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科室 邮编 省份

章瑾 浙江省绍兴市立医院 超声科 312000 浙江省

刘海石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
肝胆胰外科 150081 黑龙江省

王显芝 吉林市人民医院 功能检查科 132001 吉林省

吴菲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医

院
超声二科 050000 河北省

张松岩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
肝胆胰外科 150040 黑龙江省

郭佐铭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
肝胆胰外科 150000 黑龙江省

鹿麟
辽宁省大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超声科 116023 辽宁省

田颖
黑龙江省阿城区人民医

院
超声二组 150300 黑龙江省

鲁敏 浙江省绍兴第二医院 超声科 312000 浙江省

李萌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CT磁共振科 050011 河北省

宋增福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
肝胆胰外科 150081 黑龙江省

杨明 孝感市中心医院 CT室 432000 湖北省

周建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
超声科 200025 上海市

谢志斌 孝感市中心医院 呼吸内科 432100 湖北省

杨晔
辽宁省中国医科大学附

属盛京医院
超声科 110004 辽宁省

韩来福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肿

瘤医院
超声科 014030 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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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文爽 吉林省中医院 肝脾胃病科 130021 吉林省

刘红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

区人民医院
肿瘤内科 150300 黑龙江省

梅丽丽 湖北省肿瘤医院 超声科 430070 湖北省

刘云
福建省厦门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
肝胆外科 365000 福建省

郭晓磊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

区人民医院
超声科 150300 黑龙江省

张宪峰
河北省衡水市哈励逊国

际和平医院
肝胆外科 053000 河北省

李红霞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

国际和平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050082 河北省

刘宁 孝感市中心医院 普通外科 432000 湖北省

台剑熊
河北省衡水市哈励逊国

际和平医院
肝胆外科 053000 河北省

韩文斐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化疗科 250014 山东省

宋洋 枣庄市中区人民医院 肿瘤科 277100 山东省

吴传旺 枣庄市中区人民医院 肿瘤科 277100 山东省

郭俊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
介入科 014030 内蒙古自治区

孙青龙
黑龙江省牡丹江林业中

心医院
放射介入科 157000 黑龙江省

纪巧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
住院处超声科 150086 黑龙江省

张业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
腹部外科 100021 北京市

陈晓禹 湖北省阳新县中医院 介入治疗中心 435200 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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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羽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
腹部超声 150010 黑龙江省

董元缔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
肝胆胰外科 150086 黑龙江省

曲兆伟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
肝胆胰外科 150000 黑龙江省

徐海涛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
肝胆胰外科 150086 黑龙江省

安婷婷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
腹部超声科 150001 黑龙江省

丁鉴 吉林省一汽总医院 电诊科 130000 吉林省

刘春勋 黑龙江省肿瘤医院 肝胆胰外科 150000 黑龙江省

姜脉涛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
腹部超声科 150001 黑龙江省

赵建军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
腹部外科 100021 北京市

张鑫佳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建华
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肿瘤科 161000 黑龙江省

田旭杰 山东省威海市胸科医院 肝病一科 264200 山东省

邢元秀 山东省威海市胸科医院 特检科 264200 山东省

黄巍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第四医院
体检中心彩超室 150001 黑龙江省

刘忠玲
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

中医院
彩超室 152400 黑龙江省

袁志平
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

医院
肿瘤科 644000 四川省

林川
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

医院
肿瘤科 644000 四川省

周红云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医

院
超声科 300350 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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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

国际和平医院
放射科 050000 河北省

李旭辉 黑龙江省森工总医院 消化内分泌科 150040 黑龙江省

周显礼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
住院处超声科 150086 黑龙江省

张春燕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传染

病医院
肝病2科 150030 黑龙江省

李连青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人民

医院
肿瘤外科 154600 黑龙江省

姜静 湘潭市中心医院 超声 411100 湖南省

刘铭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肿瘤

医院
超声科 157009 黑龙江省

王星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肿瘤

医院
超声科 157009 黑龙江省

雷鸣 山东泰安肿瘤医院 介入 271000 山东省

付冬伟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

院
肿瘤科 150088 黑龙江省

廖坤 广东省珠海市人民医院 普通外科 519000 广东省

罗敏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超声医学科 150040 黑龙江省

石光煜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超声医学科 150040 黑龙江省

赵丽娜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超声医学 150040 黑龙江省

孙英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

华医院
超声科 200010 上海市

徐强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医

院
介入科 157000 黑龙江省

陈春红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

院
肿瘤科 150001 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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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一

医院
超声科 150010 黑龙江省

齐明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一

医院
普外一科 150010 黑龙江省

芦海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一

医院
介入科 150010 黑龙江省

颜莹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一

医院
肿瘤科 150001 黑龙江省

梁建英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
肝脏外科 150001 黑龙江省

何立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一

医院
普外二科 150010 黑龙江省

崔淑莉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一

医院
超声科 150010 黑龙江省

展超 黑龙江省肿瘤医院 肝胆胰外科 150086 黑龙江省

赵天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一

医院
超声科 150010 黑龙江省

查莉 湖北省肿瘤医院 超声影像科 430070 湖北省

孟庆刚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一

医院
机关 50010 黑龙江省

王英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一

医院
磁共振引导聚焦超声科 150010 黑龙江省

崔智文 新疆伊犁州新华医院 肿瘤内科 835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滕鑫 青岛市市立医院 超声科 266071 山东省

钱同刚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医院 超声诊断科 064200 河北省

李波 浙江省台州市立医院 超声科 318000 浙江省

冯顺友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医院 超声诊断科 064200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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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辉 河南省人民医院 感染科 450001 河南省

郭焕男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总医

院
肿瘤内科 150001 黑龙江省

孙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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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晓龙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
150086 黑龙江省

赵连蒙 黑龙江省医院 物理诊断 黑龙江省

闵海燕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金东方院区
肿瘤科 213000 江苏省

王修智 山东省昌邑市人民医院 胸外科 261000 山东省

孙宏杰 山东省昌邑市人民医院 261000 山东省

王强
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第

一人民医院
肿瘤科 271400 山东省

吴金辉 禹城市人民医院 肿瘤科 251200 山东省

宇明
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

医院
普外科 644000 四川省

任国政
河南省平顶山市第一人

民医院
医学影像科 467000 河南省

邢晨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深圳医院
超声科 518172 广东省

梁爽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 超声科 518033 广东省

沈长岭
贵州省毕节市第一人民

医院
超声科 551700 贵州省

陈泳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甲状腺外科 067000 河北省

裴志杰 天津市西青医院 胸心外科 300380 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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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嵘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放射科 550001 贵州省

陈承 浙江萧山医院 肿瘤介入 311201 浙江省

陈晓华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医院 超声科 324000 浙江省

毛轶 诸暨市人民医院 肛肠外科 311800 浙江省

傅浩 新余市人民医院 肿瘤科 338000 江西省

张海
暨南大学二临床学院、
深圳市人民医院超声科

超声科 518020 广东省

左梦玲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超声科 222002 江苏省

张纾 台州市立医院 超声科 318000 浙江省

闻久辉 台州市肿瘤医院 普外科 317502 浙江省

卢吴柱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超声科介入组 519000 广东省

翟东升
湖北民族学院附属民大

医院
肝胆胰脾外科 445000 湖北省

李俊
湖北民族学院附属民大

医院
肝胆胰脾外科 445000 湖北省

韩业红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普外科 311600 浙江省

方明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超声科 311600 浙江省

王鹏利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
普外二科 712000 陕西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