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优秀医师名单 

 

兰州市（45 人） 

韩晶晶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 

尤  斌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 

杜  涛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郭世鸿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 

魏春燕 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 

敬胜伟 兰州市中医医院治未病科 

陈伟伟 兰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二科 

张文丽 兰州市肺科医院二病区 

赵小娥 兰州市口腔医院住院部(特诊科） 

陈继军 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 

齐跃军 兰州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李  霞 城关区人民医院内科 

苟新源 兰州中医骨伤科医院骨一科 

郭俊里 城关区张掖路街道广武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科 

倪河安 城关区东岗西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旭涛 城关区团结新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刘  杰 七里河区人民医院外科 

徐  娜 七里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 



赵文刚 七里河区黄峪中心卫生院中医科 

水玉惠 七里河区彭家坪镇卫生院 

康明琴 七里河区西果园镇卫生院 

张兆洁 西固区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 

刘红兵 西固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 

韩彩香 西固区东川镇卫生院  

张惠锋 西固区河口镇卫生院咸水村卫生室 

姜  磊 安宁区人民医院口腔科 

吴  君 安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 

李江国 安宁区沙井驿街道景宜家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马正君 安宁区银滩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 

张  军 红古区人民医院急诊科 

杨林林 兰州市第五医院内科 

杨永生 红古区平安中心卫生院 

张天才 永登县人民医院外科 

方立香 永登县中医医院内科 

郁万芳 永登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王锡军 永登县红城中心卫生院中医科 

常振华 永登县河桥中心卫生院中医科 

丁延民 榆中县第一人民医院神经科 

郑永强 榆中县中医院急诊/ICU 

梁永平 榆中县马坡乡银山中心卫生院 



杨永平 榆中县来紫堡乡卫生院中医科 

林民军 榆中县甘草店镇中心卫生院 

郭成龙 皋兰县中医医院骨伤科 

陈晓瑜 皋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魏永林 皋兰县黑石中心卫生院医务科 

嘉峪关市（6 人） 

邓福仓 嘉峪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 

李  萍 嘉峪关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产科 

王  英 嘉峪关市中心血站  

周春娟 嘉峪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 

王如军 嘉峪关市祁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殷建军 嘉峪关市新城镇卫生院医务科 

金昌市（6 人） 

祝玉琴 金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 

石成霞 金昌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宁泽云 永昌县中医院 

赵永文 金昌市金川区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罗秀萍 永昌县河西堡镇卫生院 

俞天斌 金川区宁远堡镇卫生院  

白银市（32 人） 

杨述军 白银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 

刘淑贞 白银市中心医院妇科 



王永福 白银市康复医院放射科 

滕  云 白银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心病科 

杨  博 白银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外科 

秦发祥 靖远县糜滩镇卫生院内科 

赵怀金 靖远县中医院普外科 

刘保军 靖远县乌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 

高跟霞 靖远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防科 

李兴宏 靖远县妇幼保健院儿科 

焦振书 会宁县人民医院肾内科 

郭宝仁 会宁县中医医院肺病科 

胡建强 会宁县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任统斌 会宁县妇幼保健院中医科 

张永强 会宁县疾控中心传防科 

刘兴捷 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 

宋  卉 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张爱霞 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 

魏立君 白银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 

曹乃文 白银区水川中心卫生院中医科 

刘兴沛 景泰县人民医院外科 

谈明宪 景泰县红水卫生院 

张光峰 景泰县一条山镇社区服务中心 

梁志龙 景泰县疾控中心  



闫  麟 白银市红十字中心血站血液供应科 

张志琴 白银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卢昌顺 白银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测科 

李永健 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 

王兴胜 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二科 

高振来 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中心卫生院  

宣学军 白银市平川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张志新 白银市平川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科 

天水市（38 人） 

李  静 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病科 

陈立启 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骨一科 

王向东 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 

王立群 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辛宏伟 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梁波涛 天水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重症医学科 

王艳珠 天水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检验科 

王  荣 天水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内科 

李明雄 天水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 

曾仰泽 天水市中医医院肝胆外科 

赵  震 天水市中医医院肺病科 

王志飞 天水市中医医院肺病科 

张子明 天水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 



贾小强 天水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王  刚 天水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 

