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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邹国辉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01

2 陈智军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02

3 戴飞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03

4 邓莉 女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04

5 何建成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05

6 陈图刚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06

7 涂佛昊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07

8 孙前谱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08

9 陈志坚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09

10 李军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10

11 周卫兵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11

12 万小玲 女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12

13 涂瑞芳 女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13

14 张静坤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14

15 官华芳 女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15

16 郑小松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16

17 杨慧娟 女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17

18 周健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18

19 黄紫薇 女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19

20 项忠景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3620180601020

21 刘更新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21

22 郭斌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22

23 彭丽华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23

24 方荣兵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24

25 余志昊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25

26 廖英 女 江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26

27 刘渊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27

28 毛思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28

29 赵官平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29

30 徐文强 男 江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30

31 张照涛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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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熊小丽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32

33 王志强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33

34 任海波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34

35 叶印泉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35

36 李五根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36

37 潘晓斌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37

38 朱继连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38

39 晁智晗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39

40 王龙秀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40

41 李春平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41

42 江菲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42

43 刘茜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43

44 徐世国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44

45 马俊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45

46 黄雅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46

47 涂丹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47

48 熊卓雅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48

49 后文涛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49

50 周利兵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50

51 高子云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51

52 谢正元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52

53 熊恺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53

54 陈平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54

55 李梅芳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55

56 朱仙花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56

57 曾庆福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57

58 周为民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58

59 陈锋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59

60 唐新华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60

61 王鹤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61

62 黄敏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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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胡金柱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63

64 周锦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64

65 汪杨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65

66 廖莉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66

67 彭鲲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67

68 吴庆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68

69 章桥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69

70 陈路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70

71 郝亮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71

72 周荣平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72

73 李晨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73

74 过慧敏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74

75 吴凯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75

76 程细高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76

77 宋玉林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77

78 高贵程 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78

79 楼茜洁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79

80 王瑶 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620180601080

81 席秋江 男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620180601081

82 肖永奇 男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620180601082

83 赵宇 男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620180601083

84 孙贵才 男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620180601084

85 刘明海 男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620180601085

86 樊祥伟 男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3620180601086

87 张世平 男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向塘分院 3620180601087

88 蒲小平 男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向塘分院 3620180601088

89 黄琦 男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089

90 胡小平 男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090

91 万俊 男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091

92 王林 男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092

93 李泽 男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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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樊扬 男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094

95 刘亮 男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095

96 李丽 女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096

97 张海珍 女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097

98 许玉华 男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098

99 张芝辉 男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099

100 赵拓文 男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100

101 熊景良 男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101

102 余亮 男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102

103 夏邦云 男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103

104 王巍颋 男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104

105 胡艳红 女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105

106 叶丹 女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106

107 闵健水 男 江西省胸科医院 3620180601107

108 丁山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08

109 吴主强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09

110 周俊霖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10

111 黄冰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11

112 郑巍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12

113 黄素华 女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13

114 罗强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14

115 郑正光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15

116 周伟凡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16

117 徐孝根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17

118 黄子栋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18

119 马俊检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19

120 黄玉梅 女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20

121 甘羽杰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21

122 胡超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22

123 王斌彬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23

124 邱国斌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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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郭鸣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25

126 林智锋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26

127 杜香平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27

128 熊志刚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28

129 曾晓辉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29

130 付静晨 女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30

131 罗龙珍 女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31

132 欧阳可日 男 江西省儿童医院 3620180601132

133 魏江平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33

134 林小琪 女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34

135 王川红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35

136 周牮 女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36

137 简颖超 女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37

138 俞菊红 女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38

139 胡朝勇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39

140 徐贵华 女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40

141 李滋聪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41

142 徐荣春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42

143 陈德富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43

144 刘明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44

145 邱莹莹 女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45

146 刘九保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46

147 肖晖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47

148 李晓芬 女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48

149 李林林 女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49

150 张六妹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50

151 梁银兰 女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51

152 刘飘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52

153 王小连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53

154 王群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54

155 况良凤 女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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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程雪梅 女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56

157 杭春雷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57

158 黄骏涛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58

159 张蕃昌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59

160 陈淼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60

161 张灵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61

162 肖行 女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62

163 张海丹 女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63

164 邹毛毛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64

165 陈再华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65

166 胡林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66

167 蔡文尧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67

168 曾圣强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68

169 曹文峰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69

170 吴凌峰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70

171 项正兵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71

172 梁爱军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72

173 胡坚方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73

174 李小平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74

175 曾俊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75

176 余志强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76

177 罗斌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77

178 漆绍新 女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78

179 刘东林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79

180 龚志斌 男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80

181 黄倩倩 女 江西省人民医院 3620180601181

182 朱险峰 男 江西省职业病医院 3620180601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