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工作单位 邮政编码

宋焰桃 安徽省桐城市人民医院 231400

胡安群 安庆市立医院 246003

王凤超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33004

李承明 固镇县中医院 233000

黄桦 蚌埠医学院 233030

徐慧 蚌埠医学院 233000

崔悦 蚌埠医学院临床检验诊断学实验中心 233000

马佳 蚌埠医学院 233003

方家敏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33040

夏俊 蚌埠医学院 233030

李玉云 蚌埠医学院 233030

杨燕青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33000

吴艳丽 亳州市中医院 236800

朱梅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238000

董晓玉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238000

章向文 滁州市全椒县人民医院 239500

林锋 明光市中医院 239400

张燕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人民医院 233100

高勇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原:阜阳地区传染病医院) 236000

李辉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阜阳医院 236000

余康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阜阳医院 236000

刘周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任鹏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一医院 230031

常中宝 合肥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230088

常文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马筱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230000

李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皖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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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华 合肥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230088

陈忠 合肥京东方医院有限公司 230012

徐元宏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00

李明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01

陆琼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00

周强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陈礼文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3601

姚杰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000

杨凯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韦玉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王爱华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601

张润文 宁波开发区中心医院 315800

李娜 安徽省体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230001

李鹰鹏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李莉 安徽省省立医院 230001

夏红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房功思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30000

胡元生 合肥市滨湖医院 230000

孟德娣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30061

夏昕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区 230031

管世鹤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001

戴媛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徐珍 淮北矿工总医院 235000

刘培明 淮北矿业(集团)公司矿工总医院 235000

魏方 淮北矿业(集团)公司矿工总医院 235000

陆士海 淮北矿业(集团)公司矿工总医院 235000

张波 淮北矿业(集团)公司矿工总医院 235000

吴靖 舒城县中医院 231300

张利红 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237008

赵家莲 和县人民医院 238200



唐吉斌 安徽省铜陵市人民医院临检中心 244009

余国庆 芜湖海螺医院 241000

琚征征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241000

操金金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241000

李小勤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241000

董必飞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241000

陈宝荣 北京金域 100015

魏红 北京市体检中心 100039

徐国宾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李泽 天料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22208

胡双梅 北京市昌平区医院 102200

易翔 北京回龙观医院 100000

李珍珍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 100000

杨辉 中日医院 100029

崔智慧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024005

刘欧 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6

魏利龙 中日医院 100029

戴淑芝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黄立纲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6

李禹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029

凌云映 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6

辛毅 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 100029

马仕娇 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 100001

董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100026

崔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向坤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100101

张立娟 中国民用航空总医院 100012

车轶群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王太宇 临床实验室分析期刊 100028

湛玉良 中日医院 100029



宋岩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北京微创医院) 100022

杨蕊 北京金风易通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孙晓彤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原解放军第306医院) 100101

朱蕾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原解放军第306医院) 100000

杨立军 北京国际SOS救援中心 100025

陈兴明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原解放军第306医院) 100101

黄瑛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原解放军第306医院) 100000

陈福君 null 100004

孙树荣 中国民用航空总医院 100025

王大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00000

李良康 北京化工大学 102600

王立伟 中日医院 100029

陈因 中日医院 100000

周诚君 中日医院 100029

沈军 中日医院 100000

赵志均 中日医院 100029

贾莉 中日医院 100029

丛笑 中日医院 100029

彭宝生 北京金域医学实验室有限公司 100001

孙慧颖 北京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100061

左祖奇 拾玉资本 100000

孙媛 北京海思特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100000

王洛平 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 100176

盛全宝 北京陆道培医院 100176

王鹏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100000

田秉谦 北京市仁和医院 102600

王欢 北京市仁和医院 102600

苏春凤 北京市仁和医院 102600

田艳侠 北京市仁和医院 102600

李芬娥 北京市仁和医院 102600



寿玮龄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程歆琦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李鹏昌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杨启文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尚雪松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李芮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何书康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  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 100730

秦宇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6

司文喆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吴玥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逄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杜雨轩 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 100730

于雪莹 中日医院 100029

刘中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吴丽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000

李亚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王丹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王国洪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0142

杜兰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029

程京 清华大学医学院 100000

赫捷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赵明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骆雷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084

周洲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00037

曹永彤 中日医院 100029

罗燕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李金明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100730

李海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翟培军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100062

王一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100026



彭明婷 国家卫健委临床检验中心 100730

朱铁楠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王庚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张时民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张蜀澜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刘向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000

王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胡继红 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 100730

任丽丽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100730

张敬仁 清华大学医学院 100000

李永哲 北京协和医学院 100032

王国春 中日医院 100000

王建中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马超超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王宇 国家卫健委临床检验中心 100730

李臣宾 北京医院 100730

周倩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000

赵建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000

王雅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曹媛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076

王清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郭健 北京医院 100730

颜光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000

徐英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鲁辛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胡冬梅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100062

李洪霞 解放军总医院南楼 100853

田晓怡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孙慧珍 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 国家卫生健康委临床检验中心 100730

刘海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000



崔小岱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00020

黄小兰 首都儿科研究所 100020

刘航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王国武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100050

赵南 Somur Tech. 100010

肖路延 北京医院 100000

沈笑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029

宋春丽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院 102400

马建 北京中医药大学房山医院 102400

潘多 北京市中医药大学房山医院 102400

朱智慧 北京中同蓝博检验所 100076

冯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00

姚海娟 北京市体检中心 100031

张华 北京市体检中心丰台部 100077

杨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王攀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000

刘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陈汐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崔嘉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63

蒲丹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000

叶静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麻雅婷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沙英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池秀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郑佳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贾珂珂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李丰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王磊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赵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000

龚晨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乔蕊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王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郝玮琳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 100016

陈香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杨云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李琦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100091

徐慧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王海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李绵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崔丽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田亚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转化医学实验室 100853

陈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温新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000

薛丹丹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000

胡晓婷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0036

潘玥 北京市海淀医院 100000

卢新 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 100000

刘汝锋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0142

张曼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张捷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马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038

杨继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解立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沈定霞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谢飞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赵绍宏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海南分院 100853

郭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王成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闫琳琳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100014

谢菲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丛玉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方丽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 100081

万成 北京大学 100871

李瑞强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20

刘新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原海军总医院） 100000

高宇 器审中心 100000

张国豪 北京百康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2206

王洪兰 北京祥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101400

张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020

张樱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00853

王敬华 北京爱普益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210007

郭涵 石景山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100040

高乃姝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100144

楚华星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100144

伍彬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100144

蔡煜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100144

王志刚 北京晋商联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28

王宗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101149

许永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101100

李俊 北京和合医学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1111

孟颖 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 101100

刘辰庚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陆松松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王若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尹玉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胡文静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复兴医院 100000

苗林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董一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00038

谭延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100038

闫存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吕继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贾玫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王培昌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吴子燕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吴卫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刘贵建 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100053

屈晨雪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杜振波 北京和睦家复兴门诊所有限公司 100091

苏建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孙芾 北京和睦家医院 100015

彭文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00

王雅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00

鲍会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石育英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00

李文军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00

傅庆华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00

孙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32

赵晓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魏千惠 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101407

王建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陈晓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刘长德 北京市回民医院 100054

郑生伟 审评中心 100000

刘思颖 长安私人资本 100081

郑庆祝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0

林锦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刘晓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唐尧 福建医科大学 350004

林伯熹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350001

王梅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刘灿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5

陈永海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350004

张倩 福建医科大学 350004

林昕迪 福建医科大学 350004

祝先进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刘宽灿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 350025

金郑宝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 350001

熊静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00医院 350025

张亚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00医院 350025

金秀秀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 350025

张婧玲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0

张凤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0

陈万紫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谢屿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李祥辉 福建医科大学 350004

陈敏 福建医科大学 350003

吴娟 福建医科大学 350004

曹颖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陈愉生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1

黄玲 平潭综合实验区医院 350400

林孝立 平潭综合实验区中医院 350400

欧启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3

魏建威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350003

于洲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0

林宗 福清市中医院 350000

赵婷婷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原福州总医院) 350000

陈芸芸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00医院 350000

陈蓉艳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350004

叶小莉 福州艾迪康 350008

雷焕英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350004



郑培烝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1

张宝华 福州总院二部检验科 350003

李扬宇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350004

黄毅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1

成玲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张臣青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0

