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省份 城市

1 安崛群 富阳树康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2 白燕 三二〇一医院 陕西省 汉中市

3 曹洪英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4 曹小芳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四川省 绵阳市

5 曾贤慧 益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益阳市

6 陈博 成都新华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7 陈诚 资中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内江市

8 陈贵前 贵州省毕节地区织金县人民医院 贵州省 毕节地区

9 陈俊龙 合江县中医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10 陈磊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1 陈丽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12 陈利 兴文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13 陈亮 宜宾市第五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14 陈龙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15 陈孟佳 乐山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乐山市

16 陈沛剑 四川现代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7 陈倩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18 陈先理 大足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19 陈颖 重庆市公兯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重庆市 重庆市

20 陈瑜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职巟总医院 四川省 攀枝花市

21 陈卓 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宜宾市翠屏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22 程伟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23 邓俊金 长宁县中医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24 丁青亚 邻水县中医院 四川省 广安市

25 董文敏 盐源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26 杜富华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27 杜林 宜宾市南溪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28 杜伦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29 杜燕 巴中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巴中市

30 段韬 兴文县中医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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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樊建兴 甘肃宝石花医院 甘肃省 兮州市

32 付欢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33 付生麒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34 傅道亮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35 高惠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36 龚双安 仪陇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南充市

37 龚小霞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38 苟建军 巴中骨科医院 四川省 巴中市

39 苟丽娟 什邡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40 苟民莉 绵竹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41 郭碧君 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资阳市

42 郭建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43 郭祖强 高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44 韩宝玉 叙州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45 郝政焘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46 何帄 广安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广安市

47 何皓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48 何虹材 泸州市中医院泸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49 何霖 泸州市纳溪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50 何祥林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51 何彦雨 江津区中心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52 何勇 荣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53 侯敬元 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宜宾市翠屏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54 胡景象 达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达州市

55 胡柯 益阳市中心医院 湖南省 益阳市

56 胡茗 阆中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南充市

57 胡善策 安康市中医医院 陕西省 安康市

58 黄军 达州市通川区中医院 四川省 达州市

59 黄丽 广汉骨科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60 黄莉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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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黄涛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62 黄玮玮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63 黄一峰 邻水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广安市

64 黄育梅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65 贾瑞生 通江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巴中市

66 江静 彭山区中医院.妇女儿童医院 四川省 眉山市

67 江文 乐山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乐山市

68 姜正华 镇雄县人民医院 云南省 昭通市

69 蒋华龙 安岳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资阳市

70 金晓博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四十七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71 康永慧 四川省什邡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72 雷海云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73 雷证 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资阳市

74 黎永明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75 李昂 乐山老年病专科医院 四川省 乐山市

76 李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77 李国平 四川省宝石花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78 李建建 重庆市江津市中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79 李杰 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李庄同济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80 李菊 德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德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81 李军 什邡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82 李克清 德阳第五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 德阳市

83 李明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四十七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84 李鹏志 巴中市中心医院ICU 四川省 巴中市

85 李然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86 李仁权 江安县中医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87 李绍兮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88 李小燕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89 李晓春 宁南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90 李志勇 珙县中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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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梁蓉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92 梁修霞 合江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93 梁宇蕃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94 廖翠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95 廖建 德阳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96 廖明兴 黔南州人民医院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

97 廖婷婷 宜宾市叙州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98 廖霞
四川大学华西第一医院西藏成办分院(原:西藏自治

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99 林露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00 林涛 德阳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101 刘波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102 刘建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03 刘克明 奉节县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104 刘林峰 新津区中医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05 刘伦友 兴文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106 刘萍 仪陇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南充市

107 刘强 荣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108 刘艳 资阳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资阳市

109 刘洋 绵阳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110 刘依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111 刘英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112 刘勇 宜宾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113 刘友建 大竹县中医院 四川省 达州市

114 刘育 达川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达州市

115 刘泽 恩阳区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巴中市

116 刘忠富 绵竹市中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117 刘忠良 长宁县中医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118 鲁文建 资阳市雁江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资阳市

119 鲁忠诚 绵阳市安州区中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120 罗李龙 绵阳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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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罗敏 长宁县中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122 罗伟 南充市中心医院/南充市肿瘤医院 四川省 南充市

123 罗志刚 达州华康医院 四川省 达州市

124 罗智浩 广东省中医院 海南省 海口市

125 欧三军 宁南县中医院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126 潘铖 江油市中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127 潘天孟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128 彭亮 三四一七医院(贵州航天医院) 贵州省 遵义市

129 彭萍 四川省司法警官总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30 彭权均 长宁县中医医院新院区 四川省 宜宾市

