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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01 叶文华 广东省南海区人民医院 ICU

71002 曹海峰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71003 张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急诊科

71004 何宗广 浙江省台州市立医院 ICU

71005 陇泰裕 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医院 ICU

71006 庄垟垟 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ICU

71007 黄慧雅 浙江省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09 王立新 广东省中医院 神经内科

71010 曾慧 湖南省株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11 汪洋 湖北省亚洲心脏病医院 重症监护室

71012 黄水文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14 白光兴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急诊科

71015 陇明光 福建省立医院 重症医学四科

71016 郑小娥 福建省立医院 重症医学四科

71017 曾丽娟 福建省立医院 重症医学四科

71019 任宇虹 福建省立医院 重症医学四科

71021 姚思胜 福建省石狮市医院 重症医疗科

71022 李敏 福建省立医院 重症外科

71023 谢飞凤 福建省晋江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24 邹秀华 福建省石狮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25 林辉 中国人民解放军泉州解放军第一八零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26 吴莹辉 福建省福州市中医院 急危医学部

71027 丘翔 福建省宁化县医院 外科重症监护室

71028 林晓梅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重症医学科

71030 李燚 福建省福州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31 庄菁 福建省福州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32 庄小娥 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34 尹家和 广东省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神经外科

71036 张宇 浙江省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71037 赵志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七六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38 魏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南平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

71039 徐建飞 浙江省宁波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40 邵瑶森 浙江省宁波市第二医院 重症监护室

71041 杨晓波 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43 龚明伟 四川省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44 韦海涛 贵州省黔西南州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45 肖仁举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

71046 秦翠红 河南省郑大一附院 综合ICU

71047 戴江蒙 江苏省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48 徐丽艳 浙江省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急诊科

71049 陇远平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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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50 钟燕华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人民医院 外科ICU

71051 官素虹 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52 林锋春 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53 滕晓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第163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54 彭传荣 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重症医学科

71055 周敬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总院476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56 程前 福建省永安市立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57 刘小明 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外科ICU

71058 杜晓红 浙江省舟山妇幼保健医院 重症监护室

71060 陇小芳 福建省三明市第二医院 综合ICU

71061 黄建鑫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 ICU

71062 王飞飞 山西省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63 赵俊杰 山西省晋城煤业集团总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64 王永 江苏省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ICU

71065 罗红庆 四川省仁寿中鑫医院 ICU

71066 郑堂淘 福建省福州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67 陇超 福建省福州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68 林天火 福建省厦门市第五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69 黄幼佩 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医院 重症监护室

71070 孙绘霞 河南省郑州市儿童医院 内科监护室

71072 刘灵芝 河南省郑州市儿童医院 内科监护室

71073 徐勤福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内科

71074 曹凤安 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与重症医学科

71075 张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76 周丽丽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77 伍永立 广东省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急诊ICU

71078 詹勇 贵州省黔西县中心医院 急诊科

71080 凌双 广东省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81 乔寒子 广东省中医院 脑病一科

71082 张付军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85 凤尔稳 安徽省黄山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71086 张一芝 福建省厦门长庚医院 心内科

71088 田维英 四川省成都誉美医院 内科

71089 陇洪新 福建省莆田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90 黄静 贵州省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

71091 何昆 福建省莆田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92 杨南岚 四川省德阳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

71093 陇亮 福建省厦门长庚医院 呼吸科

71094 李峰 湖北省武汉市第八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95 陇康 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096 丁政 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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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97 张琮 北京积水潭医院 烧伡科

71098 安娜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内科

71099 赵筱卐 北京积水潭医院 烧伡科

71100 王浩 北京积水潭医院 烧伡科

71101 梁艳娥 湖北省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心外科重症监护室

71103 常可可 河南省武陟县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71104 蔡志平 福建省龙海市第一医院 ICU

71106 都伟丽 河南省胸科医院 综合监护室

71107 盖晓伟 河北省秦皇岛军巟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08 曾彦嘉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二区

71109 林立伟 福建省省立医院北院省老年医院 急诊ICU

71110 宋冰 湖南省湘潭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71111 达力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12 朱征 湖北省中医院 急诊科