卓碧敏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50001

林燕辉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0

郑宗富 解放军476医院 350002

江仁权 福建医科大学 350004

王隆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0

林宇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50000

胡廷书 福州福兴妇产医院 350014

付林平 福州市晋安区医院 350014

杨双燕 福州金域检验 350000

王娅 福州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350000

陈阳 福建医科大学 350004

王丽珊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护理学院 364000

苏文芳 龙岩市第二医院 364000

陈丽娟 福建省龙岩人民医院 364000

黄晓华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364000

林玉梅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364000

吴剑 邵武市立医院 354000

张忠源 福建省南平第一医院 353000

张余兵 福建省南平市人民医院 353000

詹越波 顺昌县医院 353200

陈婷 南平市建阳第一医院 354200

张茂青 建瓯市立医院 353100

陈勇 宁德市闽东医院 355000

刘成信 寿宁县医院 352000



肖玉鹏 莆田市第一医院 351100

陶艳红 莆田人民医院 351254

涂海健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351100

俞少扬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杜秀环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2000

张志珊 泉州市第一医院 362000

郭龙辉 晋江市安海医院 362000

饶华春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泉州市正骨医院 362000

朱红梅 三明市第一医院 365000

卢爱薇 三明市第一医院 365000

张志峰 明溪县医院 365000

杨金荣 建宁县医院 354500

王建松 将乐县总医院 353304

张加勤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叶辉铭 厦门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3

李珣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王厚照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医院 361003

甘月滨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361000

林勇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李志勇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0

陈小华 睿科集团技术研究院 361000

李自顺 厦门市第三医院(原:厦门市同安区医院) 361000

高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十三集团军医院 361001

马晓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刘朔婕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滕菁 厦门市中医院 361009

洪国粦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彭赛亮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61021

赵志伟 厦门市海沧医院 361026

陈霖春 龙海市第一医院 363000



蔡爱嫔 平和县医院 363700

陈燕红 平和县医院 363700

陈月容 南靖县中医院 363000

李臣 金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737100

齐发梅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50

韩璐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730000

苏海翔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丁世凯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张晓梅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吴洋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贺彦玢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730046

宋雅伟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730000

张旭强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730046

李彩东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730046

田鹏飞 兰州肝病研究所 730046

魏超君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郭明亮 甘肃省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730046

居军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刘婧婷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730050

宋艳梅 甘肃中医药大学 730000

杨雅丽 甘肃中医药大学 730000

黄海祥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颜丽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赵翠生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730050

杨学敏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刘菊玲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730046

罗晓慧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卢丽莎 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妇幼保健院 742500

边富宁 成县妇幼保健院 742500

黄泽伟 广东省潮州市中心医院 521021



隋洪 东莞康华医院 523940

孙志豪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523000

朱学海 东莞东华医院有限公司 523110

黄锡谊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顺德医院（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医院） 528315

蔡甜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海医院 528200

吕伟标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 528308

张伟明 南海区第六人民医院 528248

邓若尘 佛山市南海区中医院（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528000

薛国平 南海区第七人民医院 528247

周君纯 佛山市南海区第五人民医院 528037

袁健生 南海区人民医院 528000

王堃成 南海区人民医院 528200

吴翠云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 528308

姜红烨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 528308

李琳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佛山市顺德区中医院） 528333

招钜泉 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 528200

谢振纪 番禺区第二人民医院 511400

李智 七喜医疗集团 510600

欧阳涓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00

钟宇龙 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 510430

李丽敏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000

曾念宜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0

吴斌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0000

徐舒敏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10000

刘健 广州市番禺疗养院 511490

廖军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0180

付强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圃院区检验科 106600

李雪蘅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000

曾涛 南方医科大学 510515

肖斌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510010



李雪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510320

张玲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510330

王伟鑫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120

蔡依玫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曾颖敏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150

亓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吴玉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510000

李晨阳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510330

梁婷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510000

黄演婷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10

付玉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荔湾医院 510170

胡树珍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10095

吕晓明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广东省骨科医院） 510360

杨莉娟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陈舒颖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10000

周宏伟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000

郑磊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雷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510000

闵玲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10095

毛炜 广东省中医院 510006

潘星华
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广东省单细

胞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510515

田国宝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510000

肖倩 广东省中医院 510120

张乔轩 广东省中医院 510120

李纬玮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510000

胡炎伟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黎文成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荔湾医院 510170

陆景润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510000

黄恩平 南方医科大学法医学院 510515

王慧君 南方医科大学法医学院；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海医院 510515



邓淳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510000

周世一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510000

黄宪章 广东省中医院 510120

王前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515

余楠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510282

张梦梦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11430

陈美芬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10310

陈思聪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00

陈纯旭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11458

何咏茵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510000

任健康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510330

徐韫健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120

范侠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000

朱艺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510000

刘嘉慧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510000

黄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510000

李林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510010

李虹霖 广东省中医院 511400

卢景辉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王芳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妇 510000

黄桃生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510000

蒋析文 达安基因 510000

张涛 广州白云山医院 510515

龙敏明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510000

陈怡丽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范建 达安基因 510000

邓华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510000

钟少芬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510000

赵可伟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510000

孙雪松 暨南大学 510632



程雅婷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510005

潘建华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510330

曲璟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510000

陈妍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150

温旺荣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2

张茂雨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510000

邓文国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诊断中心 213000

吴开力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510000

简粤勇 广州视源门诊部有限责任公司 510000

黄建明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25200

何昕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0

毛志锋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510000

彭湘明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510000

段朝晖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120

徐鸣君 广州达安 000000

黄立英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510663

唐葵 广州复大医疗有限公司复大肿瘤医院 510000

彭亮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10700

胡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510630

何金花 广州市番禺中心医院 511400

王志剑 河源市源城区人民医院 517000

靖吉芳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12026

樊兴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16025

江雪红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16025

叶振东 嘉应学院医学院 514031

杜良琴 清远市人民医院/暨南大学医学院第五附属医院 511500

钟国权 清远市人民医院 511500

焦丽军 清远市中医院 511500

黄靖宇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41

谢龙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00



方威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00

黄腾毅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00

陈绩才 汕头市澄海人民医院 510080

黄佳涛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515041

黄旭纯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515041

蔡信坚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515000

郭广洲 深圳平安好医 518000

吴宗勇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518116

陈莉 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 518067

李悦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518000

杜冀晖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 518052

门涌帆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518055

戴子鹏 深圳爱湾医学检验实验室 518000

张晓平 华大基因 518083

于波海 广州中医院大学深圳医院（福田） 518034

纪翔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518001

刘文娟 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518114

罗招凡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518017

彭赛辉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518000

杨媛慧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518000

王敏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518000

邓绍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518107

王 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518107

吴福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523080

孙宏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 518107

蒋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 518107

黄炳坤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福田） 518034

曲久鑫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518000

张润玲 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光明） 518000

豆小文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518000



周义文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医院 518100

赵陆洋 深圳市真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8000

王远 深圳市梅沙医院 518000

胡彦勇 深圳市帝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18033

唐诗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000000

罗文英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 524001

温冬梅 上海森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许惠根 广东省中山火炬开发区医院 528437

谢晋烨 中山市人民医院 528403

刘振专 中山市三乡医院 528400

肖强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8000

江冠民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19000

梁燕霞 广东省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519000

詹永聪 珠海市人民医院 519000

冯涛 珠海市人民医院 519000

黄荣宁 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 537000

庞晓霞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533000

潘国刚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533000

覃羽华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533000

王春芳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533000

唐毓胜 百色市妇幼保健院 533000

张梁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533000

邓益斌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533000

曾永龙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533000

陈万铭 北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536000

张善辉 合浦县人民医院 536100

任蕾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541001

奚春凤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541001

王彩梅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541001

王晓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541001



汤希凡 广西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541001

刘霞 桂林市兴安县 541002

胡永玲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541001

廖龙波 荔浦市人民医院 546600

蒋长林 资源县人民医院 541400

段东伸 资源县人民医院 541400

廖献林 阳朔县妇幼保健院 541900

黄燕玲 荔浦市妇幼保健院 546600

卢运照 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 547000

吕荣敏 钟山县人民医院 542699

杨日东 广西钟山县中医医院 542699

陆德胜 广西柳州市柳钢医院 545005

马兴璇 广西柳州市中医医院 545001

唐华 广西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45006

王贵生 柳州市工人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545300

孙一帆 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 545007

李晞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檀润先 广西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30021

欧超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30021

秦雪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谢丽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30000

罗晓璐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530023

罗晓成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530023

麻秋英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530023

莫耀禧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刁志宏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530011

梁盛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 530001

黄荣新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 530001

覃晓虹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0三医院 530021

覃军 宾阳县中医医院 530400



王健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梁乃旭 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543002

庞大志 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 537000

刘康海 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 537000

董波 黔西县人民医院 551700

郭家香 黔西县人民医院 551700

朱武军 贵阳市第六医院 550005

刘怡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0

孙朝琴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杨丹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0

