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毛晓楠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第二介入科 110000 辽宁省

孟繁立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肝病科 250012 山东省

吴志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
放射科 200025 上海市

孙孝杰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太钢总医院 超声科 030003 山西省

臧洪亮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肝胆外科 130000 吉林省

周洪雨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超声科 300000 天津市

何伟 四川省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超声 643000 四川省

刘艳龙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超声科 010050 内蒙古自治区

谢骐骥 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超声科 550002 贵州省

薛改琴 山西省肿瘤医院 超声科 030001 山西省

苗润琴 山西省肿瘤医院 超声科 030001 山西省

陶文伟 北京积水潭医院 普通外科 100062 北京市

孙继忠 吉林省梅河口市中心医院 超声科 135000 吉林省

肖湘农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人民

医院
肿瘤内科 362000 福建省

鹿瑶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院 物理诊断科 150088 黑龙江省

陈芬荣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

院
消化内科 710004 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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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

属长海医院
中医肿瘤科 200433 上海市

李竞博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电诊科 130000 吉林省

柳鹏翔 福建省厦门市第五医院 超声医学科 361101 福建省

李越 天津市人民医院 普外科 300000 天津市

李辉 福建省漳州市第三医院 乳腺甲状腺外科 363005 福建省

林宗跃 福建省漳州市第三医院 超声科 363005 福建省

薛红元 河北省人民医院 功能检查科 050051 河北省

武晓静 河北省人民医院 功能检查科 050051 河北省

肖秀娟 河北省唐山市协和医院 超声 063000 河北省

刘崇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8医院 感染科 510000 广东省

张大鹍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 超声科 100039 北京市

时敏 江苏省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超声科 212003 江苏省

顾宇 贵州省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 超声科 551700 贵州省

万永林 上海市浦东医院 超声医学科 201399 上海市

王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肿瘤科 100015 北京市

张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超声影像科 410078 湖南省

孙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肿瘤科 100052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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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 超声心电科 100039 北京市

顾世明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 超声科 315800 浙江省

李涛 四川南部县人民医院 肿瘤内科 637300 四川省

郝亚楠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医院（中心

院区）
超声科 050000 河北省

陶昌明 山东省聊城市人民医院 感染科 252000 山东省

于士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0医院 颈胸外科 050000 河北省

何永林 四川省德阳市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 618000 四川省

罗明 广东省中山市中医院 普外科 528400 广东省

李英 四川省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B超室 643000 四川省

王耀辉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介入治疗科 200032 上海市

吴猛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 超声医学科 315040 浙江省

徐涛 贵州省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B超诊断室 563000 贵州省

臧萍萍 山东省临沂市肿瘤医院 超声科 276000 山东省

贾德才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0医院 颈胸外科 050000 河北省

程立华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超声科 213003 江苏省

钱科卿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肿瘤科 213003 江苏省

赵京 山西省晋城大医院 功能科 048006 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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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学峰 福建省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肝胆外科 361000 福建省

甄茂川 福建省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肝胆外科 361000 福建省

孙干 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人民医院 超声科 224600 江苏省

李磊 山东省肿瘤医院 肝胆外科 250117 山东省

张金堂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 超声科 312000 浙江省

何新红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介入治疗科 200032 上海市

郑刚 湖北省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 448000 湖北省

刘凯 湖北省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超声科 448000 湖北省

张树华 河北省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超声科 063000 河北省

越阳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妇幼保

健院
超声 017000 内蒙古自治区

王宁军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肿瘤科 100102 北京市

王琳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医院 肝胆外科 056002 河北省

薛军强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医院 肝胆胰外科 056000 河北省

柯文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武汉协和医院 肝胆外科 430022 湖北省

周付荣 河北省清河县中心医院 肿瘤胸外科 054800 河北省

栾世超 河北省清河县中心医院 肿瘤胸外科 054800 河北省

程翔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

和医院
肝胆外科 430000 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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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光东 山东省泰山医院 肿瘤微创科 271000 山东省

潘荣涛 山东省泰山医院 肿瘤微创科 271000 山东省

高梅鷟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四医院
甲状腺乳腺外科 150001 黑龙江省

冯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 超声科 100039 北京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