王富强 天水市第四人民医院外一科 

魏  虹 天水市第四人民医院产科 

富春艳 天水市第五人民医院传染病科 

熊  蕙 天水市妇幼保健院产科 

薛宏彦 天水市妇幼保健院儿科 

卢朝晓 天水四零七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 

马建军 天水四零七医院眼科 

宋金香 秦州区人民医院检验科 

汪兴隆 秦州区汪川中心卫生院  

罗万东 麦积区中医医院中医骨伤科 

刘永春 麦积区麦积镇卫生院街亭分院  

包心正 武山县中医医院儿科 

马明君 武山县人民医院急救中心 

王福平 甘谷县新兴镇中心卫生院  

赵宏亮 甘谷县人民医院普外科 

庞小刚 秦安县叶堡中心卫生院  

关尚竹 秦安县中医医院  

周建强 清水县中医医院内一科 

李钰忠 清水县永清镇卫生院中医内科 

马晓峰 张家川县第一人民医院  



马长生 张家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雷成江 天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 

熊志军 天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科 

武威市（32 人） 

梁志宏 武威市凉州医院门诊部 

张  先 凉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 

王晓全 凉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二科 

康禄才 凉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 

郭金有 凉州区永昌镇中心卫生院 

王伯龙 凉州区西营镇中心卫生院外科 

胡延旭 凉州区张义镇中心卫生院内科 

刘笃基 凉州区九墩镇卫生院内科 

李新荣 民勤县昌宁镇昌盛卫生院门诊部 

王银香 民勤县中医院内三科 

刘发生 民勤县人民医院 

刘  雯 民勤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徐万文 民勤县苏武镇羊路卫生院门诊部 

王德海 古浪县古浪镇卫生院中医科 

马  旻 古浪县西靖镇卫生院中医科 

李博国 古浪县新堡乡卫生院中医科 

罗永升 古浪县干城乡中心卫生院中医科 

薛贵仁 古浪县民权镇卫生院中医科 



王文芳 天祝藏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五官科 

韩育良 天祝县藏医院内科 

贾志永 天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控制科 

韩玉花 天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产科 

周大志 天祝县哈溪镇中心卫生院外科 

邱  婧 武威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张博文 武威市人民医院胸心外科 

杨乾滋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骨与康复科 

谢春芳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消化内三科 

郑军堂 武威市中医医院门诊部 

张仁德 武威市中医医院门诊部 

陈好宏 武威市第二人民医院内一科 

李永国 武威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管凌云 武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防科 

张掖市（32 人） 

朱兴仁 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骨科 

王  霞 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  

苏  雨 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王  春 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急诊科 

王  珑 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手术麻醉科 

单永玮 河西学院附属张掖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张明平 张掖市中医医院医务科 



王进吉 张掖市中医医院康复科 

滕好晓 张掖市中医医院手术室 

魏  玮 张掖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一病区 

曹金滩 张掖市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病区 

李  坡 张掖市第二人民医院普外一科病区 

徐步轩 张掖市第二人民医院脑系科病区 

赵  新 张掖市第二人民医院病理科 

郭宙翔 张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银万栋 张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慢科 

