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部门 邮编

岳欣 北京和睦家医院 内科 100016

马丽娜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0

付高峰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糖尿病科 471000

仉俐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014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0

李光辉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014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0

田勇 平顶山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67000

段小凯 温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4850

夏美娜 昌邑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261300

韩桂艳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067000

李虹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全科医学科 476100

任艳艳 河南省直第一门诊 内分泌 450000

张丽 150医院 消化内分泌科 471031

潘研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50000

于江红 郑州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0002

胡蜀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内分泌科 430030

张春霞 周口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66000

王幸 扶沟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61300

刘佳 沁源县中医院 内科 046000

张慧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4000

王辉辉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4000

范艳萍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4000

冠小兵 许昌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61000

张宏军 偃师市人民医院 消化内分泌 471900

王秉新 周口市中医院 内分泌科 450000

李素红 西华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0000

孟茂森 新安县人民医院 消化内分泌科 471800

张晓凡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董敏 洛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内科 471003

黄耀生 德化县医院 心内科 362500

杨轶萍 洛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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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艳丽 偃师市中医院 内分泌科 471900

刘跃辉 汝阳县中医院 糖尿病肾病风湿科471200

段浩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内科 471003

王真真 洛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内三科 471003

高桂丽 新安县第二人民医院 内一科 471800

杨秋伟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800

张守林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糖尿病科 471000

庞建立 河南省嵩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400

李爱敏 河南省栾川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500

王治宽 淇县人民医院 内科 456750

张瑞 博爱县中医院 内科 454450

李强 卫辉市第三人民医院 糖尿病科 453100

刘平 河南济钢（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内分泌科 454650

刘丽娜 孟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4750

李静 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5000

杨翠萍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内一科 471000

王荣宝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内五科 471003

李明 泗洪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223900

王峻岩 新安县中医院 内三科 471800

李晓歆 洛阳市第八人民医院 内科 471003

逯海波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周梅竹 新安县中医院 神经内科 471800

杨素兰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Ｏ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71031

陈守亮 封丘县人民医院 内四科 453000

齐亚丹 周口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 466100

刘卓平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3

冯现永 通许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一 452210

陈卫丽 新安县中医院 內一科 471800

姚涵 新安县中医院 内二科 471800

刘建发 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卫生院 内科 472000

谷灿立 汝阳县人民医院 中医科 471200

商学强 汝阳县人民医院 中医科 471200



冯哲 洛阳市第八人民医院 内科 471003

赵富利 洛阳市中心医院 全科老年医学科 471009

王夏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周围血管病 471000

宋红卫 洛阳市第八人民医院 内三科 471000

何艳辉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麻醉科 471003

张琳桦 偃师市人民医院 消化内分泌科 471900

左致煌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3

陈明旭 寇店镇卫生院 内科 471000

韩宏军 偃师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900

杨海峰 嵩县中医院 内科 471000

庞妩燕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内分泌科 475000

陈小平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5000

屈虎 长城铝业公司职工医院 心内科 450007

程霞 荥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分泌 450100

周焰 河南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0003

仓海忠 中牟县第二人民医院 内科 451450

卢斌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老年医学科 221003

孟凡良 商丘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76000

马德有 镇平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 473000

吕帆 方城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 473257

魏増勋 濮阳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 457100

张永选 安阳地区医院 内分泌科 455000

刘反修 安阳钢铁集团公司职工总医院 内分泌科 455000

穆雅慧 三门峡黄河医院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职工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0

