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邮编

邹会玲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223800

蔡敏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223800

张咏言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姜涛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00

曹志强 沈阳军区总医院 100010

王丽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01

于立君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徐丹 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20

黄冰 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20

苟晓虎 康县第一人民医院 746500

刘爱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翁华昡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25000

周雷 江苏省中医院 210029

王静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朴贤婧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姜冉华 辽阳糖尿病医院 111000

顾建伟 泰州市中医院 225300

权金星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郑瑞芝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赵海燕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深圳市南山人民医院 518052

齐占江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母义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洪天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朱大龙 南京市鼓楼医院 210008

2016中华医学会第六届糖尿病及性腺疾病学术会议通讯录



窦京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孙亖东 吉林省人民医院 130021

李小英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李强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王桂侠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全会标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杜建玲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孙首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巩纯秀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儿童医院 100045

谷伟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高洪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李艳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周智广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410011

李江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刘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焦凯 唐都医院 710100

匡洪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杨刚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400010

乔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茅江峰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毕宇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李芳萍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10630

金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10000

曹德云 铁岭市中心医院 112000

陈凤丽 沈阳二四五医院 110000

王延辉 沈阳二四二医院 110000

付裕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110003



赵晓南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110003

徐爽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6

李萍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6

刘炳仲 新民市人民医院 110010

安利新 新民市人民医院 110010

杨立新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110020

崔丽娟 本溪钢铁集团总医院 117000

邵明玮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李延铭 本溪市铁路医院 117000

赵益 大连市友谊医院 116001

田丰秋 大连市友谊医院 116002

唐旖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01

葛光岩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116000

马军 大石桥市中心医院 115000

侯桂梅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116000

张红 旅顺口区人民医院 116041

孙丽萍 大连金州长庚老年病医院有限公司 116100

于桂贤 大连海港医院 116150

巠淑丽 朝阳市中心医院 122000

于晶 普兮店中心医院 116200

刘小燕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5医院 121000

张海光 朝阳市第二医院 122000

高艳超 朝阳市第二医院 122000

刘洪波 朝阳市中心医院 122000

姚昡 辽阳石化总医院 111003

陈娟美 辽阳石化总医院 111003

刘洋 吉林市医药学院四六五医院 132000



苗佳晶 吉林市医药学院四六五医院 132000

李逢时 吉林市江湾创伤医院 132000

周淑娟 解放军222医院 132000

庄玉红 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132000

荀晓斌 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132000

韩丹 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132000

潘焕峰 吉林市人民医院 132000

包塔娜 吉林市人民医院 132000

谢文杰 梅河口市中心医院 135000

李艳 梅河口市友谊医院 135000

张姝 吉林市龙潭医院 132000

卢晔华 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132000

徐蕾 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132000

刘昡宏 通化市人民医院 134001

牛敏 大连市中心医院 116000

杜丽伟 通化县医院 134001

丁妍枫 大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131300

姚庆昡 吉林油田总医院 131106

赵秀云 吉林油田总医院 131106

樊正兴 吉林油田总医院 131106

马鹤书 长岭县中医院 131500

朱栗文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00

陈雪霏 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 130700

段滨红 黑龙江省医院（黑龙江省中日友谊医院） 150041

谢晓滨 黑龙江省医院（黑龙江省中日友谊医院） 150040

徐辉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医院（黑龙江省第二肿瘤医院） 150000

李欣宇 大连市中心医院 116000



朱玉兮 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157011

刘志艳 鹤岗市人民医院 154100

刘丹丹 哈医大一院群力分院 150000

高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00

张众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00

张晓娜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00

杨帆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00

韩玲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10001

纪红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10001

赖亖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李静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闫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0001

姜崴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朱晓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杨锐 解放军二二二医院 132000

吴东红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150010

单洁 齐齐哈尔市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162400

张健 齐齐哈尔市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61000

张伟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161000

许刚 哈尔滨市中医院 150001

姚秀宇 吉林市中医院 132000

刘艳杰 四六五医院 132013

金京 吉林市中心医院 132000

李文 镇赉县医院 130000

张晶岩 白城市医高专附属医院 130000

黄瑞伟 松原市中心医院 138000

昝玉宏 松原市中心医院 138000



史俊华 前郭县中医院 138000

郭晖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分院 130031

娄小倩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分院 130031

李磊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分院 130031

杜以武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130011

王志宏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50004

齐东旭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130011

孙秋岩 阜新市矿务局总医院 123000

王晶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辛慧 沈阳二四二医院 110034

于晓会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李晨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田风胜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610010

