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医大附一院关于公布

2020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拟招录人员的通知

根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 年云南省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我院于 8

月份举行了 2020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笔试和面试招录考试，根据

考试综合成绩，按照各专业招生情况择优录取。现将拟招录人员名单

及相关通知公布如下：

（1）昆医大附一院 2020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拟招录人员名

单（详见附件一）

（2）凡我院公布的拟招录人员，请自行联系三级医院进行体检，

标准按国家公务员入职标准进行。体检结果请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前

以扫描文件形式上传至公共邮箱：gkkyfyy@163.com 。未按期上传人

员后果自负。

（3）有减免年限申请的人员，减免考试时间由考核基地自行通

知。于 2020 年 8 月 22 日前完成。

（4）医院收到所有人员体检结果后，将结合体检情况公布录取

人员名单，具体时间情况请大家自行关注医院图书馆公众号，群消息

和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平台通知。到时将报到时间和注意事项一并

通知。8月底报到，9月 1 日统一开始轮转。

昆医大附一院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2020 年 8 月 13 日

mailto:gkkyfyy@163.com


附件一

2020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拟招录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专科 1 人员类型 工作单位地址

1 刘小板 女 重症医学科 单位人 德宏州人民医院

2 董加翠 女 重症医学科 单位人 德宏州人民医院

3 秦薇 女 重症医学科 单位人 建水县人民医院

4 何福蓉 女
外科（整形外科

方向）
社会人

5 刘家兴 男
外科（胸心外科

方向）
单位人 建水县人民医院

6 董卓奇 男
外科（神经外科

方向）
单位人 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

7 王思涛 男
外科（神经外科

方向）
单位人 玉溪市第三人民医院

8 罗成诚 男
外科（泌尿外科

方向）
单位人 云县人民医院

9 陈俊宏 男
外科（泌尿外科

方向）
社会人

10 张智荧 男
外科（泌尿外科

方向）
单位人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 俞沉江 女 外科 社会人

12 吞假 女 外科 单位人 德宏州人民医院

13 保磊 男 外科 单位人 澄江市人民医院

14 刘盛富 男 外科 单位人 云南省滇东北区域中心医院

15 陈昌梅 女 外科 单位人 云南省滇东北区域中心医院

16 崔伟文 男 外科 单位人 云南省滇东北区域中心医院

17 陈晓彤 女 外科 单位人 鲁甸县梭山镇卫生院

18 杨镜玉 女 外科 社会人

19 苏有文 男 外科 单位人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 邹玉松 男 神经内科 单位人 开远市人民医院

21 毕子宪 男 神经内科 单位人 盈江县人民医院

22 周愉 女 神经内科 单位人 耿马县人民医院

23 刘玖涛 男 神经内科 单位人 保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24 俞璐 女 神经内科 单位人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5 李婷 女 全科 单位人 临沧市精神病专科医院

26 刘芬 女 全科 单位人 临沧市精神病专科医院

27 项惠艺 女 皮肤科 社会人

28 张岁麦 女 皮肤科 单位人 文山州皮肤病防治所

29 潘计成 男 内科 单位人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医院

30 杨家辉 男 内科 单位人 盈江县人民医院

31 陈碧佩 男 内科 单位人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32 史林妹 女 内科 单位人 怒江州人民医院

33 玉甩 女 内科 单位人 勐海县人民医院

34 杨小桃 女 内科 单位人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医院

35 刘杰 男 内科 单位人 盈江县人民医院

36 叶茸茸 女 内科 单位人 云南省肿瘤医院

37 朱德艳 女 内科 单位人 云南省滇东北区域中心医院

38 丁兰飞 女 内科 单位人 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

39 张醒 女 内科 社会人

40 田明春 女 内科 社会人

41 李保红 男 内科 单位人 蒙自市人民医院

42 徐云超 男 内科 社会人



43 付佳 女 内科 社会人

44 孙凯琳 女 内科 社会人

45 肖瑾 女 内科 单位人 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人民医院

46 张晓红 女 内科 社会人

47 周兰 女 内科 单位人 开远市人民医院

48 李国志 男 内科 单位人 耿马县人民医院

49 李培波 女 内科 单位人 蒙自市人民医院

50 白博 女 内科 单位人 江川区人民医院

51 常青 女 内科 单位人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医院

52 姜淳 男 内科 单位人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53 颜丽 女 内科 社会人

54 董廷浩 男 内科 单位人 姚安县人民医院

55 姜明旺 男 内科 单位人 建水县人民医院

56 赵安然 女 内科 单位人 澄江市人民医院

57 陈发忠 男 内科 单位人 通海县人民医院

58 段兰 女 内科 单位人 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

59 刘瑞 男 内科 单位人 怒江州人民医院

60 华金丽 女 内科 单位人 楚雄市人民医院

61 吴怡莹 女 内科 单位人 通海县人民医院

62 念红月 女 内科 单位人 澄江市人民医院

63 庄丽 女 内科 社会人

64 杨绍甫 男 内科 单位人 德宏州中医医院

65 翟运 男 内科 单位人 开远市人民医院



66 喻丽欣 女 内科 单位人 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人民医院

67 莫菲 女 内科 单位人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8 张伦嘉 男 内科 单位人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9 常秋 女 麻醉科 单位人 开远市人民医院