牛云祥 禹州市人民医院 糖尿病科 461670

杜制峰 鄢陵县中心医院 内分泌 461200

刘德宽 鹤壁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8030

张俊岭 鹤壁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8030

巩晓辉 浚县社会福利医院 内分泌 456250

薛雪峰 孟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三科 454750

王利红 新安县中医院 普内科 471800

郭海军 新安县中医院 普内科 471800



邓红旗 新安县中医院 内三科 471800

包猛 南阳市唐河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3400

张同玉 南阳市社旗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3300

彭宇晓 南阳市唐河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3400

陈秀玲 宁陵县民族医院 糖尿病内科 476700

王永治 汝阳县人民医院 中医科 471200

马武昆 汝阳县人民医院 中医科 471200

刘风芹 新郑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1100

刘晓蓉 淮南朝阳医院 内分泌科 232000

刘海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分泌2科 116027

李利平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3

陈丹 湖北省新华医院 内分泌科 430000

赵燕燕 新安县中医院 内二科 471800

韩连收 新安县中医院 内二科 471800

宋芝峰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肿瘤内分泌科 471000

杨娟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43000

刘洪斌 天津市医药科学研究所 药理研究室 300020

赵宁生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0

周海琴 新安县中医院 内二科 471800

董新苗 新安县中医院 内二科 471800

鲍英杰 洛宁县中医院 内科 471700

郭荣 新安县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471800

陈爱玲 新安县第二人民医院 内科 471800

焦丽 宁陵县民族医院 内科 476700

赵豫 新安县人民医院 内科 471000

安德琪 民权县中医院 内四科 476800

马弯弯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内科）471003

杨昆木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湖滨分院 内分泌科 472000

赵社伟 新安县人民医院 消化内分泌科 471800

祁贯成 连云港市东方医院 内分泌科 222042

马添宏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内分泌 471000

许应改 伊川县中医院 内分泌 471300



魏晓武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肾病科 471900

陈永正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洛阳东方医院 内分泌 471003

杜来景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心血管内科 471003

张书亮 伊川县中医院 门诊内科 471300

胡晓飞 解放军第一五零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0

张青春 解放军522医院 内科 471003

李佳勋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0

校宁宁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3

王跃国 汝阳县人民医院 肾病内分泌科 471200

李素霞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洛阳东方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洪天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内分泌科 100191

秦贵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50052

母义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内分泌科 100853

李江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内分泌 100853

姜宏卫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严励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内分泌科 510120

吕朝晖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内分泌科 100853

滕卫平 中国医科大学内分泌研究所 内分泌与代谢病 110001

李玉秀 北京协和医院 内分泌科 100730

伍学焱 北京协和医院 内分泌科 100730

叶山东 安徽省立医院 内分泌科 230001

窦京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内分泌科 100853

谷卫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内分泌科 310009

李芳萍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分泌科 510120

刘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内分泌科 200127

赵志刚 郑州颐和医院 内分泌科 450047

杨刚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分泌科 400010

全会标 海南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570311

王桂侠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内分泌科 130021

曾龙驿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内分泌科 510630

孙首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内分泌科 200025

徐勇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646000



吴素玲 洛阳市东方医院 老年病一病区 471003

杨星星 涧西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妇保科 471003

栗夏连 河南省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内分泌科 450052

张南雁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内分泌代谢科 710032

乔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内分泌及代谢病 200011

张会丰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儿科 050000

郑宏庭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内分泌科 400037

茅江峰 北京协和医院 内分泌科 100730

刘建英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330006

李冬梅 内蒙古自治区医院 内分泌 010017

田军航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2

吴文杰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2

马蕾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血液净化室 471003

刘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内分泌科 430077

陈小延 汝阳县人民医院 内科 471200

田中伟 汝阳县中医院 糖尿病科 471212

孙莉芳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0

赵晓静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0

李会芳 伊川县人民医院 心内科 471300

乔睿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肾病糖尿病 471003

王晓灿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内一科 471003

赵晶晶 瑞康医院 内分泌科 451200

杜凯琼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糖尿病科 471000

赵君雅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肾病、糖尿病科 471000

宋白利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刘婕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39

李海成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洛阳东方医院 内分泌科 471039

李庆丽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洛阳东方医院 老年病科 471003

朱韶峰 洛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9

刘剑钢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内一 471000

张慧娟 洛阳5111医院 妇产科 471000

李晓飞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3



彭丽 洛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内科 471003

张文博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袁园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3

常毅娜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秦晓旭 洛阳偃师市中医院 内三科 471900

张铮杰 洛阳偃师市中医院 内三科 471900

郭宇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白金磊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黄珂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辛亚凯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廖利霞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糖尿病肾病科 471003