王甫 开阳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550300

郭腾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50001

杨剑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550000

史昕 贵航贵阳医院 550009

黄海 贵州医科大学医学检验学院 550004

高茂彬 贵航贵阳医院（遵义医科大学附属贵航三〇〇医院） 550000

文春蓉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贵阳市儿童医院 550000

穆仁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550001

陈瑜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0

康绍穆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550000

祝静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原:贵州省安宁医院) 550000

莫非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刘莲 贵州医科大医学检验学院 550004

聂瑛洁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0

田振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0

冉连会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代光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0

任燕燕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0

黄赟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0

赵娟娟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50004



刘宓 贵州省肿瘤医院 550004

万秀方 贵州医科大学 550004

李霞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杨斌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钟颖 贵州省职工医院 550025

陈琨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3

黄山 贵州省临床检验中心 550002

谭杰 六枝特区健康体检中心 553400

孔义华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56000

陈玲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56000

何光红 龙里县人民医院 551200

唐仕华 兴义市人民医院 562400

陈丹 兴义市人民医院 562400

杨华军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554100

漆勇 铜仁市碧江区中医医院 554300

杨昌伟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63003

晏亚萍 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63000

卜宗垚 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63000

闵迅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63000

杨小理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63000

童华波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遵义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563000

符生苗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陈运春 海口市中医医院 570216

郑青 海口市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 570208

邢红宇 海南省中医院 570311

巫翠云 海口市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 570208

陈鑫苹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李成学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蒋翡翎 海口市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 570208

吴佳力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刘嫦玉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童晓青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000

张淑芳 海口市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 570100

黄涛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于帅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海南分院 572013

孙凯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572000

王玉丰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572000

陈兴壮 三亚市中医院 572000

匡慧慧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海南分院 572000

贾天军 河北北方学院检验学院 075000

王芊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医院(原解放军第252医院) 071000

于桐桐 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 065201

伍平 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 065201

徐闽 秦皇岛市海港医院 066000

连晓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郑立恒 河北省胸科医院 050000

郭奕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张金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00

赵凯旋 河北省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00

郝迪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戴二黑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050021

单保恩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李顺义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赵建宏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闫国超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50031

袁宝军 开滦总医院 063000

李宏芬 开滦总医院 063000

李静 唐山市中医医院西院区 063000

王巍 张家口市宣化区眼科医院 075100

姜文静 河北北方学院 075000



马玉 河北北方学院 075000

王福党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475000

王志增 河南大学 475004

王平平 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471023

闫昕伟 宜阳县中医院 471600

聂静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9医院 471000

王燕 洛阳新区人民医院 471000

李晓冰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9医院 471000

郑新山 召陵区人民医院 462000

翟素平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0

徐曼 南阳市中心医院 473000

程琳琳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473000

李世杰 濮阳市人民医院 457000

李茹 河南省濮阳县徐镇镇卫生院 457000

崔媛媛 台前县第二人民医院 457621

吕长坤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76100

贾安奎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53100

张铁汉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453003

张  帆 河南省辉县市人民医院 453600

于朦菲 新医一附院 453100

薛敏 新乡医学院 453003

王侠 新乡医学院 453700

张营营 新乡医学院 453003

谭文青 新乡医学院 453003

陈晨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453000

张敏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453000

孙政敏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453000

耿立 河南信合医院 465200

段爱军 河南信合医院 465200

吴香云 河南信合医院 465200



周显玲 河南信合医院 465200

杨振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90医院(原154中心医院) 464000

徐进 信阳市中心医院 464000

贺付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郑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邹杰 华中阜外医院 450000

丁利霞 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 456300

陈派强 郑州颐和医院 450018

李静 河南省胸科医院 450001

陈瑞飞 华中阜外医院 451464

魏彦栓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 451191

李利娟 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 450016

贾莉婷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刘红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许青霞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孙萍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450008

宋真真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0

王保亚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0

田浩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张河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徐莉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张傅山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魏忠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王许娜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黄晨曦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王萍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王伟 河南省胸科医院 450008

明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史华瑞 郑州市中心医院 450000

赵丽星 郑州白泽医学检验所 450000



荆敏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李爱萍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50000

孙振威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8医院 450042

杨立涛 河南省胸科医院河南康复中心医院 450008

王亚丽 河南省胸科医院 450008

程书华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00

石瑛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00

高岚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何燕霞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50000

朱亚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0

王慧玲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朱春凯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0

许金玲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李刚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0

兰新志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450000

袁恩武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邢金芳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450052

王桂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徐变玲 郑州市中医院 450000

郭书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王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李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梁栋 周口市中医院 466000

张爱荣 驻马店中心医院 457400

刘娜 上蔡县妇幼保健所 463800

聂慧超 新蔡县人民医院 463500

尚红杰 上蔡县中医院 463800

刘玉梅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分校 163319

高君 大庆市中医医院 163111

王宏志 大庆市人民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163000



冯磊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王一多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谢盼盼 黑龙江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150000

邢银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金英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0

刘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杨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李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董蔓莉 黑龙江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150000

辛晓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关秀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翟泰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黑龙江省肿瘤医院） 150000

姚玉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0001

兰凯 哈尔滨工程大学医院 150001

高春波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150000

杨铭华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150010

于晶媛 妇幼保健院 154101

辛华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4002

姜振光 绥芬河市人民医院 157300

张波 牡丹江市肿瘤医院 157010

陈丽萍 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157011

闫海润 黑龙江省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 100352

孙晓杰 齐齐哈尔医学院 161006

张春晶 齐齐哈尔医学院 161006

于力 齐齐哈尔协育友好医院 161006

林树东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原齐齐哈尔铁路中心医院） 161001

巩玉梅 双鸭山双矿医院 155100

刘立忠 肇东市第一医院 152000

余书武 鄂州市中医院 436000

赵万春 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434000



杨涛 荆州市中医医院 434000

董华 公安县人民医院 434300

鲁石 公安县人民医院 434000

王玉林 南京兰卫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434400

李杰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毛达勇 十堰市太和医院 442000

杨莉 武汉市汉阳区妇幼保健院 430050

孙慧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罗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00

金丹 湖北中医药大学 430065

彭鑫鑫 湖北中医药大学 430000

王晨韵 湖北中医药大学 430065

刘丽 湖北中医药大学 430065

王璨璨 湖北中医药大学 430065

王晓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孙玉洁 湖北中医药大学 430065

胡汉宁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陈薇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卢昊 湖北中医药大学 430065

刘湘 湖北中医药大学 430065

童永清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1

陈刚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430000

吴健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00

吴晓莉 武汉康圣达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440000

汪君 武汉康圣达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430000

唐国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00

王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孙自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李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430060

刘泽金 武汉亚心总医院 430056



彭静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张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00

田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赵硕生 武汉艾迪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430000

施爱群 湖北中医药大学 430061

魏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胡丽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00

郑芳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方芳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殷波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00

邢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喻明霞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魏燕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00

王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石伍和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00

张德太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余超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00

李冰一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00

曾文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汪金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00

倪维 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原: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430074

孙建斌 武汉市第三医院 430000

曾嵘 湖北中医药大学检验学院 430065

潘运宝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00

丁进亚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 430070

廖生俊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邓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李一荣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22

黄华泥 赤壁市人民医院 437000

童伟 襄樊市第一人民医院 441000



赵建忠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肖传宇 湖北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443000

李光军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 441101

朱宇芳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00

黄少军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左江成 夷陵区妇幼保健院 443100

罗春华 湖北省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443003

李江陵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三峡大学人民医院） 443000

文锟 桃源县人民医院 415700

徐丹 湘雅常德医院 415000

胡荷花 汉寿县人民医院 415900

胡政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23000

廖晓梅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 423000

陈恩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衡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21000

谢亚锋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21001

刘双全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衡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21000

刘卓然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21000

周细国 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418000

梁剑琦 娄底市中心医院 417000

严辉 邵阳市中心医院 422000

李佳 湘潭市中心医院 411100

毛福青 湘潭市中心医院 411100

李剑鸿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华大学附属湘潭医院湘潭市肿瘤医院 411100

周小龙 韶山市人民医院 411300

徐薇 益阳市中心医院 413000

刘利辉 益阳市中心医院 413000

石喜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 427000

袁仕善 湖南师范大学 410013

邓建东 湖南航天医院 410205

章迪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尹铁球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410000

蒋海叶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00

曾召琼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7

王冰琦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01

吴苑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00

王堃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傅锦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78

邓红玉 湖南省肿瘤医院 410013

梁湘辉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唐亚梅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杨明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00

刘文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谢卫民 湘雅常德医院 415009

吴文双 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 410000

王晓春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410013

黄维亮 长沙市第一医院 410000

王璋 华南师范大学 427000

梁德生 中南大学医学遗传学研究中心 410083

陈勇 长沙市第一医院 410005

周翔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谢小兵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7

郭立煌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00

陈轶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410013

许向青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00

杨盛清 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 410000

陈丽华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唐小异 湖南师范大学 410000

李喜兵 湖南师范大学 410013

张艳霞 长沙市第八医院/长沙市中医医院 410000

李茜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刘继萍 浏阳市妇幼保健院 410300

伍勇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胡敏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符婷 湖南大学 410082

