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科室 省份 城市

黄磊 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超声医学科 安徽省 淮南市

吴姝怡 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法规事务部 北京市 北京市

李捷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

九三医院）/东方医院
肿瘤科 福建省 福州市

梁荣喜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超声科 福建省 福州市

梁晓樱 福州市妇幼保健院 妇保科 福建省 福州市

林振湖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超声科 福建省 福州市

张妍 南京军区福州 肿瘤科 福建省 福州市

郭奇龙 龙岩市第二医院 超声科 福建省 龙岩市

丘博文 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 核医学 福建省 龙岩市

游琴章 龙岩市第二医院 介入科 福建省 龙岩市

张荣木 龙岩市第二医院 核医学科 福建省 龙岩市

邓超 南平市第一医院 超声医学科 福建省 南平市

贺永湘 石狮市华侨医院 超声影像科 福建省 泉州市

黄贤强 泉州市光前医院 肿瘤外科 福建省 泉州市

黄向阳 南安市医院 超声介入室 福建省 泉州市

蔡凌旸 厦门市中医院 肿瘤科 福建省 厦门市

陈冰 厦门弘爱医院 普外科 福建省 厦门市

陈卉品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超声科 福建省 厦门市

陈刘飞 厦门市长庚医院 超声科 福建省 厦门市

陈小燕 厦门市中医院 超声科 福建省 厦门市

冯杰 厦门市海沧医院 超声影像科 福建省 厦门市

郭秋香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超声科 福建省 厦门市

何文献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超声科 福建省 厦门市

胡波 厦门弘爱医院 普外科 福建省 厦门市

姜铖 厦门市中医院 超声科 福建省 厦门市

李锐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超声科 福建省 厦门市

李锐 厦门一七四医院 普外科 福建省 厦门市

林福生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厦门中

山医院)
普通外科 福建省 厦门市

林如君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三集团

军医院
超声医学科 福建省 厦门市

史俊 厦门市海沧医院 超声科 福建省 厦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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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付明
中国人民 解放军陆军第73集团军医

院（原174医院）
普通外科 福建省 厦门市

王文利 厦门长庚医院 超声医学科 福建省 厦门市

张浩 厦门市中医院 超声科 福建省 厦门市

张佐炳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超声影像科 福建省 厦门市

钟炳安 厦门市海沧医院 超声科 福建省 厦门市

邹勇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超声医学科 福建省 厦门市

林桂生 漳州市第三医院 外科 福建省 漳州市

陈薇玲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妇科 广东省 广州市

谭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超声科 广东省 广州市

杨斌健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妇科 广东省 广州市

郑博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超声科 广东省 广州市

陈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超声科 广东省 梅州市

何光智 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光明） 超声科 广东省 深圳市

何建东 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 肿瘤科 广东省 深圳市

何少忠 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 肿瘤科 广东省 深圳市

李志新 深圳市中医院 外三科 广东省 深圳市

刘力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医学影像科超声部 广东省 深圳市

刘新杰 深圳市人民医院 甲状腺外科 广东省 深圳市

周勤鹏 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光明） 超声科 广东省 深圳市

周载平 中山市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 广东省 中山市

何沙 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 肝胆胰腺外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

莫春连 柳州市柳铁中心医院
普外三科（甲状腺,乳腺，

疝外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

敖红云 六枝特区人民医院 妇科 贵州省 六盘水市

陈英 六枝特区人民医院 妇科 贵州省 六盘水市

王琳 六枝特区人民医院 妇科 贵州省 六盘水市

张瑞雪 六枝特区人民医院 妇科 贵州省 六盘水市

杨杭丽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肿瘤科 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

罗爱容 贵州省德江县民族中医院 妇产科 贵州省 铜仁地区

张凤琴 德江县民族中医院 妇科 贵州省 铜仁地区

赵方腾 海南省肿瘤医院 头颈外科 海南省 海口市

周涛 海南省肿瘤医院 头颈外科 海南省 海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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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媚燕 邯郸涉县善谷医院 妇产科 河北省 邯郸市

孙彩凤 邯郸涉县善谷医院 妇科 河北省 邯郸市

马迎新 迁安市人民医院 超声医学科 河北省 唐山市

赵玉辉 通许县人民医院
聚焦超生科（无创消融治

疗中心）
河南省 开封市

张梅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超声科 湖北省 荆州市

何涛 汉川市人民医院 超声影像科 湖北省 孝感市

孔浩 汉川市人民医院 介入科 湖北省 孝感市

沈文 汉川市人民医院 超声影像科 湖北省 孝感市

余幼林 孝感市中心医院 甲状腺乳腺外科 湖北省 孝感市

钟铁菊 德惠市人民医院 电诊科 吉林省 长春市

卢叶君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超声科 江苏省 常州市

李亚洲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
超声科 江苏省 南京市

管海涛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超声科 江苏省 南通市

封淏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超声科 江苏省 扬州市

戚庭月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超声科 江苏省 扬州市

徐智文 德兴市人民医院 肿瘤科 江西省 上饶市

杜刚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医院 肝胆外科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石洪柱 山东省宁津县中医院 超声科 山东省 德州市

马民 青岛黄岛区人民医院 放射科 山东省 青岛市

孔伟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甲状腺外科 山东省 泰安市

宋晓鹏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 肿瘤内科 山东省 泰安市

王涛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超声诊断科 陕西省 咸阳市

张会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消化科 上海市 上海市

蒋德雄 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 呼吸内科 四川省 达州市

王平飞 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 呼吸内科 四川省 达州市

刘宇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肿瘤外科 四川省 内江市

陈建权 武警新疆总队医院 超声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李鸿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超声科 云南省 昆明市

张微微 玉溪市人民医院 超声影像科 云南省 玉溪市

杨林强 杭州大承医院 放射科 浙江省 杭州市

罗家友 浙江省湖州市中心医院 呼吸内科 浙江省 湖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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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胜东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肝胆胰外科 浙江省 宁波市

储慧霞 浙江衢化医院 妇产科 浙江省 衢州市

李乐萍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妇幼保健院 妇科 浙江省 绍兴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