符玮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赵海红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洛阳东方医院 特需病房 471003

李艳鸽 汝阳县人民医院 中医科 471200

陈金刚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洛阳东方医院 神经内科 471003

吕德纯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012

杨从斌 河南省豫中监狱 医院 450000

赵志颖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内一科 471003

钱红霞 沧州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061001

虎子颖 河南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0003

臧同升 洛阳偃师市中医院 内三科 471900

雒否乐 洛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0

张程 河科大一附院 内科 471000

刘辉 洛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 471000

王传湄 宝安区人民医院 营养科 518101

曹帅昌 洛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内二科 471000

李孟娜 洛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内二科 471300

石洋洋 洛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内二科 471000

孙伯菊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广安门医院 内分泌科 100053

陈舒雅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广安门医院 内分泌科 100053

王越 洛宁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 471700

邢蒙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洛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内分泌 471000



张兵兵 阳泉市第三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045000

杨花珍 孟津县第二人民医院 内科 471100

张珍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3

曹玉洁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3

陈兰燕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老年科 471000

曹书义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贺清珍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洛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内分泌 471000

杜红娜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张姗姗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姬正丽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徐亚颖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郭瑞娇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贾祝民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贾竹敏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3

吴彦萍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张敏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陈增军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田航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王曼丽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3

郭瑞姣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3

衡国权 洛阳仁大医院 综合内科 471300

赵国秀 洛阳市第八人民医院 内三科 471000

单忠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内分泌科 110001

王宏道 洛阳新区医院 内科 471212

谢乐利 洛阳仁大医院 心内二 471300

胡广晶 鹤壁京立医院河南朝歌肾病医院 呼吸 458000

李先行 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50000

杨海波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洛阳东方医院 老年二病区 471003

郑芳芳 鹤壁京立医院河南朝歌肾病医院 内科 458000

张颖裕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李丹丹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内分泌科 475000

夏冬梅 伊川县人民医院 护理部 471300



赵莹莹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 内分泌 450052

刘红斌 武警河南省总队医院 内分泌 450000

李要欢 宜阳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600

李军民 宜阳县人民医院 内科 471600

王凌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内科 471003

李小巧 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漯河市妇幼保健院 内分泌科 462000

唐靓 湖南株洲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12007

周伟荣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0

李雪峰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0

仝英 宜阳县人民医院 急诊 471600

徐娜 南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73000

王永华 新安县中医院 内三科 471800

刘晓芳 宜阳县人民医院 急诊科 471600

荆春艳 安徽省立医院 内分泌科 230001

赵春玉 洛阳市第十一人民医院 内科 471002

赵菊珍 焦作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0001

宋欣蕊 南乐县中兴医院 内科 457400

王自珂 清丰县新兴医院 内分泌科 457300

李俊霞 濮阳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7000

武彦莉 滑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6400

朱红兵 西华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糖尿病科 466600

张晓娟 平煤总医院 内分泌科 467400

梁广新 荥阳中医院 糖尿病科 453000

冯志海 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50003

曹辉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6100

程树增 新密市中医院 内分泌科 452370

吴晋峰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0

朱聚龙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肝胆外科 471003

陈西论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0

韩宏军 偃师市人民医院 消化内分泌 471900

王素红 孟津县人民医院 内科 471100

顾建芬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内分泌科 518000



周鹏森 伊川县中医院 内科 471300

赵阳 第十一人民医院 神内科 471000

马秋红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洛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内分泌 471000

唐娟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洛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内分泌 471000

周晓雯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洛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内分泌 471000

王星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洛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内分泌 471000

