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雷蓓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超声科 530023 广西壮族自治区

马振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超声科 530023 广西壮族自治区

陈磊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肿瘤科 250000 山东省

王立强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康安医院 介入科 157011 黑龙江省

张春雨 吉林省肝胆病医院 电诊室 130000 吉林省

冼建忠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超声科 519000 广东省

曾江正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肿瘤内科 570102 海南省

孙程明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
肝胆外科 150081 黑龙江省

姚卉 长治市人民医院 妇科 046000 山西省

卫庆萍 山西省长治市人民医院 妇科 046000 山西省

孙爱民 青岛市城阳区人民医院 肿瘤科 266001 山东省

唐钊 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普通外科 519020 广东省

陈国锋 江苏省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 223300 江苏省

孙静 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超声科 241000 安徽省

沈明洁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妇产科 201203 上海市

宋子正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肿瘤内科 071000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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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波 解放军第150中心医院 肝胆外科 471000 河南省

周国志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肿瘤 210000 江苏省

胡柯峰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 315020 浙江省

王蕴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头颈外科 200032 上海市

朱晨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
普外科 200011 上海市

金琳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超声科 201800 上海市

邓俊杰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功能科 750004 宁夏回族自治区

张明旺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肿瘤科 222002 江苏省

薛锦平 信丰县中医院 普外 341600 江西省

蔡晓燕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普外科 200135 上海市

官青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头颈外科 200032 上海市

徐上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
超声科 200025 上海市

董屹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
超声科 200025 上海市

张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
超声科 200025 上海市

刘燕霞 山西省长治市人民医院 妇科 046000 山西省

马振华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感染肝病科 132011 吉林省

刘伟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肿瘤治疗中心 132000 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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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秋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肝胆外科 201199 上海市

冯劲峰 上海闵行区中心医院 肝胆胰外科 201199 上海市

潘高峰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普外科 201100 上海市

冉恒泉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肝胆外科 617017 四川省

罗蓉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功能科 550001 贵州省

刘堂明 宁夏银川市中医院 外科 750001 宁夏回族自治区

茅安炜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 普外科 201100 上海市

朱耿军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肿瘤血液科 130041 吉林省

任立参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 肿瘤血液科 130041 吉林省

汤艳举 白山市中心医院 电诊科 134300 吉林省

钟钏 遂宁市中心医院 胸外科 629000 四川省

靳元 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南医院 物理诊断科B超室 163453 黑龙江省

李佳 西京医院 妇产科 710198 陕西省

张晓红 西京医院 妇产科 710199 陕西省

宋宏萍 西京医院 超声医学科 710032 陕西省

张振勇 山东陵城区人民医院 放射科 253500 山东省

林志东 厦门市中医院 普外科 316000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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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玉辉 长安医院 普外科 710032 陕西省

岳璇弟 四川省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甲状腺乳腺外科 643000 四川省

李金保 宝鸡市中心医院 721008 陕西省

张哲 榆林市第二医院 710032 陕西省

李闻达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肝胆外科 519020 广东省

段宝军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陕西省

吕亚娟 宝鸡市第二人民医院 721000 陕西省

沈伟 解放军第546医院 8417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张阳 西安市长安医院 710100 陕西省

陈盟 福建省泉州市海体健康门诊部 362000 福建省

朱莉萍 西安市长安医院 710016 陕西省

张静 高陵区医院 710200 陕西省

邓召亮 石泉县中医医院 725200 陕西省

云天斌 西峰区人民医院 745000 甘肃省

剡晓莉 甘肃庆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745000 甘肃省

杨子明 汉中市铁路中心医院 723000 陕西省

翟喜媛 蒲城县医院 715500 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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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越 安康市中医医院 超声科 725000 陕西省

王闯 安康市中心医院 725000 陕西省

张耀仁 宝鸡市中心医院 721008 陕西省

罗希 宝鸡市中医医院 721000 陕西省

辛亚军 陕西省森工医院 710300 陕西省

黄佩甄 温州市中心医院 浙江省

郝纪锟 西京医院 超声科 710032 陕西省

何光彬 西京医院 超声科 710032 陕西省

张苗苗 西京医院 超声科 710032 陕西省

孙园园 西京医院 超声医学科 710032 陕西省

巩雪 西京医院 超声医学科 710032 陕西省

韩增辉 西京医院 超声医学科 710032 陕西省

于铭 西京医院 超声医学科 710032 陕西省

陈定章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超声科 710032 陕西省

罗文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超声科 710032 陕西省

吉成岗 广东省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 523900 广东省

刘波 陕西省人民医院 超声科 710068 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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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倩 西京医院 超声医学科 710032 陕西省

张代忠 达州市中心医院 肝胆外科 635000 四川省

刘明忠 达州市中心医院 肝胆外科 635000 四川省

王翔翔 达州市中心医院 肝胆外科 635000 四川省

陈磊 达州市中心医院 肝胆外科 635000 四川省

由慧敏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内分泌科 510700 广东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