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  名 单    位

1 巴亿苏拉 呼和浩特市蒙医中医医院

2 白珈峻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医院

3 曾朦 播州区人民医院

4 曾小娟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民医院

5 曾燕波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6 陈百灵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

7 陈杰 江西樟树市人民医院

8 陈娟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9 陈武 湖南益阳爱尔眼科医院

10 陈颖 江西进贤县人民医院

11 陈永珍 华清苑社区卫生服务站

12 崔妹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13 崔素芳 太原市社会福利精神康宁医院

14 戴振媛 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15 邓雪 重庆远大医院

16 段领玉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7 段小丽 十堰市太和医院

18 符月文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9 耿亚 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医院

20 龚爱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21 龚代英 六盘水市钟山人民医院

22 郭朝敏 贵州航天医院

23 何颖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24 黄刚 南充市中心医院

25 黄丽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26 江珊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7 蒋红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病案室

28 雷提云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 冷敏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30 黎健红 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

31 黎开强 桐梓县人民医院

32 李益芳 六盘水市水矿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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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李韵慧 江苏省中医院

34 梁凤姣 四川省南充精神卫生中心

35 梁雅姝 遵义市第五人民医院

36 廖细琴 广西桂林阳朔县人民医院

37 林阳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38 凌玉梅 江西省人民医院

39 刘匆提 东北国际医院

40 刘恋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41 刘念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42 刘芮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43 刘仕方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44 刘文英 呼和浩特市蒙医中医医院

45 刘小敏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46 刘馨钰 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47 柳春香 上栗县人民医院

48 龙绍芬 贵州省肿瘤医院

49 龙先芝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0 罗文义 云南省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51 孟祥云 克拉玛依中心医院

52 磨艳丽 陕西省延安市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53 莫茗荞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4 宁林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 潘曦晖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6 秦雅静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总医院

57 任利沙 遵义医学院

58 邵丰 望都县医院

59 石兴美 贵州省黔南州人民医院病案室

60 史安琪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61 宋娟 陕西省延安市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62 苏晓东 陕西省人民医院

63 孙秀华 江西省宁都县人民医院

64 谭静 武隆区人民医院

65 唐双英 重庆永荣矿业有限公司总医院

66 涂源培 阳朔县人民医院

67 万誉淋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医院

68 汪维美 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医院病案管理科



69 王丹丹 晋城白云同德医院

70 王东贤 湖南康雅医院有限公司

71 王海燕 南充市第二人民医院

72 王立珠 赤峰市医院病案室

73 王声菊 六盘水市人民医院

74 王鑫 南充市中心医院

75 王玉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76 王玉欣 吉林省妇幼保健院

77 王珠 赤峰市蒙医中医医院

78 韦秋菊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0三医院

79 魏玉宁 宁夏银川长庆燕歌湖医院

80 温蕾 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81 吴亚卿 河北省荣军医院

82 先莉娟 贵州省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83 向萍 遵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84 熊华 萍乡市妇幼保健院

85 徐洪斌 中国贵航集团三0二医院病案科

86 徐婷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87 闫静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病案室

88 严聪 江西省新余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89 杨继洋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0 杨菊 福建省立医院

91 杨梅 湖北省十堰市国药东风总医院

92 杨仁霞 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人民医院

93 杨欣彤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94 杨忠琴 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5 于诗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辽东湾分院

96 袁昌秀 福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97 袁春花 重庆爱尔眼科医院

98 张春明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99 张克婷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00 张抒平 山西省儿童医院

101 张薇 四川省南充精神卫生中心

102 张雪静 遵义医学院

103 张颜 广西柳州融安县人民医院

104 张玉珏 贵州省黔西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105 赵茜茜 晋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106 赵源娟 贵州省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107 郑代娥 仁怀市人民医院

108 郑明凤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09 郑清华 江西遂川县人民医院

110 周芳 仁怀市人民医院

111 周红伶 武隆区人民医院

112 周丽萍 广州爱尔眼科医院

113 周志云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14 邹智 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