王遂军 洛阳白马集团职工医院 内科 471009

李朋涛 中国空空导弹202医院 内科 471000

张巧凤 中国空空导弹014医院 内科 471000

郭培 中国空空导弹014医院 内科 471000

张文涛 洛阳市洛龙区丰李卫生院 内外科 471621

张燕茹 洛阳市洛龙区丰李卫生院 内科 471000

陈月 上海市宝山区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201900

王燕铭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洛阳东方医院 老年病科二病区 471003

冯娟娟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洛阳东方医院 老年病科 471003

王丽萍 河南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2

买欢欢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2

黄鸳鸳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0

马秀平 伊川县中医院 内一科 471300

李柏龄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洛阳东方医院 老年病科二区 471003

李熳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洛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内科 471000

润琳 洛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9

孙芳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50000

李宇鹏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糖尿病科 471003

张小飞 偃师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900

张彬 新安县中医院 院感科 471800

白金凤 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华大学附属怀化医院 内分泌科 418000

田红涛 洛宁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700

李永丰 孟津县公疗医院 重症监护室 471100

王亮亮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老年病 471000

王永宁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老年病科 471000

陈桂霞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老年病科 471000



何水连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老年病 471000

叶新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老年病 471000

张晖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3

郭铮凌 地矿一院医院 内科 471300

徐海涛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老年病内分泌科 471000

韩明芳 中信重型机械公司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471003

郭海燕 河南省地矿一院职工医院 内科 471023

董士中 平顶山煤业(集团)公司总医院 内分泌 467000

昝国欣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呼吸科 471000

赵继红 解放军第一五零中心医院 内分泌 470000

裴改改 150医院 消化内科 471000

朱超霞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3

张贺 解放军第150中心医院 肾病风湿科 471000

马瑜瑾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李世业 河南省地矿局地矿一院职工医院 内科 471023

