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科室 省份 城市

白日晶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中心医院 腹部超声科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蔡燕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超声中心 贵州省 贵阳市

曹晓静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介入治疗科 北京市 北京市

柴国生 江西省肿瘤医院/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外科 江西省 南昌市

陈浩 包钢集团第三职巟医院 超声科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陈卉 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超声科 江苏省 常州市

陈雨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肿瘤科 四川省 泸州市

陈泽勉 潮州市中心医院 肿瘤科 广东省 潮州市

程显 白山市中心医院 普外二科 吉林省 白山市

迟淑萍 胜利油田胜利医院 影像中心 山东省 东营市

崔健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胸外科 北京市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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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娟 辽河油田总医院 功能科 辽宁省 盘锦市

杜小岳 烟台市北海医院 超声科 山东省 烟台市

冯小芬 江苏大学附属武进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江苏省 常州市

高军喜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腹部超声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高旭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302医院 肝脏肿瘤诊疗与研究中心 北京市 北京市

郭建伟 陕西省森巟医院 CT室 陕西省 西安市

何夏明 博白县人民医院 妇产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

洪波 上饶市人民医院 普外科 江西省 上饶市

侯晓东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超声科 河南省 开封市

胡美玲 安岳县妇幼保健院 妇科 四川省 资阳市

胡赟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超声诊断科 上海市 上海市

黄梦婷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超声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康健 北京市健宥医院 外科 北京市 北京市

李丹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肿瘤科 四川省 泸州市

李福华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肝病一科 安徽省 阜阳市

李鸿雁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普外科 北京市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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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 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 肿瘤科 河北省 沧州市

李勉 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超声科 安徽省 合肥市

李庆 陕西省咸阳市中心医院 介入超声科 陕西省 咸阳市

李盛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 外一科 湖北省 武汉市

李鑫 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超声诊断科 上海市 上海市

李兴贵 阆中市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 四川省 南充市

李正付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呼吸二科 贵州省 遵义市

李志坚 北京电力医院 心胸外科 北京市 北京市

廖春雁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超声科 贵州省 贵阳市

林树俊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深圳市南山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 广东省 深圳市

刘达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肝胆胰外科 浙江省 杭州市

刘桂举 郑州人民医院 肿瘤内科 河南省 郑州市

刘吉尧 安岳县妇幼保健院 外妇科 四川省 资阳市

刘剑坡 赤峰市宁城县中心医院 肝胆外科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刘贤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 四川省 南充市

刘晓明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超声中心 贵州省 贵阳市

刘一颖 四川省大竹县人民医院 超声科 四川省 达州市

柳凤玲 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 肝胆外科 四川省 达州市

罗南雁 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超声科 安徽省 合肥市

马安林 中日友好医院 感染疾病科 北京市 北京市

毛岸荣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肝脏外科 上海市 上海市

毛鹏 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战略医学事务部 上海市 上海市

孟竹达 山西省长治市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 山西省 长治市

朴成林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肝胆胰外科 北京市 北京市

饶坤 乐山市中医医院 肝病科 四川省 乐山市

沈海军 忻州市中医医院 外科 山西省 忻州市

沈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肿瘤科 浙江省 杭州市

沈蔚 浙江大学金华医院暨金华市中心医院
肝胆胰外科一病区（17楼

东）
浙江省 金华市

施文标 台州市立医院 肿瘤外科 浙江省 台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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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俊勇 江西省肿瘤医院/江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头颈外科 江西省 南昌市

史周 大竹县人民医院 肿瘤科 四川省 达州市

舒特标 南昌市第三医院 超声科 江西省 南昌市

司琴其木格 包头市肿瘤医院 超声科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宋卫琪 陕西省肿瘤医院 头颈肿瘤科 陕西省 西安市

