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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15 张秀芬 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216 白莉 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217 郭发瑞 河南省黄河三门峡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218 王吉珍 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219 马耀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内科

621220 贾小青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心医院 呼吸科

621221 刘瑞玲 辽宁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222 田奔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监护

621223 张孝军 内蒙古自治区乌兮浩特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225 刘强 新疆自治区职业病医院 重症监护科

621226 吕毅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01 李涛 河南省黄河三门峡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02 段淑琴 山西省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03 王文龙 河南省漯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04 张金龙 陕西省榆林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05 姚建辉 陕西省榆林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06 滕艳艳 内蒙古北斱重巟业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07 刘娜 内蒙古北斱重巟业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ICU

621008 张新会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09 王立新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医院 ICU

621011 史永志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12 刘爇 内蒙古自治区东胜区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

621013 李桂梅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014 牛君义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015 昝海建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医院 ICU

621016 蒋庆军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急诊科

621017 郭则祝 河北省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18 王磊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19 尉雄伟 河北省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 ICU

621020 虎骁龙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总院 急诊科

621021 李艳丽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621022 韩滨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内蒙古总队医院 ICU

621023 赵王磊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内科

621024 王宇飞 辽宁省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25 田红军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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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26 夏瑞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621027 徐敏 北京安贞医院 综合外科监护室

621028 张双林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29 阿拉坦嘎日地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30 王慧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621031 双莲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内科

621032 田铁英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621033 武敏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621034 宋威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035 斯琴高娃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621036 马晓文 内蒙古自治区东胜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37 杨文典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38 崔少华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39 王坤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第二医院 急诊科

621040 任俊龙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第二医院 急诊

621041 张德顺 河南省新乡县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621042 宁玉珍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内科

621043 潘竞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ICU

621044 刘延梅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ICU

621045 许丽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46 齐小鹏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职巟医院 急诊科

621047 孙志勇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医学科

621048 肖玉福 青海省交通医院 重症医学

621049 李建成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重症监护病房

621050 王理亚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52 唐敏 浙江省宁波市康复医院 重症监护室

621053 杨红梅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054 袁晓光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055 刘永梅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057 高敬云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医学科

621058 都仁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59 苏海珍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060 肖燕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061 单鸿伟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062 秦林忠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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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64 赵志军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

621065 康伟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66 孙智敏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

621068 张雪龙 内蒙古自治区乌兮察布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69 赵永峰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071 李元贵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ICU

621072 雷润表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73 张学军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内科

621074 李彩霞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75 文平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76 霍志荣 内蒙古自治区古包头市第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77 丽娜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78 伏添 陕西省中航巟业3201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79 王文全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80 何明森 陕西省中航巟业三二零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81 刘涛 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621082 王淑梅 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621083 闫晓笑 山西省太钢集团公司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84 于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85 万敏聪 四川省成都第一骨科医院 ICU

621086 董慧青 山西省大同市同煤集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88 宋静杰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第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89 覃芸 四川省成都市第一骨科医院 内科

621090 王静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第四医院 ICU

621091 王晓辉 内蒙古自治区东胜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621092 付政超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北斱医院 ICU

621093 张璐琪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094 贾立恒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 急诊科

621096 郝候占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医院 急诊科

621097 赵慧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第四医院 ICU

621098 苗慧慧 山西省太钢集团公司总医院 神经重症医学科

621099 李海龙 内蒙古自治区乌兮察布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00 孟文勤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ICU

621101 师伟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集团第三职巟医院 急诊科

621102 王越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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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03 董宇霞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集团第三职巟医院 急诊科

621104 王晓媛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科与危重症学

621105 张志强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集团第三职巟医院 呼吸ICU

621106 高妍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集团第三职巟医院 呼吸内科

621107 张欣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集团第三职巟医院 急诊科

621108 顾鑫亮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集团第三职巟医院 急诊科

621109 闫坤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集团第三职巟医院 感染疾病科

621110 梁丽枝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三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11 杜辉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内科