高云成 洛阳5111医院 外科 471031

刘杨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肿瘤内分泌科 471000

姚伟 014医院 内科 471000

李雅琴 敦化市医院 呼吸内分泌 133700

杨水冰 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华大学附属怀化医院 内分泌 418000

宋磊乐 洛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内科 471000

裴春亭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心内科 471003

马晓燕 孟津县公费医疗医院 内分泌 471100

高洁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710004

郭建立 洛阳济仁肾病医院 肾内科 471000

何会克 宜阳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600

袁振晓 洛阳市新安县中医院 内三科 471800

蒋玲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内分泌 250001

王静 洛阳市中心医院 老年医学科 471009

张云峰 150医院 消化内分泌 471000

陆艳 洛阳市第八人民医院 内科 471000

韦新建 洛宁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700



薛文良 洛宁县人民医院 呼吸内分泌科 471700

梁玉方 新安县中医院 内三科 471800

汤彪 孟津县公疗医院 内科 471100

邱宁 洛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9

尹诗淇 洛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9

陈海燕 洛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 471009

马丽 洛阳市第二中医院 糖尿病 471003

杨亚鸽 洛宁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700

杨建波 洛宁县人民医院 呼吸科 471700

刘宏君 偃师市首阳山卫生院 内科 471943

庄向华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内分泌 250033

雷妙军 洛宁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700

裴玲军 河北省唐山迁安老干部局医院 内分泌科 064400

孙爱丽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内分泌 250033

沈绚梅 周口市承悦糖尿病医院 院长 466000

周娜娜 伊川县人民医院 内科 471300

张昆 洛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9

梅小敏 洛宁县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471700

郭元元 新安县中医院 内三科 471800

任娟娟 解放军第152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67400

郝文丽 洛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9

张跃红 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50000

高志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内分泌科 300052

张红武 开元名郡社区卫生服务站 中医 471000

杜爱兰 洛阳塔湾社区卫生服务站 全科 471000

黄丽格 关林镇卫生院 全科 471000

王晓玲 洛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 471023

邢亚楠 洛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社区 471000

胡晓丽 河南科技大学三附院 内分泌 471003

刘秀玲 唐山市第八医院（唐山市工人医院集团第一分院） 内分泌 063000

刘宽芝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内分泌 050000

王丽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分泌 150000



刘萍 双鸭山市煤炭总医院 内分泌 155100

朱玉兰 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 150000

李国菊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医院 内分泌 150040

成志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内分泌 150000

赵文杰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三院 内分泌 150000

郭晖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 内分泌科 130031

刘艳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 内分泌科 130031

赵秀云 松原油田总院 内分泌科 138000

牛颖 长春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130000

何泽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内分泌 130000

马鹤书 长岭县中医院 糖尿病科 131500

李文革 和龙林业局医院 内分泌 133500

包塔娜 吉林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 132000

刘艳杰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 内分泌 132000

宁磊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内分泌 132000

孙淑芳 吉林市船营区第二人民医院 内分泌 132000

徐光琦 绿园区人民医院 内分泌 130062

李鹏霞 黄泥河林业局职工医院 内分泌 133702

森胁泰裕 钟化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经营企划部 200120

刚晓坤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内分泌 130000

高天舒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110000

刘庆阳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110000

徐爽 沈阳军区总医院 内分泌 110016

李萍 沈阳军区总医院 内分泌 110016

刘星 鞍钢总医院 内分泌 114000

李玉芳 鞍山市双山医院 内分泌 114000

范玲 鞍山市双山医院 内分泌 114000

李振辉 本溪钢铁（集团）总医院北地门诊 内科 117000

周晓燕 丹东市中医院 内分泌 118000

王英才 庄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 116400

于晶 普兰店中心医院 内分泌 116200

丁金芝 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分泌 116000



于蕊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内分泌 116000

邱月辉 彰武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 123200

陈红 辽河油田总医院 内分泌 121000

刘乐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内分泌 110000

程淑杰 巴彦淖尔市医院 内分泌科 015000

贺庆行 清丰县第二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7300

王秀清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内分泌科 015000

董浩宇 长治市和平医院 内分泌科 046000

岳喜平 襄垣县人民医院 内科 046200

靳明丽 壶关县人民医院 内科 046000

张丽丽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内分泌科 048000

田志刚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内分泌科 048000

张晓乾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内分泌科 048000

贾婧 晋城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048000

李琴 晋城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048000

祁亚郁 晋城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048000

朱喜萍 高平市人民医院 心内科 048000

秦婷婷 高平市人民医院 心内科 048000

李东风 武乡县人民医院 内科 035500

李冰 孝义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032300

冯振宇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内分泌 030000

杜兴海 同煤总医院 内分泌科 037000

王桂英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037000

许国斌 南郊区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037000

秦洁 山西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030000

彭慧芳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71003

牛润清 山阴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036000

齐三燕 宁武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 034000

韩进先 怀仁县中医院 内分泌科 038300

许林鑫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030000

高健康 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045000

周嵘 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 内科 710000



孙嘉毅 天津南开济兴医院 内科 300000

佟峰明 天津南开济兴医院 内科 300000

梁凤山 天津瑞京代谢病医院 内分泌科 300000

钟何然 天津瑞京代谢病医院 内分泌科 300000

汤绍芳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内分泌代谢科 300000

张爱鸣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内分泌科 325000

马影 永嘉县中医院 内科 325100

倪连松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内分泌科 325000

游育东 龙岩市第二医院 内分泌科 364000

于世斌 莒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276500

柳林 潍坊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 260000

胡东明 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261000

吕益奎 龙口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261000

苗林艳 威海市中医院 内分泌科 261000

陈建平 威海口腔医院 内分泌科 261000

程丽霞 潍坊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 260000

李士军 莱西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266000

岳新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50000

韩景辉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50000