李  彪 张掖市妇幼保健院儿科 

王艳荣 张掖市中心血站体采科 

张  泽 甘州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王晓斌 甘州区人民医院泌尿科 

尚兰英 甘州区妇幼保健院  

陈玉凤 甘州区滨河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部 

田  铁 甘州区长安镇中心卫生院  

朱正学 临泽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 

张玉玲 临泽县沙河镇卫生院门诊 

李红梅 高台县人民医院儿科 

蔡国荣 高台县中医医院放射科 

王  莉 山丹县妇幼保健院医务科 

杜文波 山丹县陈户中心卫生院门诊 



任鹏云 民乐县中医医院心内科 

冯  林 民乐县丰乐镇卫生院 

付万海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内科 

平凉市（34 人） 

李小平 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 

朱荣英 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产科 

石  岩 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 

张  权 甘肃医学院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 

安  勇 平凉市妇幼保健院医务部、眼视光中心 

张  蕊 平凉市妇幼保健院院感科 

薛舒原 平凉市妇幼保健院产科 

马小平 平凉市精神卫生中心四病区 

梁向宁 平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科 

史  龙 平凉市康复中心医院传统康复科 

付宏伟 平凉市中心血站  

任  鑫 柳湖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 

王  晓 平凉市崆峒区疾控中心  

宋安庭 崆峒区寨河回族乡中心卫生院门诊 

李荣伟 平凉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 

刘文智 华亭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 

梁宝贵 华亭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 

马  潇 华亭市中医医院老年病科 



史良科 泾川县人民医院院办室 

张红林 泾川县中医医院康复科 

杨进武 泾川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科 

关红春 灵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海风 灵台县人民医院普外科 

程凤能 灵台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门诊室 

王  红 崇信县人民医院妇产科 

王新群 崇信县人民医院内一科 

谢彦斌 崇信县中医医院儿科 

王来录 庄浪县人民医院心内科 

高小明 庄浪县中医医院妇产科 

董继萍 庄浪县中医医院妇产科 

柳小龙 庄浪县南坪卫生院中医科 

韩  飞 静宁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孙  平 静宁县中医医院骨科 

景卫政 静宁县城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针灸科 

酒泉市（32 人） 

王俊卿 酒泉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牛永莉 酒泉市人民医院生殖中心 

程俊文 酒泉市人民医院内分泌血液科 

韩晓明 酒泉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高  峰 酒泉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马  骏 酒泉市人民医院骨科 

王向红 酒泉市中医院 

王  伟 酒泉市中医院普外科 

张晓燕 酒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鼠疫与布病防控科 

秦大锋 酒泉市妇幼保健院住院部 

陈巧月 酒泉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 

王旭德 酒泉市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 

陈晓红 肃州区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 

赵银龙 肃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科 

于明哉 肃州区西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常生明 肃州区清水中心卫生院 

尹丽华 金塔县人民医院妇产科 

张  虎 金塔县中医医院外科 

侯建新 金塔县古城乡卫生院门诊 

张宏刚 玉门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 

王富春 玉门市中医医院外科 

富  丽 玉门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 

段志斌 玉门市新市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杨幸明 瓜州县人民医院外二科 

陈炜杰 瓜州县七墩回族东乡族乡卫生院 

张  虎 瓜州县瓜州镇卫生院 

李树纲 敦煌市医院呼吸科 



赵  军 敦煌市医院重症医学科 

刘  祥 敦煌市中医医院 

刘  镜 敦煌市中医医院医务科 

马成谦 肃北县蒙医医院中医科 

王延萍 阿克塞县妇幼保健院功能科 

庆阳市（34 人） 

张  丹 庆阳市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 

陈晓亮 庆阳市人民医院创伤外科 

权  刚 庆阳市中医医院重症医学科 

王虹强 庆阳市中医医院眼科 

钟占鹏 庆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手术室 

黄安庆 庆阳市妇幼保健院眼科 

张艳儒 庆阳市西峰区人民医院儿科 

左淑霞 庆阳市西峰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病区 

王瑞粉 庆阳市西峰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病区 

脱明福 庆阳市西峰区董志卫生院陈户分院 

黄润梅 庆城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夏常清 庆城县岐伯中医医院放射科 

冯  剑 庆城县南庄卫生院内科 

王军成 合水县何家畔中心卫生院住院部 

高永利 合水县中医医院骨外科 

赵  琼 合水县人民医院儿科 



倪树文 华池县中医医院内科 

高永红 华池县温台社区医疗卫生工作站 

郭  喆 镇原县第一人民医院内五科 

路金生 镇原县中医医院放射科 

陈  华 镇原县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 

景  翠 镇原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技科 

杨晓妮 正宁县人民医院妇产科 

周  洁 正宁县中医院康复科 

范鹏权 正宁县榆林子卫生院内科 

马宏伟 宁县和盛中心卫生院骨外科 

张生怀 宁县人民医院内科 

韩  潇 宁县平子卫生院中医科 

浩花花 宁县春荣卫生院公卫科 

冯军平 宁县中医院骨科 

苏应龙 环县健康教育所健康教育科 

慕锦洲 环县八珠乡卫生院门诊 

李彦飞 环县人民医院传染科/质控科 

王占银 环县城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院部 

定西市（40 人） 

张长胜 定西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刘  波 定西市人民医院心内二科 

仲国琴 定西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高俊峰 定西市中医院针灸推拿一科 

王志勇 定西市中医院骨伤一科 

来晓强 定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与传染病防治科 

张艳玲 定西市妇幼保健院 

崔晓玲 定西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成分制备科 

姚茜林 定西市安定区凤翔镇卫生院公共卫生科 

贠进德 定西市安定区笫二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 

贾金虎 定西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祁钰乾 定西市第二人民医院外二科 

吴彩萍 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防科 

胡文斌 通渭县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杜文华 通渭县中医医院普外科 

田世雄 通渭县平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牛娅丽 通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股 

