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邮编 省份 学号

姜磊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33000 安徽省 018034

孙医学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33000 安徽省 018091

夏秦仲 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41000 安徽省 018127

娜仁图戈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00000 北京市 018074

陈建飞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100000 北京市 018005

孙心平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100022 北京市 018090

崔宏力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100022 北京市 018010

李宗倍 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 100022 北京市 018054

吴畏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100022 北京市 018123

蒋圣军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100022 北京市 018036

王浩龙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 102600 北京市 018105

朱泽卫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 102600 北京市 018168

王辉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 102600 北京市 018107

闻作川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 102600 北京市 018119

赵中海 北京市普仁医院 100062 北京市 018163

邢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161 北京市 018130

冯国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70 北京市 018016

聂辰 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00039 北京市 018075

张雷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0000 北京市 018150

刘国华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101200 北京市 018065

梁峰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 101200 北京市 018055

廖伟增 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 3640000 福建省 018059

游育东 龙岩市第二医院 364000 福建省 018141

陈晓林 泉州市第一医院 362000 福建省 018009

傅鸿亮 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 365000 福建省 01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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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艳梅 南斱医科大学南斱医院 510515 广东省 018002

张倩 南斱医科大学南斱医院 510515 广东省 018153

龙娟 南斱医科大学南斱医院 510515 广东省 018069

何美男 南斱医科大学南斱医院 510515 广东省 018025

谢国勇 广州南斱医科大学南斱医院 510515 广东省 018128

李囡 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华侨医院 510630 广东省 018048

李杰基 深圳市南山区妇幼保健院 518067 广东省 018042

陈美兰 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 518106 广东省 018006

卢淑贞 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光明）西院区 518106 广东省 018070

彭鹏 中山市人民医院 528403 广东省 018082

姚亚辉 中山市人民医院 528400 广东省 018139

斱敏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 528415 广东省 018015

叶长空 北海市人民医院 536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018140

张文艳 北海市人民医院 536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018156

庞家懿 广西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5380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018079

盘玉飞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

人民医院
541002 广西壮族自治区 018078

许莉莉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018133

吴玉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018124

桂小龙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018022

伍志敏 灵山县人民医院 5354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018125

纪坤伦 灵山县人民医院 5354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018030

宁继南 灵山县人民医院 5354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018076

李狄航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东人民医院 543001 广西壮族自治区 018040

梁远冰 北流市人民医院 5374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018058

莫鹏 玉林市肿瘤医院玉林市红十字会医院 537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018073

陈宁 玉林市肿瘤医院玉林市红十字会医院 537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01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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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绍莉
玉林市肿瘤医院玉林市红十字会医院(原: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一八三医院)
537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018035

王谦 贵航贵阳医院 55006 贵州省 018110

吴林鸿 贵州省黔南州中医院 558000 贵州省 018122

林师佈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70102 海南省 018060

吴金红 河北省青县人民医院 062650 河北省 018121

李广 衡水市人民医院 053000 河北省 018041

梁迎民 高邑县医院 051330 河北省 018057

黑冬梅 河北以岭医院 050091 河北省 018027

李中华 河北省新乐市医院 050700 河北省 018053

李志 新乐市医院 050700 河北省 018051

王琳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050021 河北省 018108

王海涛 乐亭县医院 063600 河北省 018104

徐学新 乐亭县医院 063600 河北省 018132

宋玉文 乐亭县医院 063600 河北省 018087

朱先彬 鹤壁市传染病医院 458000 河南省 018167

谢淼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457001 河南省 018129

张相空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453003 河南省 018157

孙立华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河南省 018088

高白 郑州人民医院 450000 河南省 018020

张磊 郑州市中心医院 450007 河南省 018151

罗红杰 郑州市中心医院 450007 河南省 018071

赵杰 利川市人民医院 445400 湖北省 018161

王赣 麻城市人民医院 438300 湖北省 018102

刘兵雄 汉川市人民医院 431600 湖北省 018062

彭湃 孝感市中心医院 432100 湖北省 018081

彭斌 孝感市中心医院 432000 湖北省 01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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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粉花 延边妇幼保健院 133001 吉林省 018164

金兰姬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妇幼保健院 133000 吉林省 018038

陈闯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223002 江苏省 018003

张书晨 江苏省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224000 江苏省 018155

孙莉 江苏省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212000 江苏省 018089

谭友文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212003 江苏省 018093

刘化甲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镇江市传染病医院 212003 江苏省 018067

于柏江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本钢总医院 117000 辽宁省 018142

谭小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23 辽宁省 018092

赵翌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23 辽宁省 018162

高莹 包头市肿瘤医院 014010 内蒙古自治区 018021

闫永平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人民医院 017400 内蒙古自治区 018135

王斱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010020 内蒙古自治区 018101

贾海文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010020 内蒙古自治区 018033

李志勇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010030 内蒙古自治区 018052

王向前 青海省人民医院 810000 青海省 018112

徐怀勇 滨州市人民医院 256610 山东省 018131

夏蕾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50011 山东省 018126

王洋 山东省胸科医院 100000 山东省 018116

于成文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50001 山东省 018143

张晓娟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0 山东省 018158

闫斱进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医院 266400 山东省 018134

李晓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266200 山东省 018049

王德运 泰安市中医医院 271000 山东省 018100

刘峰 泰安市中医医院 271000 山东省 018064

刘红艳 泰安市中医院 271000 山东省 01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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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峰 阳高县明泽医院 038100 山西省 018138

张凯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30001 山西省 018149

袁宗成 汉滨区第一医院 725000 陕西省 018145

杨启兵 旬阳县医院 725700 陕西省 018136

吴华 旬阳县医院 725700 陕西省 018120

温陈 神木市医院 719300 陕西省 018117

任新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上海市 018085

李静 上海东斱肝胆外科医院 201805 上海市 018044

黄亮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斱肝胆外科医院 200438 上海市 018029

张静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上海市 018148

丁丁 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200233 上海市 018013

毛创杰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610000 四川省 018072

邓杨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610000 四川省 018011

李金龙 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 610016 四川省 018043

温艳婷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611130 四川省 018118

汪敏 宣汉县人民医院 636150 四川省 018097

王玫 广元市中心医院 628000 四川省 018109

赵德均 峨眉山佛光医院 614200 四川省 018160

王青萍 眉山蕴缨妇产医院 620010 四川省 018111

李俊康 解放军第520医院 621000 四川省 018045

张健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四川省 018147

李可基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617067 四川省 018046

季宇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00060 天津市 018031

王鸿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83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018106

郑四鸣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315000 浙江省 018165

张荣祥 龙洲街道翠竹路龙州医院 323400 浙江省 01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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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家华 绍兴第二医院 312000 浙江省 018037

唐晓敏 荣昌棠城医院 402460 重庆市 018094

贾春阳 荣昌棠城医院 402460 重庆市 018032

涂晓斌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医院 408500 重庆市 018096

杨钱 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400014 重庆市 018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