叶茂 湖南大学 410082

彭天欢 湖南大学 410082

任碧琼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410007

谭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00

李诗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00

曾祥海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00

周林颖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00

刘莎莎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00

陈维 湖南中医药大学 410208

张芸飞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00

陈辉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李颖佳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00

郭建军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13

陶蓉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00

陈敏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410008

舒丰 湖南省肿瘤医院 410006

易斌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邓长娟 湖南中医药大学 410000

石盛洁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0

朱惠斌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0

王红燕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0

邓远富 湖南中医药大学附一 410000

陈芷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00

陈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钱纯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7

钟白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唐玲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汤泽军 长沙市中心医院 410000

田菁菁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徐克前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410013

朱燕 中南大学 410013

易帆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0

夏璐玲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00

谢婷彦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王敏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00

石光清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10000

胡方兴 长沙市第三医院 410000

洪敏 湖南圣维尔医学检验中心 410000

唐浩能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张贞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7

谭超超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0

晏群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向满林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陈霞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梁运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彭婉婵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李萍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10007

肖鹏程 株洲市中心医院 412000

黄阿莉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1

马琳琳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1

张桂杰 吉林市中心医院 132011

包学英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1

杨静波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132000

韩璐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132000

王玉辉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1

李彬先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1



李钰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3

张晓梅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1

孟宪玲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3

侯柏春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11

金冠 吉林省脑科医院（吉林省神经精神病医院） 136000

姜春善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133000

朴美花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33000

刘玲玲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周婷婷 吉林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130000

肖含 吉林金域检验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130000

阚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廉春晖 吉林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130000

滕春燕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徐立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王欣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00

高艺航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李艳蕾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曲林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王海燕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潘一娜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郭笑然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00

柴剑男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王凯瑾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00

朱学彤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孙瑞营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00

续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王曌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闫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王铁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检验科 130021

孙璐璐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陈晓军 长春市妇产医院 130000

许建成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黄晶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王立强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谢风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 130033

丁家华 吉林省临床检验中心 130021

杨柳 长春市中心医院 130051

刘秀敏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21

张晓威 长春市儿童医院 130061

刘彬彬 长春佰圣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130012

何成彦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 130000

徐建华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原：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医院） 130011

郭迎雪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王丽颖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00

陈丽军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00

孙景春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中日联谊医院） 130031

肖霞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00

于庭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李雨艳 长春迪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130000

李铤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吴雪峰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孙淑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冯敏亚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0

史梅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马锦洪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0

史伟峰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史兵伟 常州市中医医院 213003

王彦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 213000

张铭 江苏省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213003

袁小松 常州市妇幼保健医院（常州市第五医院） 213000



常岐 新北区孟河中医医院 213000

芮志莲 溧阳市人民医院 213300

陈祎 溧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213000

吴玉敏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周围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姜玉章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223300

侯盼飞 涟水县人民医院 223400

黄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2医院 223001

施城东 楚州区人民医院 223000

潘艳 涟水县人民医院 223001

祝丽晶 涟水县人民医院 223400

曾东晓 江苏省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223002

李雨松 江苏省准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223001

杨伏猛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222006

刘倩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肿瘤医院 222006

汤小利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0

杨艳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0

田小平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王绪山 灌云县人民医院 222200

梁伟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222023

朱立梅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侯思南 连云港市中医院 222004

曾健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连云港市中医院 222004

周保成 连云港市第三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222000

陈开勇 灌云县人民医院 222000

章惠刚 东海县人民医院 222300

李恒星 东海县人民医院 222300

顾进 连云港市中医院 222004

崔莹 赣榆区人民医院 222100

郭敏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肿瘤医院 222000



赵峰峰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10009

陈辰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程迎迎 江苏省中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10000

王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210002

凌芸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张桐硕 武警江苏省总队医院 225003

张燕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周辉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张立涛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戴秀芹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210042

刘京萍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胡金曹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0

胡晓菡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陈雨欣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葛亮 江苏省中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10029

张世昌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谢而付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00

张伟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娄鉴芳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宁明哲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夏文颖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00

张丽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王黎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王茜 南京市胸科医院 210000

杨璐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杨瑞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余梦瑶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王琳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李智洋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张燕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魏佳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00

吴逸宁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许雨乔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吴蕾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金岳心子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刘成成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崔婷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陈炜钢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0011

徐华国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王森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张洁心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张炳峰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陈倩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徐志晔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缪卫华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0003

许斌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聂珍琳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王翠华 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10032

潘世扬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00

汪笑男 世和基因 210000

李霄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施毅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210002

高岭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8

卞淑慧 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10032

毛源 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 210042

钟山亮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邱胜丰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36

陈颖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36

王雅曼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00

成祥君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胡坤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丁红梅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蔡针针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00

王芳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高能姣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0000

郑齐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刘根焰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周小希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0000

骆晓凤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

省第二红十字医院）
210000

巨桓宇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00

焦梅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0011

温忠亭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

省第二红十字医院）
210000

林明鑫 南京医科大学 210000

吴茗 南京医科大学 210000

庞晓雨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00

徐建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汪俊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210000

赵建华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徐睿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00

沈丹婷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00

张淑正 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10032

姬亚州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00

童明庆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 210029

沈洪兵 南京医科大学 250032

李亚骏 南京市六合区妇幼保健所 210000

王书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 210006

王蕊 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10032

邬兰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0

戴芝花 南京市六合区妇幼保健所 210000

吴恩荣 南京市栖霞区医院 210000



董晓晶 南京华晟医学检验实验室 211100

徐静茹 南京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00

胡志斌 南京医科大学 210029

窦文彬 南京医科大学 210000

巫开文 南京市中心医院（南京市市级机关医院） 210018

蒋胜高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0

俞杨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赵昕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0

王一杉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陈亚军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10004

张力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 211200

张立平 溧水县人民医院 210000

张少华 南京华银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10000

刘国强 南京兰卫医学检验所 211800

高凌飞 吉诺思美精准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210000

刘志明 南京市江北医院 210048

郭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一医院 210002

杨宏宏 东部战区解放军八一医院 210000

李波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苏

省第二红十字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10011

李家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210002

陈欢欢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王宏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00

严虹 南京市胸科医院 210029

王建新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景蓉蓉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罗茜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0

王旭东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钱晨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6001

张建忠 如东县人民医院 226400

朱建峰 如东县人民医院 226000



陆兵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人民医院 226400

邵玲玲 如东县人民医院 226400

张海云 南通六院 226000

蔡辉 启东市中医院 226200

司晓燕 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 226003

卞晓楠 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 226000

戴世荣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226002

林兰 南通市肿瘤医院 226000

施爱军 江苏如东县中医院 226400

季沈杰 启东市人民医院 226200

邵雪峰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226018

谢玮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26001

沈甜 南通市肺科医院 226011

李仁华 海安市中医院 226600

王健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226006

陆仁飞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226006

谢小芳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1

韩清珍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范银银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0

张莉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原:苏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215001

王冰莹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朱莹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方琪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吴元健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215002

何军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朱明清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王兆钺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朱力 苏州大学唐仲英医学研究院血液学研究中心 103187

侯建全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1192

朱义玲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4100



屈睿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原：苏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215001

崔晓燕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0

杜鸿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刘天艳 张家港澳洋医院 215600

金丹蓉 苏州市立医院本部 215000

安帅 中科院苏州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215163

李荣艳 苏州呼呼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215000

张涛 中国科学院苏州医工所 215163

丁洁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吴伟华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沈怡敏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陈旭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赵丽娜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张莹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赵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朱音婷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张帅帅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张胜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王卓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0

徐国新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苏州大学附属张家港医院 215600

王亚南 苏州市立医院 215000

顾梦南 苏州艾达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15000

张园园 苏州艾达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15123

杨玉婷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215000

葛绍娟 苏州明基医院 215000

朱晓珏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15600

朱红胜 苏州市立医院东区（原：苏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215001

张春福 昆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215300

殷晓云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215000

姚永良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昆山医院 215300



高雪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凌晨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李苗苗 苏州明基医院 215000