侯雪莲 通渭县榜罗镇中心卫生院 

鱼元巧 陇西县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 

贾文盛 陇西县医疗和医保监管服务指导中心 

梁宝钧 陇西县中医医院外科 

张瑞祥 陇西县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 

梁艳春 陇西县文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外科 

李耀武 渭源县人民医院  

张继红 渭源县中医医院针灸科 



马  博 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内一科（心内科） 

张永平 渭源县五竹镇卫生院住院部 

朱玉鹏 临洮县人民医院普通外科 

马廷真 临洮县中医院肺病科 

杨云波 临洮县洮阳镇卫生院内一科 

陈  斌 临祧县新添镇卫生院外科 

韦应龙 临洗县连儿湾乡卫生院内科 

喻罗红 漳县人民医院骨科 

李  岩 漳县中医医院针灸二病区 

杨文龙 漳县武阳镇卫生院 

刘光明 岷县闾井中心卫生院外科 

王晓明 岷县峨阳中心卫生院外科 

高万里 岷县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刘玉川 岷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 

赵小燕 岷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陇南市（35 人） 

王小云 陇南市武都区中医医院磁共振室 

陈有明 陇南市武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翟龙文 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放射中心 

张小强 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肾病风湿科 

金雪玲 康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 

苏昱堃 康县大堡镇中心卫生院 



高小华 徽县中医医院  

柏秀丽 徽县妇幼保健站  

陈礼云 甘肃省礼县第一人民医院中医针灸科 

陈  武 礼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 

郑淑梅 礼县崖城镇卫生院医保科 

魏宇明 礼县雷坝镇中心卫生院清水村卫生室  

王  䶮 两当县人民医院传染科 

张建平 甘肃省文县第一人民医院外科 

吴俊民 文县第二人民医院外科 

伍孝国 宕昌县人民医院口腔科 

牛俊明 宕昌县中医院针灸三科 

石卫国 宕昌县沙湾镇中心卫生院 

唐小平 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影像科 

李荐德 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功能科 

叶芳红 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豆彦平 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 