131 彭晓霞 库车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内江市

132 彭艳玲 四川现代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33 邱晨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34 邱俊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135 邱璐杰 眉山肿瘤医院 四川省 眉山市

136 屈小江 岳池县中医医院 四川省 广安市

137 阙桃 眉山市彭山区中医医院 四川省 眉山市

138 任凌峰 中铁二局集团中心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39 商林 成都市新都区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40 佘正忠 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141 舒丽娟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42 宋其泰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143 宋训君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144 苏玲 三六三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45 苏维 洪雅县中医医院 四川省 眉山市

146 苏耀伟 安康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 安康市

147 孙欢 绵阳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148 孙丽瑶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49 孙琴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50 孙自国 巴中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 巴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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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唐程鹏 梓潼县中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152 唐霞 宜宾市叙州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153 唐志强 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资阳市

154 唐祖会 犍为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乐山市

155 涂胡柳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156 万聪 都江堰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57 万茂山 眉山市彭山区中医医院 四川省 眉山市

158 王波 彭州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59 王常燕 通江县中医院 四川省 巴中市

160 王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161 王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62 王炬 茂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63 王琨皓 成都京东方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64 王敏 长宁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165 王翔 成都市蒲江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66 王小鹃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167 王一龙 射洪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遂宁市

168 王艺臻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69 王榛 什邡市第二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170 魏艾柃 泸州市中医院泸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171 魏玮 康定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

172 魏小明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173 魏燕 盐源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174 文赟 成都市双流区中医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75 翁粒棚 布拖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176 吴海月 雅安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雅安市

177 伍忠维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78 夏福兮 眉山肿瘤医院 四川省 眉山市

179 向金丽 叙永县中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180 向英 西部战区总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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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肖丽 四川绵阳四0四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182 肖樵苏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183 肖影 广安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广安市

184 谢晨权 渠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达州市

185 谢娟 德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186 谢轲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87 谢婷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88 谢晓娟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189 胥春艳 三台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190 徐优林 长宁县中医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191 许巍鹏 富顺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192 薛超 珙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193 颜华琼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医院成都市武侯区妇幼保健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94 羊江 安州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195 杨超祖 普洱市人民医院 云南省 普洱市

196 杨芳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197 杨宏恩 三二零一医院 陕西省 汉中市

198 杨会容 长宁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199 杨进 兴文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200 杨静 达州元达联合医院 四川省 达州市

201 杨淋 永善县人民医院 云南省 昭通市

202 杨柳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203 杨攀 眉山肿瘤医院 四川省 眉山市

204 杨松梅 眉山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眉山市

205 杨淞 夹江康复专科医院 四川省 乐山市

206 杨文平 四川省巴中恩阳区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巴中市

207 杨秀明 四川省建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208 杨远伟 名山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雅安市

209 杨芸 内江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内江市

210 杨镇 四川省通江县中医医院 四川省 巴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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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杨志清 简阳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资阳市

212 杨卓 巴中市中医院 四川省 巴中市

213 仰兮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214 叶桃 乐山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乐山市

215 易长春 资阳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资阳市

216 尤君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217 张传勇 成都市第八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218 张聪 四川绵阳四0四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219 张大东 兴文县中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220 张凤飞 四川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四川省 成都市

221 张甫军 汉源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雅安市

222 张桂明 通江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巴中市

223 张国飞 泸州市纳溪区人民医院沪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224 张国庆 黔南州人民医院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

225 张建军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省 自贡市

226 张杰 成飞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227 张乐 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眉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省 眉山市

228 张丽 简阳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229 张梦雅 南方医科大学南海医院 广东省 佛山市

230 张奇 大英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遂宁市

231 张荣社 滑县人民医院 河南省 安阳市

232 张艳 峨眉山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乐山市

233 张燕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234 张毅 元达联合医院 四川省 达州市

235 张永明 巴中骨科医院 四川省 巴中市

236 张玉 江安县中医医院 四川省 宜宾市

237 赵思豪 巴中市中医院 四川省 巴中市

238 赵天星 平昌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巴中市

239 赵显斌 中江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240 赵玄 成都市公兯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四川省 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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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郑爱华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242 郑伦燕 彭州市中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243 郑巍 中铁二局集团中心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244 郑宇涛 雅安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雅安市

245 钟文武 简阳市中医医院 四川省 资阳市

246 周华科 汉源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雅安市

247 周黎明 江油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 绵阳市

248 周梦雪 绵竹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德阳市

249 周秀英 西昌市人民医院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250 朱莎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四川省 成都市

251 朱艳玲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 重庆市 重庆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