陈洁 常熟市医学检验所 215500

王程婉倩 明基医院 225500

蒋廷旺 常熟市医学检验所 215500

蒋克明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215163

吕守云 苏州沧浪医院 215006

陈美 苏州市相城区第三人民医院 215134

赵耀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21002

唐春进 靖江市妇幼保健院 214500

杨海玉 泰州市中医院 225300

王涛 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225411

江涛 兴化市中医院 225700

王平平 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25599

丁丽 靖江市人民医院 214500

丁宁 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25300

高蕊琪 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25300

朱琴 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25300

朱华 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225300

胡仁静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214002

于群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 214041

毛旭华 宜兴市人民医院 214200

胡志刚
无锡市儿童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无锡市儿童医

院）
214023

王春新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汤俊明 宜兴市人民医院 214200

王妍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214000

周忻 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 214000

刘炜 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 214000

张婷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妇幼保健院 214001



林杰 第101医院 214044

杨俊钧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214002

臧荣发 无锡市中医院 214000

王晓明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无锡市骨科医院） 214000

王秋波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无锡市骨科医院） 214062

周颖 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胡建林 无锡滨湖中医院 214000

王婷婷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人民医院 214023

张敏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 214002

张连垂 沭阳县仁慈医院 223600

史硕达 泗阳中医院有限公司 223700

周育洋 泗阳县人民医院 223700

邱巍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223800

邢忠海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223800

王新芹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223800

范佩佩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223800

常珊碧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313000

张高明 沭阳县人民医院 223600

黄小丽 泗洪县人民医院 223900

李兰亚 沭阳县中医院 223800

陈少 泗阳县康达医院 223700

张国明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沭阳医院/沭阳县人民医院 223600

刘国烨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蒋清清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丁爽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王丽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21002

王忠诚 徐州医科大学 221004

顾兵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康海全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沙培培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蓝婷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马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李丹 徐州市中医院 221000

张步尘 徐州市中医院 221000

魏云凤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 221004

牛国平 徐州市中心医院 221009

刘杰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221009

李世宝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00040

孙闯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41000

王逢春 丰县中医医院 221700

罗兰 徐州医科大学 221004

宋爽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孟祥飞 沛县人民医院 221600

蔡晨晨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0

李礼 滨海县人民医院 224500

路光军 建湖县第二人民医院 224731

陈伟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医院 224005

陆文英 盐城市第六人民医院 224001

邵可可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224002

马达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224002

刘连庚 盐城市中医院 224002

郭乃洲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 224000

唐曲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224561

林霞 射阳县人民医院 224300

王运刚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224000

谭家成 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扬州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225001

盛伟武 高邮市中医院 225600

任传利 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扬州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225000

韩崇旭 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扬州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225001

杨凯 宝应县妇幼保健院 225000



吕正超 高邮市中医院 225600

梁照锋 江苏大学 212013

夏琳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1

向敏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0

阴晴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0

蒋茜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212001

朱虎定 丹阳市中医院 212300

彭文红 丹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丹阳市妇幼保健院 212300

赵宏 丹阳市人民医院 212300

许文荣 江苏大学医学院 212013

刘大标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江苏大学第四附属医院镇江市妇幼保健院 212000

钱晖 江苏大学 212013

王高莹 江苏大学 212003

王静燕 江苏大学 213000

韩新烨 江苏大学 212000

郭文浩 江苏大学 212013

王琼妮 江苏大学 212003

刘锦雯 江苏大学 212003

王蓉蓉 江苏大学 212003

臧雪燕 江苏大学 210000

周新茹 江苏大学 212003

张晨笑 江苏大学 212003

王妍 江苏大学 212000

茅浙英 江苏大学 212000

包智建 扬中市人民医院 212000

胡建慧 镇江市中医院检验科 212003

张汉园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市二院） 212000

龚玉华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镇江市传染病医院 212000

申红星 江苏大学 212013

郦晓龙 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212300



李文忠 赣州市妇幼保健院 341000

裴显峰 赣州州市皮肤病医院 341000

林燕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肖作淼 赣州市人民医院 341000

方丽娟 江西迪安华星医学检验实验室 330096

张宇晴 江西省肿瘤医院/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330029

李俊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廖凯莉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0

章蕾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0

宋景春 解放军第九〇八医院 330002

刘洋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游霞红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0

王小中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刘珍琼 江西省胸科医院/江西省第三人民医院 330000

谢宝刚 南昌大学 330006

罗清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30006

黄波 江西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桂晓美 江西省人民医院 330006

杨伟明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6

杨红帅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0

张淼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0

宋醒良 上饶市人民医院 334000

丁美霞 鞍山市中医院 114000

郝铁 鞍山市中心医院 114000

李安荣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侯申岩 朝阳市中心医院 122000

丁大朋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阿布德 大连医科大学组 116044

袁宏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马晓露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史洪博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李诗元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00

张韬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王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北院(原:大连石油化工公司职工医院) 116000

林迎伟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27

张鹤 大连市儿童医院 116000

高鹏 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 116000

刘辉 大连医科大学 116044

刘起 大连理工大学 116024

李士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时蓉 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医院 116000

王雨新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116033

申爽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125001

张蕴莉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1001

徐华 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 124010

梁英杰 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 124010

迟祥 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 124010

高艳飞 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 124010

张琳琳 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 124000

李琳 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 124010

金丹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0

王银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王博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0

徐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侯丹凤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0

王锐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0

傅雅静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满冬亮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刘宇思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姜燕燕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0



周雯雯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刘博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赵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孙炳奇 沈阳市胸科医院 110044

裴洪利 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110003

楚振兴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韩晓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赵鸿梅 辽宁省人民医院 110016

娄宏哲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 110000

欧阳金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高琳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田秀英 沈阳市二零一医院 110000

徐娅镜 沈阳市七三九医院 110000

尚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康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0264

那轩与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10031

柴伟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10032

李德洋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空军医院 110000

王晓艳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空军医院 110042

张娇蕊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110000

沈志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浑南院区 110000

李春江 沈阳迪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110141

王艳 沈阳迪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110000

陈卓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110016

杨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沈河院区 110016

卢丽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初照成 沈阳市第二中医医院 110101

张国峰 中国医大一院 110001

张歆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赵高阳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10032



张婷婷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10000

吴凤丽 沈阳二四二医院 110034

杨志军 辽宁省中医药研究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0000

李云慧 解放军第二○二医院 110003

徐创泽 内蒙古阿拉善盟中心医院 750306

魏鸿渊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医院 150099

闫利明 巴彦淖尔市医院 015000

王伟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医院 015000

菅建国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14010

王迪 内蒙古自治区包钢公司第三职工医院 014000

赵东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014030

赵旭丹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014010

何珊 包头医学院 014040

莫殿军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 024005

张辉 赤峰市医院 024000

王志国 敖汉旗医院 024000

陈少杰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原伊克昭盟医院） 017000

巴特尔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原伊克昭盟医院） 017000

任志宏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7

贺娟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7

王美英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9

丁海涛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7

托娅 内蒙古医科大学院附属医院 010059

冯笑梅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010020

赵巧霞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内蒙古第三医院 010000

刘洋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17

邢宝宝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00

王文灏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10000

李泽苗 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 010020

安平 呼和浩特市妇幼保健院 010000



李俊英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9

孙刚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022150

张国梁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028050

王莹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028000

高美丽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028000

刘国利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823001

王颖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028000

苟春华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人民医院 766000

王利新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沈梦园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0

牛潇晗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0

孔奥冉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0

邱霜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750000

李锋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遇阳 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 750000

李雯雯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750021

司启军 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安医院 750002

岳晋巍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朴文花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750001

王鹏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1

刘京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750000

肖春梅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750002

杨萍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1

彭海 青海省人民医院 810007

胡彩红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810007

马慧英 青海红十字医院 810000

宫子轩 青海省人民医院 810000

刁晓艳 青海省人民医院 810000

杜虹艳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810000

谢雨桐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810000



阿祥仁 青海省人民医院 810000

林树振 武城县人民医院 253300

宋勇 禹城市人民医院 253000

于登程 山东省夏津县人民医院 253200

张同庆 德州市立医院 253000

贾福江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医院 253009

边奕鑫 德州市人民医院 253000

薛万华 德州市人民医院 253014

李国宏 德州市立医院 253012

张鲁山 德州联合医院 253010

宋照云 临邑县妇幼保健院 251500

郝春华 临邑县妇幼保健院 251500

张岩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257000

牟佩佩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257034

王际亮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257034

邓宽国 东营胜利医院 257055

朱新兴 东营市人民医院 257091

刘聪聪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257000

宁静 东营胜利肛肠病医院 257077

王秀利 胜利石油管理局河口医院 257200

徐祥坤 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 257335

李爱茜 东营区人民医院 257000

曹庆茜 广饶县医院 257000

刘民 中心医院 257400

张秀华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附属医院 274000

于建新 山东省单县中心医院（原：济宁医学院附属湖西医院） 274000

李永成 菏泽海吉亚医院 274200

任含笑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董晓菡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000

韩福燕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周觅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孟庆松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刘婕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王小玲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冯鹭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牛爱军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闫素真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吴镇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张淑君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王一凡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靖旭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徐成伟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刘元斌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00

赵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陈颖洁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马玲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赵颖慧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孟静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黄玉婷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赵林林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杨志鹏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庄学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李开霖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蒋雯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毛海婷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杨雪梅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李娜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张晓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00