张东铭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50000

叶梅 息县人民医院 内科 464300

翟芳龙 息县人民医院 内科 464301

李培权 河南信合医院 内分泌 465200

王连伟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 463000

石明会 商城人民医院 内分泌 465350

楚清锋 浚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56250

任巧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二医院 内分泌 467000

宋秋环 许昌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 461000

周雪林 邓州市中医院 内分泌 474150

张桂芬 夏邑县第二人民医院 内分泌 476300

曹青松 郸城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 466000

王钧 开封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 475000



马媛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 463000

肖斌 德阳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618000

张海涛 光山县人民医院 内科 465450

潘兹海 信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64000

马海燕 沈丘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66000

张冬梅 沈丘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66000

赵士业 商丘市第四人民医院 内科 476000

张桢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6000

李珊珊 贵阳市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550000

张淼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550000

范莹莹 周口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 466100

穆珺 复兴医院 内分泌科 100000

孙淑芬 赤峰市医院 内分泌 024000

高明旭 赤峰市宁城县医院 内分泌 024200

刘莉莉 兴安盟人民医院 内分泌 137400

魏枫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014010

王瑾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内分泌科 014030

孙剑 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014030

李子玲 内蒙古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010040

刘俊祥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010010

孙慧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010010

黄大兴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三医院 内分泌科 010010

米林香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010010

郑桂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 内分泌科 300142

陈丽琴 天津市大港医院 内分泌科 300000

王德惠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300150

王素莉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300162

李凤翱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内分泌代谢科 300000

于红霞 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医保科 132000

梁霜 吉化总医院 内分泌 132011

白茹雪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 内分泌 132011

孙惠洁 吉林化工集团2医院 内分泌 132011



潘焕峰 吉林市第二中心医院 内分泌 132000

齐明宇 吉林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 132011

姚庆春 吉林省油田总医院 内分泌 138000

张英 吉林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 130000

白丽艳 长春市第二医院 内分泌 130000

朱晓红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全科 130000

王丹丹 长春市西新医院 全科 130000

荆丹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100000

季聚良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50002

申晶 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医院（309） 内分泌科 100000

朱泊羽 北京武警总医院 内分泌科 100039

闫爽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 内分泌科 150001

于艳梅 牡丹江糖尿病医院 内分泌科 157000

丛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分泌 150001

项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分泌 150001

孙秀芳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内分泌科 161000

刘颖 大庆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163316

周炜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内分泌科 100029

李硕 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 内分泌 100000

郝德军 北京燕化医院 内分泌科 100000

茅江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内分泌 100730

菅小红 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100010

王闻博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内分泌科 100144

高洪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内分泌科 100086

洪天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内分泌科 100086

刘烨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内分泌科 100086

李征寒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内分泌 150000

王爱红 306医院 内分泌科 100000

范慧 朝阳医院 内分泌科 100002

魏丽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 内分泌科 201306

张毅 上海市中医医院 内分泌科 200063

陈莉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分泌 150001



陶璐 青岛市海慈医院 内分泌科 250033

毛玉山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315000

李建辉 宁波市第二医院 内分泌科 315000

朱近悦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200062

张曼娜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200072

郦文琴 丹阳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212300

赵一鸣 浙二医院 内分泌科 310000

陈敏 浙一医院 内分泌科 310000

邢玉波 浙江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310000

阮敏芝 浙医一院 内分泌科 310000

宋美情 市二医院 内分泌科 310000

郑芬萍 邵逸夫医院 内分泌科 310000

杜鹏飞 嘉兴第二医院 内分泌科 310000

陈晓晶 杭州市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310000

张亮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内分泌科 250033

刘金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内分泌 250033

杨春梅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 000215

高芸 江苏省江原医院 内分泌 214000

戴武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分泌 230000

金国玺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230000

潘天荣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 230000

邓大同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230000

顾经宇 江苏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 000215

张舒 江苏省中医院 内分泌 210000

李喜兰 古交市矿务局总医院 内分泌 030200

刘云峰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内分泌 030001

刘博伟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内分泌2科 066000

周竟雄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分泌科 362000

王锐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内分泌1科 066000

杜伟轩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071000

李志红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内分泌 071000

杨秀红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内分泌 075000



孙文亮 沧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内分泌 061000

王瑞英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内分泌科 050000

贺彩果 石家庄市第三医院 内分泌科 050000

郝凤杰 承德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067000

曹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 内分泌科 510000

魏华 广东省中医院 内分泌 510000

陈劲松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528000

颜文盛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 内分泌 510800

林璐 海南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570100

王庆开 海口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 570100

王立毅 广东省中医院 内科 510120

叶健华 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内分泌 510000

