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报评资格 报评代码及专业 评审级别分类

1 隋殿庆 男  凤城凤凰医院 副主任医师 11骨外科学 县区级

2 刘丹凤 女 安民镇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42康复医学 乡镇级

3 王玉海 男 八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01全科医学 乡镇级

4 崔峻峰 男 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浪头医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乡镇级

5 巩鑫 女 丹东华山医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县区级

6 那鹏 男 丹东圣元口腔医院 副主任医师 24口腔内科学 县区级

7 邓晓玲 女 丹东市传染病医院 副主任医师 38传染病学 市级

8 孙杰 男 丹东市传染病医院 副主任医师 38传染病学 市级

9 马旭 男 丹东市传染病医院 副主任医师 30皮肤与性病学 市级

10 曲文超 女 丹东市传染病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级

11 张倩 女 丹东市传染病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级

12 马炜炜 女 丹东市传染病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级

13 姚敏 女 丹东市传染病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级

14 孙贵赟 男 丹东市第二社区福利院卫生所 副主任医师 02心血管内科学 乡镇级

15 杨相勇 男 丹东市第三医院 副主任医师 39精神医学 市级

16 马庆尧 男 丹东市第三医院 副主任医师 39精神医学 市级

17 张冬梅 女 丹东市第三医院 副主任医师 39精神医学 市级

18 赵秀君 女 丹东市第三医院 副主任医师 39精神医学 市级

19 张燕 女 丹东市第三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级

20 崔颖 女 丹东市第三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级

21 迟岩霞 女 丹东市第三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级

22 李雅静 女 丹东市第三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级

23 孙晶静 女 丹东市第三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级

24 隋晓丽 女 丹东市第三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级

25 王泽东 男 丹东市第三医院 副主任药师 65临床西药药剂学 市级

26 孙丽 女 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 副主任医师 49超声医学 市级

27 宁娟 女 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 副主任医师 45放射医学 市级

28 孙忠霞 女 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 副主任医师 40麻醉学 市级

29 杨月 女 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 副主任医师 20妇产科学 市级

30 荣宇红 女 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 副主任护师 60妇产科护理 市级

31 霍伟 女 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 副主任护师 60妇产科护理 市级

32 李金儒 女 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 副主任护师 60妇产科护理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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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宋文丽 女 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 副主任护师 61儿科护理 市级

34 于芳源 女 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 副主任护师 61儿科护理 市级

35 宋文艳 女 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 副主任药师 65临床西药药剂学 市级

36 姜丹 女 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 副主任药师 65临床西药药剂学 市级

37 盛春梅 女 丹东市公安医院 副主任医师 49超声医学 市级

38 徐万全 男 丹东市公安医院 副主任医师 10普通外科学 市级

39 吴浩 男 丹东市公安医院 副主任医师 16神经外科学 市级

40 鲁丽霞 女 丹东市结核病防治所 副主任医师 66流行病学 市级

41 卢秀丽 女 丹东市结核病防治所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级

42 吴广晖 男 丹东市口腔医院 副主任医师 25口腔颌面外科学 市级

43 王善勇 男 丹东市口腔医院 副主任医师 25口腔颌面外科学 市级

44 于立书 男 丹东市口腔医院 副主任医师 26口腔修复学 市级

48 王世明 男 丹东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市级

45 赫松 女 丹东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02心血管内科学 市级

46 张丽 女 丹东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06神经内科学 市级

47 齐典寇 男 丹东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12泌尿外科学 市级

49 白岫丹 女 丹东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级

50 姜晓红 女 丹东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级

51 段晓艳 女 丹东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护师 60妇产科护理 市级

52 崔巍 女 丹东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市级

53 王凤仙 女 丹东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市级

54 常姝丽 女 丹东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药师 65临床西药药剂学 市级

55 魏雪莲 女 丹东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药师 65临床西药药剂学 市级

56 曲丹 女 丹东市社会福利院卫生所 副主任医师 39精神医学 乡镇级

57 张旭 女 丹东市社会福利院卫生所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乡镇级

58 赵华荣 女 丹东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级

59 周昀 女 丹东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副高级技师 78微生物检验技术 市级

60 邹超 女 丹东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副主任技师 78微生物检验技术 市级

61 姜延国 男 丹东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副主任技师 77理化检验技术 市级

62 于桂凤 女 丹东市振安区汤山城镇中心卫生院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乡镇级

63 娄晓梅 女 丹东市振安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80妇女保健 县区级

64 王克亮 男
丹东市振安区鸭绿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绿云社区卫生服务站
副主任医师 01全科医学 乡镇级

66 高玉琨 女 丹东市振安区医院 副主任医师 20妇产科学 县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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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王金霞 女 丹东市振安区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68 孙杰 女 丹东市振安区医院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县区级

65 宋丹勇 男 丹东市振安区医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县区级

69 孙霞 女 丹东市振兴区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70 房玉娟 女 丹东市中心血站 副主任医师 41输血 市级