70 蒋其庆 女 麻醉科 单位人 云南省滇东北区域中心医院

71 朱丽 女 麻醉科 单位人 云南省滇东北区域中心医院

72 华永娟 女 麻醉科 单位人 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73 吴春梅 女 麻醉科 社会人

74 张迪迅 男 麻醉科 单位人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75 张文晶 女 麻醉科 单位人 宣威市第一人民医院

76 资富东 男 麻醉科 单位人 蒙自市人民医院

77 晏珊珊 女 麻醉科 单位人 曲靖市麒麟区人民医院

78 范苏龙 男 麻醉科 单位人 云南省滇东北区域中心医院

79 黎贵芸 女 临床病理科 社会人

80 邓都尉 男 临床病理科 单位人 曲靖市妇幼保健院

81 张亚男 女 临床病理科 单位人 龙陵县人民医院

82 段发贵 男 临床病理科 单位人 德宏州中医医院

83 杨斐 女 精神科 单位人 临沧市妇幼保健院

84 潘立静 女 精神科 单位人 丽江市人民医院

85 朱诗毳 女 精神科 单位人 大理州第二人民医院

86 李咸 女 精神科 单位人 保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87 鲁正兴 男 急诊科 单位人 德宏州中医医院

88 张晓琴 女 急诊科 单位人 德宏州人民医院



89 陈玲 女 急诊科 单位人 勐海县中医医院

90 郭钦梅 女 急诊科 单位人 德宏州人民医院

91 兰万雄 男 急诊科 单位人 元谋县人民医院

92 袁家勇 男 急诊科 单位人 云南省滇东北区域中心医院

93 何岭霞 女 核医学科 单位人 云南省个旧市人民医院

94 汤晓宇 男 骨科 单位人 开远市人民医院

95 李晓壮 男 骨科 社会人

96 石謦菘 男 骨科 单位人 云南省滇东北区域中心医院

97 段浩 男 骨科 单位人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98 施青吕 男 骨科 单位人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9 王涛 女 妇产科 单位人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医院

100 梁娇娇 女 妇产科 单位人 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人民医院

101 杨江兰 女 妇产科 单位人 德宏州妇幼保健院

102 刘婷 女 妇产科 单位人 云南省保山市妇幼保健院

103 汪艳 女 妇产科 社会人

104 陈金萍 女 妇产科 单位人
祥云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105 曾龄萱 女 妇产科 社会人

106 谢万芳 女 妇产科 单位人 西畴县第一人民医院

107 曹惠芳 女 妇产科 单位人 开远市人民医院

108 杨梓 女 妇产科 单位人 开远市人民医院

109 海琼 女 妇产科 单位人 开远市人民医院

110 刘盈秀 女 妇产科 单位人 开远市人民医院

111 张雨涛 男 放射科 单位人 德宏州中医医院



112 李林森 男 放射科 社会人

113 吴世向 男 放射科 单位人 德宏州人民医院

114 余忠航 女 放射科 单位人 文山州中医医院

115 杜春梅 女 放射科 单位人
祥云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116 郑洪恩 男 放射科 单位人 云南省滇东北区域中心医院

117 董诗存 女 放射科 单位人 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人民医院

118 杨学威 男 耳鼻咽喉科 单位人 腾冲市人民医院

119 陶明英 女 耳鼻咽喉科 单位人 昭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120 蔡琼艳 女 儿科 社会人

121 李鑫 女 儿科 单位人 澄江县人民医院

122 王蓉 女 儿科 单位人 通海县人民医院

123 岳鸿雨 女 儿科 单位人 德宏州妇幼保健院

124 熊柳 女 儿科 单位人
祥云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125 张洪生 男 儿科 单位人 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

126 陆金佩 女 儿科 单位人 广南县人民医院

127 马雪飞 女 儿科 社会人

128 窦体蓉 女 儿科 社会人

129 蒋洲毅 男 儿科 社会人

130 饶永顺 男 儿科 单位人 临沧市人民医院

131 胡晓蓉 女 超声医学科 单位人
云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132 杨荣凯 男 超声医学科 单位人 德宏州人民医院

133 王旭 女 超声医学科 社会人

134 马秋 女 超声医学科 单位人 昭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135 贺一令 女 超声医学科 单位人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36 李玥 女 眼科 单位人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7 徐星煜 男 眼科 单位人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8 陆思多 女 眼科 单位人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9 桂宇飞 男 眼科 单位人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0 张淑媛 女 眼科 社会人

141 刘怡 女 医学遗传科 单位人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