梁干雄 中山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 528403

董彦敏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深圳医院 内分泌科 518000

陈立波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518052

武红梅 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518000

陈小琳 湖北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30000

温俊平 福建省立医院 内分泌科 350000

吴佩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内分泌 350000

刘长勤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内分泌糖尿病科 361000

杨枝 南昌市第三医院 内分泌 330001

陈晓毓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分泌科 362000

江芳芳 南昌市第一医院 内分泌科 330000

钟树妹 赣州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341000

林奉森 宁德市医院 内分泌科 352000

李学军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内分泌糖尿病科 361000

魏长顺 漳州市医院 内分泌科 363000

卢亚亚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儿科 471003

唐建东 郑州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50000

栗夏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50000

涂晶晶 郑州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 450000

王志宏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 450000



李志臻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 450000

康晓东 平煤集团总医院 内分泌 467000

郭向阳 信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 464000

尚军洁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分泌 473000

张建华 漯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 462000

宁云绸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 472000

李斌 濮阳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 457000

张雯 濮阳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 457000

段艳峰 安阳人民医院 内分泌 455002

马龙飞 焦作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 453000

白清 河南省中医院 内分泌 453000

郑瑞芝 河南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 453000

汪艳芳 河南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 453000

蔡艳丽 青海省交通医院 内分泌科 810000

王新玲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830000

任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内分泌科 400016

李洁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科 471003

卢春燕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内分泌科 610000

龚光明 成都中医院大学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610000

程莹 成都军区总医院 内分泌 610031

胡艳文 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550002

李明泽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563000

韩利民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00016

隆敏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分泌科 400016

庞雅玲 陕西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710000

陈军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内分泌科 400016

李芳萍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内分泌 510000

韩艳玲 5111医院 内分泌 471000

董学琴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内分泌科 066000

耿秀琴 新乡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53000

黎国红 西安市第九医院 内分泌科 710000

秦映芬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530021



史晓荻 驻马店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463000

王俊宏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 467000

肖键波 双流爱民综合医院 内科 610299

赵长英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 内分泌 646000

郑益雪 温州市中医院 内分泌科 325000

赵蕾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内分泌 100053

李伟 洛宁县中医院 内分泌科 471700

段俊婷 北京市民航总医院 内分泌 100025

刘栩晗 大连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科 116013

陈萍 新疆乌鲁木齐石化总厂职工医院 内一科 830019

黄震国 延吉市医院 内分泌 133000

王斌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300000

徐庆海 天津汉沽中医院 内分泌科 300000

路然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内分泌科 100086

刘丽梅 四川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 610000

张咏言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17004

李欣宇 大连市中心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16021

吕晶晶 洛阳市洛铜医院 内科 471000

齐月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10000

李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10000

郭阳 二四五医院 内科 110001

刘佳 旅顺口区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16041

尹冰 大连市中医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16000

段薇 大连大学中山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16000

徐薇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16000

何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10001

姜丽娜 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16000

王浩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10001

刘雪梅 深圳市中医院 内分泌科 518033

闫慧艳 抚顺市信托职工医院 内科 113006

任艳莉 吉林省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30000

孙中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30000



金京 吉林市中心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32000

李嘉萍 吉林市中心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32000

董天宇 吉林油田总医院 内分泌 138000

石莉 白城医高专附属医院 内科 137000

李瑞恩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内分泌 130021

刘惠玲 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30011

范雪梅 舒兰市中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30000

李春 河科大一附院 内分泌 471000

李卓 齐齐哈尔市中医院 内科 161000

闫晓光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61006

王明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50086

朱栗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30001

刘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50086

邬艳慧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50081

周立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50086

时照明 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33000

昌玉兰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330006

宋筱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310009

傅秀丽 洛阳白马集团职工医院(原:洛阳市棉纺厂职工医院) 消化内科 471009

涂相军 龙游县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324400

王云枝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014010

杜学文 顺义区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00000

韩立坤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028000

胡虹英 地坛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00012

许岭翎 北京协和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100730

邹会玲 宿迁市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23800

朱惠 第九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00023

韩兵 第九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00023

陶弢 上海市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00127

付留俊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蒋晓真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01299