孙超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段伟丽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6



陈晓静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100

展垚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公娉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赵金铭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邢培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李宁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史爽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刘玲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赵敬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谢玉姣 山东大学 250012

李娟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王玲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周亚男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60医院 250031

宋御繁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60医院 250031

高琦 山东省立医院 250014

李培龙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宋有文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250012

李亚丽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王更记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杨发林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王洪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孙克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60医院 250031

王传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沈亚娟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杜鲁涛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张炳昌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吴佗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50002

冯一民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王允山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王雪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杨春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250022

王康羽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000

谢丽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张义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亓同钢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高佩增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250031

董宜才 平阴县中医医院 250400

李希涛 平阴县人民医院 250400

王荆正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徐明 银丰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50102

吴艳花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60医院 250031

李亮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郭涛 济南迪安医学检验中心 250101

李荃新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刘乐乐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000

王丽娜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张晓玮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李晓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梁永媛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00

孙恩华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00

邹明瑾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阚士锋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刘长红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章程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00

苑辉卿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吕欣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250022

李献忠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00

王金鹏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原：济南铁

路中心医院）
250000

王珏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成士清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王勇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白晓卉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2

张振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王鑫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刘小艳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公衍文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张明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任瑞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王芳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毛慧慧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00

唐有勇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1117

牛瑜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石晓红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马万山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周萱军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高梦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张斌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00

高波 曲阜市人民医院 273100

王娜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00

徐新立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72002

别庆丽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72000

马国良 济南市人民医院 271100

任玉国 莱芜市人民医院 271100

任天莹 聊城市人民医院 252000

赵顺锋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252000

宋来春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252000

杨振斌 聊城市传染病医院 252000

杨大伟 聊城市人民医院 252000

司家峰 东阿县人民医院 252200

王广维 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卫生院 252318



曹银光 聊城市人民医院 252000

庞峰 聊城市人民医院 252000

付娆 聊城市人民医院 252000

孙强 茌平县第二人民医院 252111

胡萍 聊城市人民医院 252000

闫晓华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76000

葛明广 山东省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 276005

任庆远 费县人民医院 273400

刘刚 莒南县第二人民医院 276000

李向东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医院 276000

范厚臻 临沂市中医医院 276003

朱庆圆 临沂市罗庄区人民医院 276000

王桂东 临沂市肿瘤医院 276001

马振勇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 376004

高伟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0

孙晗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0

徐田云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0

赵向宇 临沂市人民医院 276000

武昌 临沂市河东区人民医院 276034

高振亮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0

陈娴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61

田清武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555

徐文华 青岛大学 266075

刘丽佳 青岛贝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66000

曹永献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张海平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王凤华 青岛市市立医院 266001

王麟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0

原江水 青岛市市立医院 266071

孔令凯 青岛莲池妇婴医院有限公司 266000



王晓燕 胶州市人民医院 266300

刘永梅 青岛大学医学院 266000

赵琦 青岛大学医学院 266071

相绿竹 青岛大学医学部 266071

王帅 青岛大学医学部 266001

杨德胜 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 266033

宋卫青 青岛市市立医院 266071

牟晓峰 青岛市中心医院 266042

王晔 青岛市中心医院 266042

陈娟 青岛市中心医院 266042

荆相瑜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66000

王军 国药器械山东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266071

李建新 日照市中医医院 276800

王绪友 五莲县人民医院 262300

律洁 日照市人民医院 276800

田玉峰 山东省日照市人民医院 276800

张善龙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71000

朱小明 山东省泰安市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71000

王来丽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71000

赵书平 泰安市中心医院 271000

赵建香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71000

许广伟 威海卫人民医院威海市骨科医院 264200

王春娟 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 264400

唐翠燕 威海市妇幼保健院 264200

王景胜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零四医院 264200

王志华 威海口腔医院 264200

崔勇 威海海大医院有限公司 264205

慕进勇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264308

袁喜逢 荣成市中医院 264300

高燕 文登区妇幼保健院 264400



王海燕 文登区人民医院（原文登市立医院） 264400

谭聪慧 威海市文登中心医院 264200

于成勇 威海市文登中心医院 264400

李术惠 威海市传染病医院 264200

王明义 威海市立医院 264200

史大隆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00

王育慧 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张旭光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31

黄小斌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00

王燕静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31

李刚 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姜明一 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沈蓁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00

苗霞 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41

李建花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31

李海港 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00

刘秘 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00

张玉芝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00

张晓梦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53

杨桂茂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31

孙铭艳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41

孙明强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261011

董天亮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261011

高立峰 潍坊市肿瘤医院 261061

毕经丽 潍坊市脑科医院 261021

王贺贺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00

周立忠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人民医院 261100

魏红 潍坊市中医院 261041

张立燕 潍坊市中医院 261000

庄文玉 潍坊市中医院 261000



刘鑫 潍坊市中医院 261000

程娟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 261041

杨勇卫 烟台市奇山医院 264001

厉吉霞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264001

于传亭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264000

林青 烟台市奇山医院 264001

李笃军 烟台业达医院 264006

许士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七○医院 264000

伊茂礼 烟台毓璜顶医院 264000

刘伟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00

王成红 烟台市烟台山医院 264000

孙成铭 烟台毓璜顶医院 264000

栾材富 烟台毓璜顶医院 264000

陈朋娟 莱阳市中医医院 265200

徐力 山东省枣庄市立医院 277100

焦翔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检验科 277500

姜家利 山东省枣庄市立医院 277100

高玉强 枣庄市立医院 277000

李岩岩 淄博市中心医院 255036

赵汇 山东大学 250012

陈文强 淄博市中心医院 255036

孙晓琳 淄博市第一医院 255200

王萍 淄博市第一人民医院 255200

李庆 淄博市第一医院 255000

张素华 淄博市职业病防治院 255000

张晓倩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 254000

李咏梅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医院 255400

张文 淄博中心医院 255036

路荣忠 淄博市中心医院 255031

国承杰 淄博市中心医院 255000



张奭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 037005

孟红英 高平市人民医院 048000

张晋敏 山西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 030800

董锦 山西省民政伤残康复医院 030699

刘荣华 临汾市中心医院 041000

李晓颜 山西省汾阳医院 032200

杨兴荣 兴县人民医院 033600

张永福 山西省交口县人民医院 032400

刘晓华 临县人民医院 033200

魏红巧 汾阳市人民医院 032200

游荷花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032200

高艳萍 山西医科大学 032200

杨志宁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12

孟芝君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12

马斌国 山西省临床检验中心 030012

任建平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山西省中医院 030010

贾玉萍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侯继荣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刘建立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红十字医院） 030001

李连青 山西省临床检验中心 030012

王凯 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 030002

刘幸福 山西和谐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030000

魏让 山西和谐医学实验室有限公司 030006

周双艳 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 030024

徐丽娟 山医大第二医院 030001

畅锴 太原金域临床检验有限公司 030000

栗子洋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030032

冯有才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030000

申慧敏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046000

纪爱芳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046000



荆成宝 安康市中心医院 725000

汪学耀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725018

王婷 陕西省安康市中心医院 725000

王涛 汉滨区第一医院 725000

陈军 安康市妇幼保健院 725000

谢万华 安康市中医医院 725000

成景松 白河县人民医院 725800

高海锋 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 721008

刘涛 铜川市人民医院 727000

张小红 蒲城县医院 715500

耿燕 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皇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00191

钱宏波 西安市第八医院陕西省传染病医院 710061

井发红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李卓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张凯歌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00

施瑞洁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邓克廷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吕晓莉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李建华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710038

樊爱琳 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710032

郝晓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陈葳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詹远长 西安航天总医院 710100

贺军涛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23456

刘亚会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长安区医院 710000

王小利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长安区医院 710000

林红 西安市第九医院 710054

刘家云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03

邵明明 西安医学院 710021



余抒 空军军医大学 710003

赵小军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710038

李凯旋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710038

庞宏武 陕西省肿瘤医院 710061

林芳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李小侠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赵茜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张勇 西安电力中心医院检验科 710032

曾晓艳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王晓琴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代佳 陕西省肿瘤医院 710061

袁志敏 陕西省肿瘤医院 710061

贺林 陕西省肿瘤医院 710061

巩燕 西安交通大学 710049

梁亚萍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710100

邹远妩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710100

白露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马艳侠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庞晖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12000

张建平 咸阳市中心医院 712000

赵楠戈 陕西省咸阳市中心医院 712000

高玉芳 咸阳市中心医院 712000

李慧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 716000

龙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00

钟政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1999

项瑾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200000

王迪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200040

陆美娟 华山北院 201900

陈莉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医院 201908

朱旻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200052



杨卫华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201999

陈鹏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201900

胡道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 202150

魏取好 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 201499

杜金龙 上海市奉贤区奉城医院 201411

孙懿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张如霖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伍均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赵金艳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李鹤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00

