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艾苗 高安市人民医院

2 安敏 新泰市人民医院

3 安淑霞 北京玛丽妇婴医院

4 白楠 山西省儿童医院

5 包宗霖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6 葛宁鸽 兴平市人民医院

7 曾静 湖北省十堰市国药东风总医院

8 曾素兰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9 曾云 尤溪县总医院

10 柴恭敏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 陈华 山西大同同煤总医院

12 程笛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3 程璇 济南爱尔眼科医院

14 崔凤贞 江西省进贤县人民医院

15 崔利民 河北省赞皇县医院

16 戴荣 榆次区人民医院

17 杜方群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

18 杜金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9 樊芮冰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20 郭可尔 徐州市儿童医院

21 费梦迪 北京华信医院

22 郭丽娟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23 郭萍 长治市人民医院

24 郭一霖 邢台市人民医院

25 郭云飞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

26 韩国霖 长治市人民医院

27 何洋 沈阳市解放军第二0二医院

28 胡悦英 高新区上板城卫生院

29 黄丽 离职

30 黄天娇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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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黄岩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32 季文春 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33 蒋雁 海南省中医院

34 焦玉姝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

35 金晶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36 荆美茹 北京军颐中医医院

37 景馨 新疆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

38 孔甜甜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39 兰娟娟 山西齿科医院

40 李晶 北京市上地医院

41 李丽 天津市人民医院

42 李琳 南城县人民医院

43 李威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44 李霞 河南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45 李晓云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46 李欣 天津市人民医院

47 李旭方 山西省长治市人民医院

48 李雪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49 梁建强 秦皇岛市海港医院

50 林苏 福建省肿瘤医院

51 刘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52 刘姣 浏阳市中医医院

53 朱莹 北京市朝阳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

54 刘凤洋 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

55 刘舒眉 陕西省渭南市中心医院

56 刘彤华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57 刘新姿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8 刘彦瑞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59 刘志东 南京脑科医院

60 龙登钾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61 马丹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62 马瑾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63 孟盼盼 吉安县人民医院



64 孟寅栋 北京市朝阳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

65 宁肖钰 山西省儿童医院

66 齐羽 北京朝阳医院

67 乔薪纳 平陆县人民医院

68 邱素萍 新余市人民医院

69 邱韵洁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70 任时茜 湖北省荆州市中医医院

71 沈雁楠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72 施梦城 宁夏慈济老年病医院

73 石樱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湘雅萍矿合作医院

74 石增伟 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医院病案室

75 宋润华 江西省永丰县人民医

76 宋晓雪 北京华信医院

77 孙彤 邢台市人民医院

78 邱金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79 孙勇 大连辽渔医院

80 谭静 湘雅萍矿合作医院

81 谭鹏程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赤峰生殖健康专科医院

82 王蓓蓓 海军总医院

83 王利佳 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

84 王玲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85 王娜 北京医院

86 王娜 东北国际医院

87 王婷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88 王翔 上饶市立医院

89 王超 个人

90 王晓昆 肥城市中医院

91 王尧 首都医科大学

92 王银芳 福建省立医院

93 王玥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94 王悦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95 王敏 海军总医院

96 武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97 乌力吉那仁 锡林郭勒盟医院

98 吴华 天津胸科医院

99 吴香玲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00 夏倩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01 项彤 个人

102 肖川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103 肖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04 谢小月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质控科

105 谢新朵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06 徐虹虹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107 孙佳希 北京同仁医院

108 严胜君 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江大附院）

109 杨宝珍 北京和美妇儿医院

110 杨博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1 杨文娟 平遥康明眼科医院

112 杨晓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113 杨晓琴 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114 叶丽 江西省南昌三三四医院

115 尹诗琦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16 尹思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17 尹新梅 巨鹿县医院

118 余力 江西省樟树市人民医院

119 张淳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120 张红敏 河北省人民医院

121 张连琴 北京东苑中医医院

122 张雪莲 吉林省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23 张艳 邢台市人民医院

124 张银珊 福建省肿瘤医院

125 张宇 晋城汇杰体检中心

126 赵丹丹 无

127 郑小宏 江西省儿童医院

128 周柯欣 西安航天总医院

129 邹美荣 高安市人民医院



130 周芳芳 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人民医院

131 朱文静 解放军第309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