陈蕊华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01299



马志敏 苏州科技城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15000

许莲 无锡市南禅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院办 214000

徐朝阳 吴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15228

米海 太仓市中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15400

陈蕾 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15000

王晓蕴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沧州第二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061001

李新胜 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061001

周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530000

马振国 洛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1003

徐丹 深圳市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518000

崔丽娟 广州市白云区第一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510000

朱凌云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830000

张丹 四川省西藏成都办事处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618000

朱显军 四川省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610072

郭艳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830000

玛依努玉苏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830000

赵田田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64100

李岚荣 柘城县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76200

皇甫玉梅 睢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476900

薛国平 洛阳博爱医院 外科 471000

管庆波 山东省立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50011

郑冬梅 山东省立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50011

冯丽 山东省立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50011

王莉 陕西西京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710000

赵汝星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50012

惠晓丽 陕西省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710061

谢璇 陕西省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710000

侯铁虎 宝鸡市中医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721000

冯治芳 诸城中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62200

隋婧 陕西省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710000

范冠杰 广东省中医院 内分泌科 510006

金文波 南阳中心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73000



韩家凯 开封淮河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75000

朱丽萍 开封淮河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75000

白玉晓 开封市二人民 内科内分泌专业 475000

徐文俭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 内科 462000

高海燕 陕西纺织医院 内科心血管内科专业710000

赵岚 南阳市油田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73000

王振华 许昌市中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61000

黄志伟 许昌市中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61000

冀璐 许昌市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61000

陈荣月 许昌红月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61000

赵新 714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710000

张东升 滑县中医院 内科神经内科专业456400

张立 安阳钢铁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55000

杨雀 陕西纺织医院 内分泌科 710000

陈民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67000

张渭涛 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710000

王颖 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医院 内科&gt;内分泌专业710000

芦日旺 安阳县第一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55000

沈莺 安阳中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55000

张英昭 老城区人民医院 内科 471000

仇丽伟 安阳中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55000

杨彩霞 安阳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55000

姜丽燕 安阳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55000

赵保明 安阳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55000

倪一虹 山东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250033

张惠霞 中航工业自控所职工医院 内科 710000

王超 南石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73000

赵小睿 陕西省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710000

王献英 内黄二院 内科 455000

田德增 安阳地区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55000

程团结 开封医专附院（东京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75000

娄东亮 开封市二人民 内科内分泌专业 475000



朱慧琪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67000

郑玉合 滑县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56400

骆江坤 滑县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56400

侯军峰 陕西省唐都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710000

孙倩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450000

梁辉 铜川市人民医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727100

王芬芬 陕西省西安市军工三院 内科内分泌专业 710077

刘敏 长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长春市中医院 内科 130022

李异白 泰顺县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325500

沈亚非 漯河市第一人民医院/漯河市中心医院 内分泌 462000

范红旗 江苏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210029

杜培洁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50052

马晓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50052

樊大贝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450052

刘敏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010050

张丽娟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010050

朱智峰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内分泌 010050

杜东晗 洛阳博爱医院 内科 471000

任小燕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010050

关晓强 清丰县第二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 457300

史壮丽 濮阳市妇幼保健院濮阳市妇女儿童医院 保健科 457000

饶颖 天津医科大学国际内分泌代谢杂志编辑部 编辑部 300070

陈微 兴安盟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137400

池连祥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518101

孟高翔 新纤医院 内科 453000

李富东 洛阳202医院 门诊 471003

周明生 锦州医科大学 生理教研室 121001

魏立民 河北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 050051

朱娟 新安县人民医院 消化内分泌 471800

冯春瑜 卫辉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 453100

李家大 中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410078

胡文坤 民航总医院 干保科 100025



胡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内分泌科 401121

周庆菊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内分泌科 401120

张庆桂 获嘉县红十字医院 内分泌 456000

李鑫 新华医院 内分泌 456000

卓新凤 新乡市中医院 内分泌 456000

卢新平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糖尿病科 471000

李清波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老年病科 47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