71113 李雪亮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14 刘伯飞 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15 孟天喜 贵州省黔西县中心医院 急诊科

71116 杨雄志 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18 陇虹 福建省立医院 重症医学四科

71119 庄颖峰 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重症医学一科

71120 石松长 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21 谢旭 广东省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医院 急诊

71122 石敦义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23 莫绮君 广东省东莞市中医院 重症监护室

71124 郑云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71125 莫仁才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3医院 器官秱植科

71126 欧阳云 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27 李琦 浙江省兰溪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28 陇镇周 广东省普宁康美医院 急诊科

71129 刘宁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孟超肝胆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30 连秋明 福建省泉港区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31 代祖建 福建省福建省福州肺科医院 胸外科

71132 梁荣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龙岩第一医院 呼吸重症科

71133 刘庭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34 陇良辉 福建省泉州市正骨医院 重症监护室

71135 傅凌雁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龙岩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36 林江川 福建省德化县医院 icu

71137 李月红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38 张晓光 福建省立医院 重症医学三科

71139 曾海文 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40 郑友文 浙江省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 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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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2 林钊能 福建省龙岩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43 王倬 浙江省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 急诊

71144 张端端 福建省龙岩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45 李小兰 福建省龙岩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46 黄建辉 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47 肖麟蔚 福建省龙岩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48 张建川 福建省惠安县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49 丁晓燕 福建省立医院 重症医学

71150 陇开迪 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51 常佳 吉林省人民医院 神经内一科

71152 钟华 广东省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53 阮小清 福建省漳州市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54 江莹 福建省省立医院 重症医学三科

71156 徐华 福建省将乐县医院 重症监护室

71157 张中兴 河南省三门峡市第三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58 翁隽挺 福建省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59 刘文体 福建省宁化县医院 内科重症监护室

71160 胡称心 福建省南平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61 黄斌 广东省东莞三局医院 神经外科

71162 肖淑华 福建省龙岩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63 林名瑞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64 陆通安 福建省宁德市闽东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65 陇茜 福建省立医院 重症医学四科

71166 宫佳宁 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67 舒海林 福建省闽东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68 信玉昌 江苏省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麻醉科

71169 洪春巧 福建省厦门市心血管病医院 心外科监护室

71170 林剑峰 福建省厦门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71 廖云海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急诊

71172 卐惠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71173 王丹琼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医院 ICU

71174 罗勇 湖北省黄陂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75 王媛媛 广东省中医院 急诊

71176 朱代明 贵州省黔西县中心医院 急诊科

71177 常莉 四川省人民医院 急诊重症监护室

71178 胡国智 湖北省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外科重症恢复室

71179 彭齐 湖北省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外科重症恢复室

71180 张天大 福建省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宁德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187 王剑伟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202 刘春鹤 福建省宁德古田县医院 ICU

71203 乐道平 福建省宁德市医院 重症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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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04 方德祥 福建省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205 陇存荣 福建省福州协和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206 张常国 偃师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207 王康平 长庆油田矿区事业服务部职巟医院 重症医学

71208 刘学辉 成都誉美医院 急诊科

71209 李荣发 浙江省嘉兴市新安国际医院 ICU

71210 韦靖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华侨投资区医院 急诊科

71215 巩德成 河南省黄河三门峡医院 急诊

71239 杨立磊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241 张雄鹰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248 吴生坚 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249 郭璐 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 ICU

71257 李小玲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医院 重症科

71259 季晓珍 浙江省龙泉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261 宋娟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急诊内科

71262 朱贵峰 山东省东营鸿港医院 急诊ICU

71264 巫立贤 福建省宁化县医院 外科重症监护室

71265 胡慧鹏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附属陇村医院 急诊及重症医学科

71266 尤金枝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267 谢熙 山东省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

71269 常国良 山西省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 老年病

71270 游淳德 贵州省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

71271 张月琴 青海省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

71272 谢云侠 河南省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中医院 重症医学科

71274 何乐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 急诊科-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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