71 马莹 女 丹东市中心血站 副主任医师 41输血 市级

72 孙国政 男 丹东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市三甲

73 公伟 男 丹东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40麻醉学 市三甲

74 李明 男 丹东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40麻醉学 市三甲

75 初立伟 男 丹东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11骨外科学 市三甲

76 宋淑梅 女 丹东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02心血管内科学 市三甲

77 栾菲 男 丹东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24口腔内科学 市三甲

78 付署华 女 丹东市中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三甲

79 孟翔鹭 女 丹东市中医院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市三甲

80 于良华 女 丹东市中医院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市三甲

81 关 巍 女 丹东市中医院 副主任药师 65临床西药药剂学 市三甲

82 赵桂月 女 丹东职工疗养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县区级

83 王吉安 男 丹东职工疗养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县区级

84 张树伟 男 东港孤山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10普通外科学 乡镇级

85 崔吉安 男 东港孤山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45放射医学 乡镇级

86 柳学志 男 东港骨科医院 副主任医师 38传染病学 乡镇级

87 吴丽萍 女 东港何氏眼科医院 副主任医师 28眼科学 县区级

88 张广利 男 东港精神病医院 副主任医师 10普通外科学 乡镇级

89 孙亚文 男 东港精神病医院 副主任医师 49超声医学 乡镇级

90 王 升  男 东港精神病医院 副主任医师 39精神医学 乡镇级

91 李曦梅 女 东港马家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02心血管内科学 乡镇级

92 李安娜 女 东港市第二医院 副主任医师 06神经内科学 县区级

93 周田英 女 东港市第二医院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县区级

94 李群星 男 东港市第二医院 副主任技师
50临床血液（体液）

学检验
县区级

95 倪学红 女 东港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21计划生育 县区级

96 杨君 女 东港市孤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01全科医学 乡镇级

97 单淑芬 女 东港市合隆满族乡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乡镇级

98 孙艳红 女 东港市口腔病医院 副主任医师 24口腔内科学 县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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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辛童 女 东港市口腔病医院 副主任医师 24口腔内科学 县区级

100 杨艳 女 东港市口腔病医院 副主任医师 24口腔内科学 县区级

101 朱美澄 女 东港市口腔病医院 副主任医师 26口腔修复学 县区级

102 孙晓鹏 女 东港市前阳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乡镇级

103 焦玉伟 男 东港市十字街镇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乡镇级

104 陈香书 女 东港市小甸子镇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21计划生育 乡镇级

106 于振江 男 东港市椅圈镇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10普通外科学 乡镇级

105 李秀双 女 东港市椅圈镇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乡镇级

107 孙晓垚 男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11骨外科学 县区级

108 张田鹏 男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11骨外科学 县区级

109 周荣辉 男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11骨外科学 县区级

110 尹素文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20妇产科学 县区级

111 薛骄鹰 男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6神经内科学 县区级

112 唐晓东 男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6神经内科学 县区级

113 关宇 男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6神经内科学 县区级

114 黄德胜 男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45放射医学 县区级

115 张喜良 男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45放射医学 县区级

116 隋晓春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49超声医学 县区级

117 李妍娇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49超声医学 县区级

118 高阳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49超声医学 县区级

119 周远洋 男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2心血管内科学 县区级

120 孙洪艳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2心血管内科学 县区级

121 马宁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10普通外科学 县区级

122 杨震 男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10普通外科学 县区级

123 王立平 男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7内分泌与代谢病学 县区级

124 闫秋宇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5肾内科学 县区级

125 姜明 男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38传染病学 县区级

126 刘鹏 男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12泌尿外科学 县区级

127 王德忱 男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31肿瘤内科学 县区级

128 姜晓慧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29耳鼻喉头颈外科 县区级

129 郭芬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130 王绫芬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131 王博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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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于秀娥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县区级

133 金磊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县区级

134 孙旭杰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县区级

135 黎晓光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县区级

136 李作美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药师 65临床西药药剂学 县区级

137 贺前前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药师 65临床西药药剂学 县区级

138 王晓东 男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药师 65临床西药药剂学 县区级

139 修明岩 男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药师 65临床西药药剂学 县区级

140 徐琳娜 女 东港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技师
50临床血液（体液）

学检验
县区级

141 于燕 女 东港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20妇产科学 县区级

142 于宏亮 男 东港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45放射医学 县区级

143 谢霞 女 东港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49超声医学 县区级

144 王传强 男 东港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10普通外科学 县区级

145 吴丹 女 东港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40麻醉学 县区级

146 赵华 男 东港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38传染病学 县区级

147 郑希萍 女 东港市中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148 栾姝光 女 东港市中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149 孙秀芳 女 东港市中医院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县区级

150 宫长东 男 凤城市爱阳中心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01全科医学 乡镇级

151 于雪东 男 凤城市爱阳中心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10普通外科学 乡镇级