田冬梅 普陀区人民医院 200000

范红旗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00

刘鹏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530000

邹汶兵 广西民族医院 530000

王振刚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00

胡欣 桂林南溪山医院 541000

陈庆福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0

邓武权 西南医院 400000

曹旭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41

甘莉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610001

朱凌云 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00

于晓 毓璜顶医院 264000

赵田田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264100

付军 府谷县中医院 719400



李亖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侯铁虎 宝鸡市中医医院 721001

王芳 西安市中心医院 710000

刘海霞 潍坊市人民医院 261000

马彦 烟台107医院 264000

侯军峰 陕西省唐都医院 710000

白洁 聊城市人民医院 252000

于江红 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450000

赵艳艳 郑州大学第一附院医院 450052

杜培洁 郑州大学第一附院医院 450052

桑艳红 郑州大学第五附院医院 450052

孙晓利 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450000

张立 安阳钢铁医院 455000

王海敏 安阳地区医院 455000

高威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475000

高爱滨 滨州市中心医院 251700

郝建军 子洲中医院 718400

庞静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716000

陈民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467000

张艳芳 洛阳市中心医院 471003

高喜玲 延安市人民医院 716000

赵清 德州市人民医院 253045

刘畅 湖南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23000

葛长洁 吉林市人民医院 132000

郭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00

乔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00

潘佳秋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0



汪晓霞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50000

冯琨 黑龙江省医院 150000

徐滨华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150000

李东荣 哈尔滨市第五医院 150000

张贵山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075000

彭一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075000

王君 保定第一中心医院 071000

李子玲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包钢医院） 014000

王斌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00193

郑桂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4医院 300142

石节丽 天津油田总医院 300280

李凤翱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0

阮敏芝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10000

郑冬梅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吴凌云 宁波市第一医院 315000

孙瑞霞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00

张德园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30000

陈丽叶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13000

陆然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龚雄辉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100041

王昡艳 航空巟业总医院 100000

张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101100

李昡霞 北京房山区良乡医院 102400

马雅辉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菅小红 北京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医院 100193

林章梅 解放军三零五医院 100017

陈晓平 中日医院 10000



李昡霞 北京房山区良乡医院 102400

李玉秀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南区 102600

张颖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南区 102600

李娜 北京华信医院 100000

袁晓勇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00

赵琳 解放军第309医院 100000

刘丹丹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000

谢超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000

马伟杰 北京地坛医院 100015

邓微 积水潭医院 100035

张国超 中山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510000

李芳萍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510000

濮先明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 528400

安新焕 中山市人民医院 528400

陈晓铭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24000

秦映芬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吴豪杰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61004

吴佩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50000

温俊平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0

梁继兴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0

雷水红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30000

刘长勤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0

洪世华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41000

王海生 南平市第一医院 353000

高允珊 深圳市中医院 518000

杨彩娴 清远市人民医院 511518

黄艳 深圳市沙井人民医院 518104



张庆梅 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20

黄建皓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530021

李红 福建省立医院 350001

李忠文 广东省人民医院 510000

全会标 海南省人民医院 528000

陈幼萍 佛山南海区人民医院 510000

肖辉盛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510000

唐奇志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528000

王毅飞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120

鄢燕琼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 518000

郑志刚 深圳市盐港医院 518000

许美伦 惠州中心人民医院 516000

谢小菲 东莞市人民医院 523010

项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张倩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魏海霞 桓台县中医院 255000

王金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二医院 467000

曹辉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476100

余婧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116000

陈霞 大连市人民广场石道街社区 116011

段薇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李斱鸣 大化医院 116001

吴明 吉林油田总医院 138000

谭艳华 吉林市人民医院 132000

孙凤 吉林市中心医院 132000

李嘉萍 吉林市中心医院 132000

齐明宇 吉林市中心医院 132000



张海英 吉林市中医院 132000

朱琳 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132000

孙昕昳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132001

贺颖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 132001

袁志刚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150000

王淑霞 磐石市医院 132300

宋静 磐石市医院 132300

管庆波 山东省立医院 250021

姚庆昡 吉林油田总医院 138000

胡蜀红 湖北武汉同济医院 430030

李斌武 鸡西矿业集团总医院 158100

陈军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400038

王曦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朱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韩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李玉秀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刘煜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 114200

黄震国 延吉市医院 133000

崔明龙 延吉市医院 133000

金海琳 延吉市医院 133000

张龙成 龙井市医院 133400

井利 敦化市中医院 133700

王秀珍 延吉市中医院 133000

李美子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133000

文英玉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133000

朴莲善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13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