李甲勇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李佳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沈军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黄盛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620

汤荣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林文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李莉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00263

颜颖婧 复旦大学 200438

彭霞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罗佳龄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相芬芬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曹文俊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王娟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王志恒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200000

殳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215000

蔡逸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周琳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侯彦强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分院 201600

武文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王学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王剑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陈朴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刘维薇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李宗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785632

马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0

范列英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0120

陈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彭颖斐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虞倩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邬升超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王楠 hytest 201203

田佳乐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沈英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吴军录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120

吉萍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谷晨峥 同济大学 200000

沈伟虹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200090

吕元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仲人前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 200003

张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0021

梁璆荔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倪培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王鸿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00

乔伟 世诺临床诊断制品（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200020

赵虎 华东医院 200040

蒋玉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10082

徐玉兵 上海金域医学检验所 200438

程浩 盛山资产 200002

吴传勇 上海市胸科医院 200030

胡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郑巧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马睿 拾玉资本 100000

蔡晓霞 上海白泽医学检验所 201805

张长正 上海白泽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01805

陈泰颖 上海白泽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01805

毛晓波 上海捷门生物 201301

李云春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1508

张正银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1580

王乐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1508

苏启柱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0540

丁巍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1500

吴之源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200040

张潇分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40

马艳春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201907

许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关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赵婉彤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200040

王冰洁 上海市儿童医院 200040

陈亮 上海闸新中西医结合医院 200040

秦尤文 上海闸新中西医结合医院 200040

刁楠楠 上海市皮肤病性病医院 200443

张家琴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200443

鲜敬荣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0000

吴建荣 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地段医院 200000

邓萱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20040

董柳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陈岩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尚远江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000

王粟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0040

郭刚 合富集团 200040



陈张帆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040

周成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1100

许志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00110

李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刘俊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200120

丁梦蕾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0120

何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200127

张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0

韩丽敏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201306

李根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0120

宗明 东方医院 200120

魏丽荣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201306

李延飞 上海健康医学院 201318

胡义扬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201203

陈福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王华梁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200126

王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7

胡斌 上海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00120

蒋秀娣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200137

项舟弘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200137

胡刘平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201306

马建伟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0120

陈存存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0120

吴瑞华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 101141

方欢英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0123

杜玉珍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201306

刘庆 荣研生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201203

陈超 海肽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01203

胡宇涵 丹纳赫集团 200335

宋道刘 上海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201321



姚晓阳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200137

何成山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200137

蒋娜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200120

陈熙 西门子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201318

许慧琴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200126

蒙奎宾 上海伯杰医学检验所 200120

刘俊波 上海伯杰医学检验实验室 200120

常东 上海市浦东医院(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 201399

郑江花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 201318

张有为 迎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125

王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200120

陆志成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200137

黄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 201203

商安全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单咏梅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杨滇宇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00

孙俊俊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陈晨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00

曾冰洁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00

康向东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吴蓉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200062

刘 嵩凯 Quanterix 200072

田岳衢 丹纳赫 200061

孙祖俊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王亚妮 平安好医 200000

胡淑珍 上海裕隆 200233

周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马丽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戴燕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00065

堵一乔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201999



孙奋勇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00000

陈洪卫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孟俞辰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曹辉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韦薇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刘军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周庆丰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201600

朱晶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马端 复旦大学 210098

潘柏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郭玮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丁显廷 上海市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100089

季丽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王蓓丽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尹慧勇 中科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210098

杨轶慧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陈方俊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杨文静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黄斐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王皓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段昕岑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王真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李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娄加陶 上海市胸科医院 200030

李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黄英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沈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黄青琪 宛平南路98号 200003

王砚春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江志奎 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 200237



江铭磊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庄亦晖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杨琳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仲瑷玲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余怡雯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张拥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王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张博 基纳生物 200032

齐智多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200000

申春艳 上海迪安医学检验所 200433

丁静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080

周韵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高春芳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200438

余方友 上海市肺科医院 200433

杨俊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赵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汪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刘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陈莉 上海市杨浦区中医院 200090

沈立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李汉华 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200093

楼骏 复旦大学 200438

侯仁花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200090

鲍彩丽 杨浦区中心医院 200093

黄炜逸 上海健康医学院 200082

王伟权 上海市杨浦区延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113

周芸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200072

李月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000

周运恒 武警上海市总队医院 201103

盛慧明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050



陶峰 博远资本 200041

李天园 上海市同仁医院 200000

王仁浩 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200400

闫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五医院分院 200000

蔡蓓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16

陈豪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16

郭硕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16

安云飞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16

罗华 成都艾迪康 610000

邓君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1

刘堂喻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谭希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00

杨敬虞 成都西囡妇科医院 610066

高志芬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610072

邓杰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00

刘超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李霖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刘丹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医疗救护中心 610200

王左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刘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杨永长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刘兴欣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00

齐燕蓉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610000

徐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周蓉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干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何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00

刘新乐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00

蒋小燕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张杰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00



肖玉玲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郭英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传良敏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谭太昌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冷平 成都中医药大学 611137

易平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610041

周易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吴俐莎 成都中医药大学 610000

郑渠 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 641000

杨正林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王兰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帅晓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江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余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00

应斌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高露 四川大学 610064

李显明 四川大学 610065

王沙莉 迈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611731

陈希媛 成都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11130

谢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黄燚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00

黄文芳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杨明清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王智斌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00

蒋黎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朱兴华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610000

张婷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610100

骆敏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610072

许安春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610000

江咏梅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陈静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 610500

许文明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610041

谢思露 成都中医药大学 610000

陶维井 广州达安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611731

盛尚春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610081

朱晓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29研究所职工医院 610036

刘静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29所职工医院 610036

唐琴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610000

白克庆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610081

索宇 成都天府新区人民医院 610213

杜艳芬 成都天府新区成都医院 610213

姜伟 成都天府新区人民医院 610212

曾志光 成都凡迪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610046

杨光辉 成都凡迪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610046

李小娟 成都天使儿童医院 610041

彭燕 成都市新华人民医院 610083

雷英 成都新华医院 610000

张朝明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610072

杨雪梅 成都市新华医院 610000

熊大迁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610072

余修中 新津县人民医院 610000

李玉芹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彭端亮 四川省人民医院东院 610101

杨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郑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袁昕怡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00

刘渺楠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00

陈勇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临床医学院 610000

张娟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李申江 达州市中心医院(原：达川地区人民医院) 635000



李春艳 宣汉县中医院 636150

张静 宣汉县中医院 635000

袁成良 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孙家祥 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郑茂 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魏伟 四川省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彭宇琦 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杨丽琼 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鄂建飞 德阳市人民医院 618000

张勇棋 甘孜州人民医院 626000

陈青松 华蓥市人民医院 638600

伍均 广安市精神病院 638000

谢万红 旺苍县人民医院 628200

李海军 广元市中心医院 628000

谢万红 旺苍县人民医院 628000

欧阳慧 乐山市人民医院 614000

侯芳 乐山市人民医院 614000

向尹 乐山市人民医院 614000

崔智威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Leshan 614000

蔡萍 凉山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615000

朱喜丹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李宝林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舒璐婷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陶华林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田刚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李光荣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张任飞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621000

李军 江油市第二人民医院 621701

杜立树 绵阳市中医医院 621000

何萍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621000



方堃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621000

罗一富 盐亭县人民医院 621000

郭晓兰 四川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雷燕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杜利君 南充市中心醫院 637000

王永平 南充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637000

赵全能 四川省南充市中心医院 101628

牟代勇 南充市中心医院/南充市肿瘤医院 637000

张湘 南充市第五人民医院 637000

蒋瑶 川北医学院 637000

梁骑 四川省南充市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郑翠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21000

祝静 川北医学院 637000

肖丹 川北医学院 637000

李传达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641000

何为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641000

杨文娟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渡口医院 617067

李靖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渡口医院 617067

胥国强 遂宁市中心医院 629000

谢莉 射洪县人民医院 629200

何霞 雅安人民医院 625000

彭宇生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644000

张映华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644000

胡容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644000

李光富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644000

夏蔚珉 淄博市中心医院 255036

宋立兴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643000

刘伟平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643000

宋耀辉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643000

李彬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643000



岳福仁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 301800

王文静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 301800

李立和 天津医科大学宝坻临床学院 301800

牛文彦 天津医科大学朱宪彝纪念医院（代谢病医院） 300070

张连凤 天津市公安医院 300040

刘瑞卿 天津医科大学 300000

周春雷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杨彬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韩雪晶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300457

蔡军 天津市公安医院 300042

申艳娜 天津医科大学 300203

刘蕊 天津市人民医院 300121

姚智 天津医科大学 300070

彭林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074

崔宇杰 天津医科大学 300203

张月香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300100

李忠信 天津医科大学 300221

任丽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宋佳音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葛鹏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薛美婷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00