孙建明 达州市中心医院 普通外科 四川省 达州市

孙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302医院 肝脏肿瘤诊疗与研究中心 北京市 北京市

唐一植
成都三六三医院泸州医学院附属成都三六

三医院
超声科 四川省 成都市

田圣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302医院 介入治疗科 北京市 北京市

汪超 平津医院 肿瘤外科 天津市 天津市

王博 南阳市中心医院 肿瘤内科 河南省 南阳市

王博 白城中心医院 CT 吉林省 白城市

王达庆 民航总医院 普通外科  肝胆外科 北京市 北京市

王东洋 山东省肿瘤医院 微创科 山东省 济南市

王风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医院 超声科 江苏省 淮安市

王伏霞 郓城县人民医院 肿瘤科 山东省 菏泽市

王福川 解放军三0二医院 青少年肝病科 北京市 北京市

王剑雄 天津市南开医院 超声科 天津市 天津市

王磊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平津医院 肿瘤外科 天津市 天津市

王其波 萍乡市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 江西省 萍乡市

王亚东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感染科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王震 济南市章丘区人民医院 肿瘤科 山东省 济南市

文前军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感染科 贵州省 贵阳市

吴和平 南昌市第三医院 内分泌 江西省 南昌市

吴志军 成都市东区医院 内科 四川省 成都市

熊杰 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 肝胆外科 四川省 达州市

徐杰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超声科 河南省 新乡市

徐静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肝脏病科二病区 安徽省 阜阳市

许仙 湖南航天医院 肿瘤科 湖南省 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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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培泽 忻州市中医医院 肿瘤防治中心 山西省 忻州市

闫成玉 解放军88医院 肝病科 山东省 泰安市

闫敏芳 山西省长治市人民医院 超声诊断科 山西省 长治市

严康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超声科 江苏省 淮安市

严昆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超声科 北京市 北京市

杨静 贵阳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超声科 贵州省 贵阳市

杨林强 杭州大承医院 放射科 浙江省 杭州市

杨茂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肝胆科 天津市 天津市

杨瑞英 杭州大承医院有限公司 内科 浙江省 杭州市

杨伟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黄埔院区 心胸外科 广东省 广州市

杨永强 安岳县妇幼保健院 B超室 四川省 资阳市

姚刚亮 乌鲁木齐市兵团医院 功能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要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肿瘤科 北京市 北京市

叶钢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 重庆市 重庆市

叶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呼吸科 北京市 北京市

亍安星 平度市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 山东省 青岛市

袁海松 河南省柘城县人民医院 肿瘤内科 河南省 商丘市

张超 山西省人民医院 超声科 山西省 太原市

张传鹏 威海市立医院 超声诊断科 山东省 威海市

张二丽 忻州市中医医院 肿瘤治疗中心 山西省 忻州市

张风华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 放疗科 广东省 中山市

张府桓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平津医院 肿瘤外科 天津市 天津市

张晖 天津市南开医院 肿瘤外科 天津市 天津市

张健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肝病科 安徽省 阜阳市

张兮英 包头市肿瘤医院 超声科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

张亮 北京欧亚肿瘤医院 肿瘤科 北京市 北京市

张强 潍坊市人民医院 放射科 山东省 潍坊市

张全义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 普外二科 山东省 临沂市

张涛 临沂市肿瘤医院 超声诊断科 山东省 临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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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 南阳医专第一附属医院 普通外科1病区 河南省 南阳市

张艳 博白县人民医院 妇产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

张耀 北京市健宥医院(原:北京建巟医院) 普通外科 北京市 北京市

张勇 海口市人民医院 肝胆胰外科 海南省 海口市

张智超 解放军第三0二医院 超声科 北京市 北京市

赵俊杰 晋城市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 山西省 晋城市

赵鹏程 沧州市人民医院 超声科 河北省 沧州市

赵宇 达州市中心医院 肝胆外科 四川省 达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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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嘉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肝脏外科 上海市 上海市

朱晓琳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肝胆肿瘤科 天津市 天津市

朱樱 上海瑞金医院 超声诊断科 上海市 上海市

祝娟娟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感染科 贵州省 贵阳市

巠勇 江西省高安市人民医院 普外二胸外科 江西省 宜春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