苏  春 西和县人民医院麻醉科 

沈润辉 西和县中医院中医科 

何秀云 西和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张仁谦 西和县姜席镇卫生院外科 

张金贵 成县镡河乡卫生院 

祁宝仓 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呈祥 成县人民医院重症科 

赵媛坤 陇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 

杨建平 陇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监科 

张月娥 陇南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 

李代英 陇南市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门诊 

杜生辉 陇南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 

锁  龙 陇南市精神病康复医院住院部 

临夏州（26 人） 

杨小强 临夏州人民医院消化科 

耿铮子 临夏州人民医院超声二科 

马生明 临夏州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张德志 临夏州中医医院内一科 

卢玉强 临夏州中医医院口腔科 

张红霞 临夏州妇幼保健院超声科 

马瑞敏 临夏州妇幼保健院产后康复科 

华  云 临夏市民族医院口腔科 

乔国权 临夏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甘敬胥 临夏市城郊镇卫生院中医科 

史记海 临夏县中医医院神经内科 

拜秀英 临夏县人民医院妇产科 

何正奎 临夏县刁祁镇卫生院中医科 

乔忠勇 积石山县中医医院中医科 



韩  凯 积石山县癿藏中心卫生院内科 

安绪平 和政县人民医院门诊部 

文  俊 和政县买家集镇中心卫生院感染科 

刘炳华 广河县人民医院骨二科 

马建彪 广河县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二科 

罗文科 永靖县人民医院外二科 

尤佛增 永靖县岘塬镇卫生院口腔科 

闫作军 东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骨科 

冯伟伟 东乡族自治县考勒乡卫生院 

朱永同 康乐县人民医院  

罗海燕 康乐县人民医院妇产科 

吕  宁 康乐县虎关乡卫生院  

甘南州（20 人） 

马  莉 甘南州人民医院心内科 

旦正才让 甘南州藏医医院外科 

杨永强 甘南州妇幼保健院麻醉科 

黄天明 甘南州中心血站综合科 

陈庆荣 甘南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科 

屈莉娜 合作市佐盖多玛乡卫生院临床 

陈文琪 卓尼县中医医院风湿骨病科 

开加劳 杓哇乡卫生院藏医科 

卓玛草 夏河县人民医院内科 



贡去乎当知  夏河县吉仓乡卫生院 

赵瑞喜 临潭县疾控中心检验科 

殷建红 临潭县流顺镇卫生院内科 

桑杰苏奴 碌曲县尕海镇卫生院 

卓玛草 碌曲县人民医院内科 

其军才让 玛曲县阿万仓中心卫生院 

拉毛卓玛 玛曲县疾控中心结防科 

杨军权 舟曲县人民医院公卫科 

兰辉恩 舟曲县峰迭镇社区服务中心普外科 

虎菁芸 迭部县妇幼保健院儿科 

杨志国 迭部县益哇镇卫生院藏医科 

兰州新区（6 人） 

苏  鹏 甘肃省人民医院新区分院心内科 

丁国佐 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肾病科 

郑延驰 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王  琴 兰州新区疾控中心计划免疫科 

李娟娟 兰州新区中川镇卫生院医务科 

高  博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 

委属委管单位（82 人） 

朱自江 甘肃省人民医院胸外二科 

杨晓军 甘肃省人民医院普外二科 

张维胜 甘肃省人民医院肛肠科二病区 



魏小果 甘肃省人民医院消化科 

黄  刚 甘肃省人民医院放射科 

陈国廉 甘肃省人民医院传统医学诊疗中心 

黄文辉 甘肃省人民医院肾内科 

王  楠 甘肃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干部病区 

唐晓勇 甘肃省中医院普外科 

王闻奇 甘肃省中医院放射影像科 

金钰钧 甘肃省中医院针灸二科 

邢  涛 甘肃省中医院医务处 

薛建军 甘肃省中医院麻醉科 

张亚维 甘肃省中医院创伤骨一科 

甘德成 甘肃省中医院糖年病科 

侯小明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肿瘤科、医务处 

乔成栋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科 

傅松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赵海燕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骨科 

张  辉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普外科 

武文娟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王  怡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管理科 

石军年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呼吸内科二病区 

董晨明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二病区 

康学文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骨科二病区 



何荣霞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产科 

张德奎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二病区 

马  莉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三病区 

李培武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急救中心 

刘晓丽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甘肃省中心医院）妇产科重症救护中

心 

栾  桦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甘肃省中心医院）妇三科 

张  翀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甘肃省中心医院）临床检验中

心 

隆建萍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甘肃省中心医院）乳腺与甲状腺外科 

张丽莉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甘肃省中心医院）国际医疗部LDR区 

张成祖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甘肃省中心医院）儿童急救中心一部 

李志虎 甘肃省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二科 

宋一丁 甘肃省肿瘤医院头颈二科 

包蔚郁 甘肃省肿瘤医院乳腺一科 

周霞东 甘肃省肿瘤医院腹外三科 

陆  云 甘肃省肿瘤医院功能科 

边  芳 甘肃省肿瘤医院门急诊 

王  继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 

袁小龙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与医院感染管理科 

刘  雯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高  珊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 



邢瑞林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 

姚  力 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医务部 

李  翔 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院感科 

赵剑芳 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 

张雪莲 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费  凌 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史树勋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医务部 

王  铮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高国栋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脊柱外科 

温孝明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甘肃中医药大学西院骨科 

陈怀霞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甘肃中医药大学北院医务

科 

韩灵善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综合内科 

贾俊海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急诊科 

李志革 兰州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 

柯希格 中核四〇四医院外二科 

李元红 中核四〇四医院外一科 

王燕玲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预防控制所 

靳素琴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体检中心 

刘  刚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放射医学科 

兰  光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室 

刘  芳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防科 



张  静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区卫生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科 

李  健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制科 

邵国军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科 

魏琳琳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毒理科 

焦永卓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 

刘子婧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防制科 

魏  欢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免疫规划实验室 

刘  炜 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院前急救部 

魏海延 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医疗服务科 

潘  登 甘肃省红十字血液中心业务科 

薛双林 甘肃省红十字血液中心体采科 

戴  雁 甘肃宝石花医院眼科 

李  陶 甘肃宝石花医院心血管内科 

肖玉强 甘肃省和政疗养院药房 

马进良 甘肃省两当疗养院康复诊疗科 

魏小军 甘肃省武山矿泉疗养院中医康复理疗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