田德润 天津医科大学 300000

王毅 天津医院 300211

王者香 天津医科大学 300000

白长森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张茜 天津市胸科医院 300222

于靖 天津市胸科医院 300051

程秀丽 天津市环湖医院 300350

朱彧 天津市环湖医院 300350

李蕾 天津市胸科医院 300000



侯敏 天津市胸科医院 300222

孙海柏 天津市海河医院 300350

徐子晨 天津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300308

穆红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300192

班伟 天津市胸科医院 300000

贾晓冬 天津金域 300000

王超 天津金域医学检验所 300084

刘瑞岩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00000

鞠丹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杨淑华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300100

李静 南开大学 300191

韩蔚然 滨海新区大沽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0

李洪娟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天津市塘沽医院 300450

柴晓文 天津大港油田总医院 101359

陈兴国 天津市泰达医院 300457

宋玲玲 天津静海医院 300601

王学谦 天津骨科医院 300211

李行 天津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300384

于晴晴 天津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300384

刘治娟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旦增阿珍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普芝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任晖晖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850000

达珍 西藏山南市人民医院 856000

许海峰 克拉马依市中心医院（原:新疆石油管理局职工总医院) 834000

朱小燕 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 834000

马雅静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832008

张丽翠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832000

王雪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832000

崔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医院 834601



马国福 吐鲁番高昌区人民医院 838000

任兰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 100029

黄国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830002

张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830002

史清海 新疆军区总医院 830000

蔺志强 新疆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 830013

王瑶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830002

刘春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 830000

张艳 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 830000

王昌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检验科 830001

邓朝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830002

王黎 新疆军区总医院 830000

伊惠霞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 830000

梁静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 830000

刘芳 霍城县第一人民医院 835000

寸倩滢 云南省保山市人民医院 679100

陈艳芝 保山市人民医院 678000

王世敏 保山市人民医院 678000

张思荣 保山市人民医院 678000

张保生 云南省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 654399

李军 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 654399

苏泰民 昆明金域 650000

郭翀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钱净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650031

余波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50101

刘子杰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杜艳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王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王丽雯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650118

黎海生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650011



彭传梅 昆明巿延安医院 650051

郑亚婷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650000

李丽莉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21

梅泽宣 昆明安琪儿妇产医院 650000

王琼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650031

段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呂幟 五華區人民醫院 650031

胡雅洁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00

周新凤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石林天奇医院 652200

马各富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石林天奇医院 652200

赵艳花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石林天奇医院 652200

曹向红 昆明市延安医院 650000

王玉明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50032

李丽 云南省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650000

朱雯梅 昆明市延安医院 650000

段玲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50000

孙鹥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张芹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650032

高辉 昆明市延安医院 650051

高向阳 普洱市人民医院 665000

王宁 云南省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655000

李曼 曲靖市第五人民医院 655000

李萌 浙江医院 310013

阮森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陈东 杭州市儿童医院 310014

高锦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310015

项国谦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苏晓茹 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310000

徐卫益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许育绚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10000



解晶 杭州市迪安 310000

姜傥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10000

施晨阳 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 310000

刘华芬 杭州凯莱谱精准医疗检测公司 310000

谢鑫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王文娟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吴茅 浙江省人民医院 310014

张钧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张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俞颖 浙江省中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10000

单洪波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10023

陈瑜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吕建新 杭州医学院 310053

卓广超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逯岭松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谢淑芳 浙江省人民医院 310000

胡庆丰 浙江省人民医院 310000

陈宝萍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10000

杨丽红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10030

宁晓妮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10000

王爱华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10000

胡秀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10030

张世国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10000

辛小亮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10030

姜育燊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 310000

王晨 浙江迪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10000

孙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1000

汪碧丽 浙江中医药大学 310053

方翔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江再菊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10030



王春盛 千麦医学检验中心 310000

陶志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孙洁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詹纬 杭州千麦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311121

马霄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6

杨珺 杭州医学院检验医学院 310000

蒋凯 浙江大学 310000

王家学 杭州医学院 310053

周国丽 杭州师范学院附属余杭医院杭州市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310000

杨雪梅 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 311112

陈瑾 浙江中医药大学 310053

俞禾涛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310000

裘春宁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0

周长军 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310000

潘  峰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310015

陈岳明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0000

王军 杭州市中医院 310006

普智飞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10030

马俊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30124

孔金灿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 310013

刘录 千麦医学检验中心 000000

杨大干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林金枝 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医院 313100

沈红权 德清县人民医院 313000

沈娟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72集团军医院 313000

杨海燕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72集团军医院 313000

王兆丰 浙江省荣军医院 314000

杨帆 浙江省荣军医院 314000

林涛 浙江省荣军医院 314000

王雪萍 嘉兴市第二医院 314000



衡翔 嘉兴市第二医院 314000

郭建伟 嘉兴市第二医院 314000

李红胜 嘉兴市第二医院 314000

吴晓燕 嘉兴市第二医院 314000

骆佳柱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医院 314400

张晓燕 浙江省海宁市中心医院 314408

朱红俊 丽水市人民医院 323000

郭俊明 宁波大学 315211

韩喜娜 宁波美康盛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315000

王亚华 宁波市镇海区中医院 315000

张德亭 宁波明州医院 315000

蔡利华 浙江省慈溪市红十字医院 101518

李纪鹏 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 315000

洪伟 慈溪六院 310000

黄芸菲 宁波市李惠利医院 315000

王文武 宁波开发区中心医院 315800

元海瑛 宁波开发区中心医院 315800

于海龙 宁波开发区中心医院 315800

蔡华煦 宁波开发区中心医院 315800

董福昌 宁波开发区中心医院 315800

杨美亚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315041

马建波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315010

罗敦维 衢州市皮肤病性病医院 324000

吴建平 嵊州市人民医院 310020

陶叶海 越城区人民医院 312000

凌迎春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原:绍兴市精神病院) 312000

屠凤娟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312000

刘琦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312000

邵立龙 浙江省诸暨市妇幼保健院 311800

林叶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 312000



沈波 浙江省台州医院 317000

陈英 浙江省台州医院 318000

苏正仙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浙江省台州医院 317000

陈世勇 浙江省台州医院 317000

张婷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317500

严建新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317500

季伟星 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317523

温怀凯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27

方合志 温州医科大学 325000

周雁 温州医科大学 325000

王珺仪 温州医科大学 325000

邹安庆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江明华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李敏 温州医科大学 325000

王晓欧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 325000

周乐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潘勇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杜苗苗 温州医科大学 325000

沈恺 温州医科大学 325000

任孝军 温州医科大学 325035

赵琼雅 温州医科大学 325035

丁春明 温州医科大学 325035

陈理垟 浙江省瑞安市妇幼保健 325200

薛博仁 台湾临床病理暨检验医学会现任主席/台湾大学医学院 100000

刘颖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400042

陈鸣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42

余闻静 解放军第958医院 400000

龙宇鹏 陆军第九五八医院 400020

李波 重庆市中医院 400000

湛晓琴 重庆市中医院 400000



赵世巧 重庆市中医院 400011

袁琳 重庆佑佑宝贝妇儿医院 401147

刘杨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00

向时庆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38

赵祥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00

刘璐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38

杨柯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38

任章银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38

陈敢敢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38

靳伟东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38

吴宇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附属第一医院 400038

薛建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401331

王云霞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38

张娟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38

颜亮 重庆海吉亚肿瘤医院 610000

张立群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 400038

刘飞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00003

杨茜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00

余瑶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00

范熠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00

杨翔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38

何远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00

邓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401120

府伟灵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400038

廖璞 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 400014

侯玉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陈蓉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404000

彭玲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404100

庞小华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404000

唐开斌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404100



赵耀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400014

高顺梅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医院 408500

张知胜 重庆市武隆县人民医院 408500

皮永洪 武隆区人民医院 408500

王建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402160

米永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402160

吴雪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401120

杨再林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401120

谢依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401120

邓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401120

韩宏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400000

童学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 401120

巫志宇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400042

蒋文斌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400042

吴海平 重庆医科大学 400016

滕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00

阙海英 重庆医科大学 400016

赵安江 重庆医科大学 400010

王浩然 重庆医科大学 400016

刘佳宁 重庆医科大学 400000

廖洪一 重庆医科大学 400000

甘德露 重庆医科大学 400016

臧婉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400042

王虹 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400016

罗妮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00

夏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黄世峰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林秋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00

张玉洪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杜燕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00



马婧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400060

向叶舟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400000

李千音 重庆医科大学 400016

吴清 重庆市人民医院（三院院区） 400014

殷勤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400042

孟凡飞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 400037

吴江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 400000

李志辉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思明分院 36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