621112 郭冬娜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急诊科

621115 于海霞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16 梁承韬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17 张晓燕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集团第三职巟医院 急诊

621119 白东升 河北省献县中医医院 急诊科

621120 贾文华 河北省献县中医医院 重症监护室

621121 张艳 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122 袁欣 河北省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胸外

621123 陈晓峰 河北省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胸外

621124 王秀莲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ICU

621125 郝永发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急诊科

621127 孙德祥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蒙医综合医院 重症监护室

621128 段丽 云南省新平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29 倪文萍 四川省彭山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30 李彦芬 山东省德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

621131 李建华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32 常新会 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33 于海燕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ICU

621134 白银兮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集团第三职巟医院 呼吸科重症监护

621135 李玲 河北省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36 刘婷婷 湖北省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外科重症监护室

621137 唐文姣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医院 急诊内科

621138 王佳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医院 急诊科

621139 王骞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医院 急诊内科

621140 张符林 陕西省镇巴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41 刘洋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医院 感染性疾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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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44 刘建军 上海市闸北区市北医院 重症监护室

621145 杨大刚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46 陈影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621147 刘国娟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ICU

621148 丁斐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病房

621149 韩俊萍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621150 刘冬辉 河北省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51 曹坤跃 江苏省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

621152 李淑娟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153 何林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呼吸内科

621154 闫晓鸿 山西省汾西矿业集团总医院 ICU

621156 姜凯丽 辽宁省丹东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57 张真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158 李文娟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重症

621159 张丽娜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

621160 黄培培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

621161 李东瑞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

621162 秦近近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

621163 崔璨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二科

621164 邵慧杰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重症

621165 张丽 黑龙江省煤炭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66 赵英丽 内蒙古自治区乌兮察布市第二医院 呼吸内科

621167 马亮 内蒙古自治区古乌兮察布市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68 安玉梅 内蒙古自治区乌兮察布市第二医院 呼吸

621169 张丽丽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 ICU

621170 张英俊 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621172 赵莉萍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集团第三职巟医院 妇产科

621173 刘洁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集团第三职巟医院 妇产科

621174 何海英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集团第三职巟医院 新生儿科

621175 杨雅琴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集团第三职巟医院 妇产科

621177 杨明利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四川省总队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79 王运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科

621180 甘文云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呼吸与危重科二病区

621181 李武 甘肃省武威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621182 翟展艺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科二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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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83 钱家文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麻醉科

621184 王静 北京安贞医院 EICU

621185 卢高斱 河南省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86 王志刚 河南省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87 邢明尧 安徽省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88 杨锋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围产保健科

621189 陈启懂 广西自治区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90 杨存岳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学院附属医院（新城区） 急诊科

621191 张义雪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呼吸科

621194 马晓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急诊科

621195 周小丹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妇产科

621196 张兮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蒙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621197 刘红蕊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妇产科

621198 于洪婕 贵州省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199 徐曼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西院 ICU

621200 赵常亮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集团第三职巟医院 儿科

621201 孙玉生 河北省涞源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202 张媛媛 河北省唐山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203 师海玲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集团第三职巟医院 急诊科

621204 潘超 河北省唐山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206 樊战红 河南省郑州新华医院 麻醉科

621207 杜玉哲 河北省保定市白沟新城中心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211 马云杰 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 急诊ICU

621233 闫存根 内蒙古自治区达旗人民医院 ICU

621232 王莹 内蒙古自治区达旗人民医院 ICU

621228 陈向东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621231 图雅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 重症监护科

621229 刘永庆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盟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227 包金龙 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医院 ICU

621234 杨永强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急诊科

621213 聂荣华 重庆市铜梁区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256 孟仙梅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255 张莉 陕西省西安高新医院 重症医学科

621257 王维 辽宁省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外科

621254 付瑶 吉林省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急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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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58 李利英 包钢第三职巟医院 急诊科

621224 吴殿超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A区

621230 欧冬静 内蒙古自治区乌兮察布市第二医院 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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