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1 向茜 红河州滇南中心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2 汤磊杰 红河州滇南中心医院

3 杨晓瑞 红河州滇南中心医院

4 曹春生 承德市中医院承德医学院附属中医院

5 岳欣 北京和睦家医院

6 李长贵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7 彭永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8 王佑民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9 陈兵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10 焦凯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1 汤旭磊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12 肖建中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3 郑宏庭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

14 秦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5 杨刚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 袁慧娟 河南省人民医院

17 刘铭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8 钟历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9 李成江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 冯波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1 曾天舒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22 徐浣白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3 张俊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4 姚勇利 青海省人民医院

25 安振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6 苏本利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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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阎德文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28 曲伸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9 陈钦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30 贺铭 上海市同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31 杨昕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32 李进 苏州相城糖尿病医院

33 叶山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34 刘立朝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35 丛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36 邱山虎 中大医院

37 许晓燕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38 刘振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39 姜友昭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

40 于萍 深圳市萨米医疗中心

41 李健榕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42 魏枫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3 李卓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44 刚晓坤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45 邱琳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46 成志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47 温言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48 李国菊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

49 李素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50 康冬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51 周后德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52 张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53 姜秀云 山东省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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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孙辽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55 吕庆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56 付麒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7 崔岱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8 殷汉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59 杨川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60 卜乐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61 郑骄阳 上海长征医院

62 沈力韵 瑞金医院内分泌科

63 李爱珍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 王爽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65 梁继兴 福建省立医院

66 王薇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67 陈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68 刘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69 陈康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70 谢超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71 袁涛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72 刘艳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

73 侯军峰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4 邢学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75 何媛媛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76 王勇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

77 沈翔宇 解放军901医院

78 何凡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

79 梅周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

80 撒小军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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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戚仁娟 安徽第二人民医院

82 高洁 凤阳县中医院

83 叶成松 蚌埠铁路中心医院

84 茹莹 凤阳县第一人民医院

85 张峰 淮北市人民医院

86 曹蕾 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

87 张强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88 陈丽 合肥市滨湖医院

89 雷远 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90 邢利 医院阜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91 黄帅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92 司玮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93 汪睿 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94 王若梅 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95 李颖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96 陈际连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97 石建霞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98 严率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99 刘剑 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 郭呈林 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01 李玲 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

102 单静 安徽省武警医院

103 张媛媛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4 周赛男 无锡明慈心血管病医院

105 毛春谱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106 张红梅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

107 陈旭 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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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朱瑛 黄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太湖中医院）

109 杨帅 新沂市人民医院

110 谢文生 扬中市人民医院

111 王冬梅 徐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112 谈冬锦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113 王子葳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114 杨静蕾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115 季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116 施军宝 南京市六合区中医院

117 祝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118 朱奇涵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9 周琦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0 陈肖俊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1 吴晓谦 永嘉县人民医院

122 虞伟慧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3 高玉章 乐清市第二人民医院

124 章惺惺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5 尹强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6 陈军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7 陈娟 杭州市西溪医院

128 成伯宁 杭州市西溪医院

129 杜如桑 海宁市人民医院

130 孙宇 海宁市人民医院

131 田芳 杭州市西溪医院

132 张丽 阜阳市中医院

133 石建霞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34 严率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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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唐珊珊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36 章志建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137 石群 崇明区中心医院

138 蒋媛姣 上海曲阳医院

139 邓巍 上海九亭医院

140 毛齐彬 绍兴第二医院

141 陆施婷 上海市静安区市北医院

142 夏晶颖 上海长海医院虹口院区

143 石秀英 上海长海医院虹口院区

144 曾葭 上海长海医院虹口院区

145 楼标雷 上海长海医院虹口院区

146 付达金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147 范维静 皖东人民医院

148 郎维雪 皖东人民医院

149 王国娟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150 党红波 马鞍山市中心医院

151 潘庆丰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152 闫波 明光市人民医院

153 魏苏 宿州市立医院

154 王晓飞 安徽省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55 王思宏 宣城市人民医院

156 潘曙升 郎溪县人民医院

157 张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58 俞俊萍 义乌市中心医院

159 张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160 陈焕珍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161 杨华 上海市龙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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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邹立军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163 许文琼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4 陈淑芹 宁波市第一医院

165 钱贵荣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

166 秦嗣龙 上海市建工医院

167 文松 上海市浦东医院

168 沈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169 郭子宜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

170 刘军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171 QUYNH NGA 上海市浦东医院

172 潘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73 黄青华 浙江省人民医院

174 吴坚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75 许英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医院

176 吴国芳 上海市松江区方塔中医医院

177 严军 上海市嘉定区中医医院

178 陈月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179 曹晏昉 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

180 汪红平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181 邵金龙 静安区中心医院

182 林宁 新华医院

183 陈寒蓓 新华医院

184 张迎 控江医院

185 薛嵩 长征医院

186 陈海燕 长征医院

187 张贝 长征医院

188 陆帅 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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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石群 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190 杨婕 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191 朱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分院）

192 王翔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分院）

193 沈翔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分院）

194 陈毅越 中西医结合医院

195 沈晓喻 中西医结合医院

196 陆侃 中西医结合医院

197 高伟伟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198 章诗琪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99 薛丽萍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0 李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 熊应娟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医院

202 孙立贵 安徽省人大机关医院

203 汪伟环 亳州市中医院

204 王芳 宿州市立医院

205 李廷振 安徽省亳州市中医院

206 李雷 淮南新康医院

207 张进军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8 李媛媛 阜南县人民医院

209 李梅梅 阜阳市人民医院

210 王祺 六安市人民医院

211 邹永红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212 牛云飞 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3 许琳琳 安徽省立医院

214 朱红蕾 琥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15 陈文胜 荷叶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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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舒长秀 荷叶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17 刘荣莉 六安市人民医院

218 丁晓洁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219 叶茂盛 上海杨思医院

220 王遂军 河南省人民医院

221 王伯尧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22 何兢 合肥市第三人民院

223 何凡 合肥市第三人民院

224 殷应传 合肥市第三人民院

225 梁光文 肥东县人民医院

226 茹燕 肥东县人民医院

227 彭永 肥东县人民医院

228 牛少华 肥东县中医药

229 丁林 马鞍山市中心医院

230 袁梦瑚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31 彭偲偲 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普爱医院

232 明慧 铜陵市人民医院

233 王文平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234 杨明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5 和明丽 青浦区中医医院

236 刘亚松 太湖县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