152 樊金玉 女 凤城市大堡蒙古族乡卫生院 副主任护师 60妇产科护理 乡镇级

153 徐辉 女 凤城市凤凰城凤山经济管理区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县区级

154 林秋妹 女 凤城市凤凰城凤山经济管理区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01全科医学 县区级

155 张颖 女 凤城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49超声医学 县区级

156 李秀山 男 凤城市精神病医院 副主任医师 39精神医学 县区级

157 孙银凤 女 凤城市精神病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159 隋洪玲 女 凤城市赛马镇卫生院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乡镇级

158 刘君 女 凤城市赛马镇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乡镇级

162 孙荣 女 凤城市通远堡镇中心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49超声医学 乡镇级

163 林乐萍 女 凤城市通远堡镇中心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20妇产科学 乡镇级

164 姜丹 女 凤城市通远堡镇中心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40麻醉学 乡镇级

160 王艳 女 凤城市通远堡镇中心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乡镇级

161 赵曙光 女 凤城市通远堡镇中心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乡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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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孙秋红 女 凤城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66流行病学 县区级

166 张向阳 男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县区级

167 郭辉 男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县区级

168 姜春芳 女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县区级

169 杨重兴 男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县区级

170 李义 男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11骨外科学 县区级

171 关波 男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11骨外科学 县区级

172 倪龙江 男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11骨外科学 县区级

173 杨秀泽 男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11骨外科学 县区级

174 吕辉 女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20妇产科学 县区级

175 李丽娜 女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6神经内科学 县区级

176 党利彬 男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2心血管内科学 县区级

177 王鹏 男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10普通外科学 县区级

178 刘汉禹 男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40麻醉学 县区级

179 丁绍峰 男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16神经外科学 县区级

180 杨莹莹 女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23重症医学 县区级

181 杨红梅 女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22小儿内科学 县区级

182 郎喜娜 女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183 姚金惠 女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184 韩莉 女 凤城市中心医院 副主任技师
50临床血液（体液）

学检验
县区级

185 任旭红 女 凤城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县区级

186 殷利萍 女 凤城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20妇产科学 县区级

187 迟玉龙 男 凤城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40麻醉学 县区级

188 李迎意 男 凤城市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12泌尿外科学 县区级

189 蔡丹丹 女 凤城市中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190 宋青华 女 凤城市中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191 赵丽 女 凤城市中医院 副主任护师 60妇产科护理 县区级

192 陈姿瑜 女 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01全科医学 乡镇级

193 冯善平 女 金山镇卫生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乡镇级

194 张丽晴 女 金山镇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66流行病 乡镇级

195 罗勇萍 女 九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80妇女保健 乡镇级

197 何丽敏 女 九六六医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市三甲

196 潘杨 女 九六六医院 副主任医师 40麻醉学 市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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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佟脆霞 女 九六六医院 副主任医师 20妇产科学 市三甲

199 胡世国 男 九六六医院 副主任医师 10普通外科学 市三甲

200 王虹丽 女 九六六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三甲

201 荣晓磊 女 九六六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市三甲

202 高  丽 女 宽甸满族自治县青椅山镇卫生院 副主任护师 60妇产科护理 乡镇级

203 曹  毅 男 宽甸满族自治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01全科医学 乡镇级

204 柴永慧 女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45放射医学 县区级

205 程  楠 女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45放射医学 县区级

206 吕星海 男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45放射医学 县区级

207 王晓宏 男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2心血管内科学 县区级

208 宋晓丹 女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7内分泌与代谢病学 县区级

209 戴一姝 女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07内分泌与代谢病学 县区级

210 李强 男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38传染病学 县区级

211 温晓东 男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医院 副主任医师 16神经外科学 县区级

212 张东华 女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213 王垲焱 女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214 宋丽平 女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215 董  萍 女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医院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县区级

216 徐金红 女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医院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县区级

217 刘文芳 女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县区级

218 程木元 男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县区级

219 李东升 男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11骨外科学 县区级

220 何显勇 男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05肾内科学 县区级

221 林玉苹 女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医院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222 曲忠芳 女 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医院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县区级

223 崔  丹 女 宽甸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224 宋利香 女 宽甸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副主任护师 60妇产科护理 县区级

225 梁启权 男 临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04消化内科学 乡镇级

226 李婷婷 女 帽盔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01全科医学 乡镇级

227 张晓媛 女 帽盔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49超声医学 乡镇级

228 李乐婷 女 帽盔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乡镇级

229 孙爱丽 女 帽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护师 59外科护理 乡镇级

230 梁洪信 男 汤池卫生计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01全科医学 乡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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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陈静 女 头道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乡镇级

232 王艳华 女 王艳华口腔诊所 副主任医师 24口腔内科学 乡镇级

233 汪湛如 女
元宝区疾病控制预防与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
副主任护师 58内科护理 县区级

234 许英华 女
元宝区疾病控制预防与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83健康教育 县区级

235 李修伟 男 振兴区汪清口腔诊所 副主任医师 25口腔颌面外科学 乡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