靖方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8.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第三支部委员会：

张曼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十三、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总支部委员会

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工支部委员会：王献竹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

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学生支部委员会：梁显森同

志任党支部书记。

十四、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总支部委员会

1.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直支部委员会：刘涛同志

任党支部书记。



2.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工第一支部委员会：高德

富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3.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工第二支部委员会：周晓

柯同志任党支部书记。

中共河南中医药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2018 年 12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