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届本科毕业生就业去向（部分）

姓  名 专  业 就业单位

孙  红 精神医学 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韩萍萍 精神医学 鞍山市精神康复医院

刘筱薇 精神医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张  婷 精神医学 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芦美伦 精神医学 南宁市精神病爱心医院

李会利 精神医学 瓦房店第四医院

董子正 精神医学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韩金玉 精神医学 黑龙江农垦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张文娟 精神医学 苏州市广济医院

唐诗颀 精神医学 上海市同济医院

焦  然 精神医学 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谭林林 精神医学 瓦房店第四医院

王琭璐 精神医学 瓦房店第四医院

胡学根 精神医学 吉安市第三人民医院

董  苹 精神医学 瓦房店第四医院

杨源博 精神医学 北京市朝阳区第三医院

陈庆兰 精神医学 南宁市精神病爱心医院

张  鑫 精神医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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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霞 精神医学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妇女儿童保健中心

罗忠洋 精神医学 吉林市精心康复医院

张  蒙 精神医学 北京国奥心理医院

宋  贺 精神医学 苏州市社会福利总院

郑心焰 精神医学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冯金阳 精神医学 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孙亚东 精神医学 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汤天奇 精神医学 北京市强制治疗管理处

亓晶颖 精神医学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赵梦真 精神医学 北京市强制治疗管理处

胡  勃 精神医学 苏州市社会福利总院

周晓楠 精神医学 鞍山市精神康复医院

张  波 精神医学 黑龙江省农垦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梁  玉 精神医学 黑龙江省神经精神病医院

王家欢 精神医学 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赵晓双 精神医学 瓦房店第四医院

赵晓丽 精神医学 鞍山市精神康复医院

马金雪 精神医学 北京市顺义区精神病医院

杜姗姗 精神医学 温州康宁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伟 精神医学 固原市人民医院

陈梦觉 精神医学 浙江萧山医院

罗德亮 精神医学 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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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禄达 精神医学 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石松林 精神医学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徐  阳 精神医学 本溪市康宁医院

栾泓霖 精神医学 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吴  杉 精神医学 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

赵文静 精神医学 温州康宁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张  璐 精神医学 牡丹江北方医院

李美蓉 精神医学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陈丽瑶 精神医学 黑龙江省农垦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任鑫瑶 精神医学 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杨玉枫 精神医学 漳州市第四医院

刘  莹 精神医学 苏州市广济医院

杨  玥 精神医学 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黄昱淳 精神医学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张思宇 精神医学 黑龙江省农垦神经精神病防治院

唐效伟 精神医学 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彭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冯  磊 精神医学 宁河县卫生局（天津市宁河区医院）

蔡莹莹 精神医学 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杨  杰 精神医学 北京大学回龙观医院

陆迪雅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郭天琪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吉林省肿瘤医院

聂鹳颖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辽宁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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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迪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北京威联德骨科技术有限公司

陆丽清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北京威联德骨科技术有限公司

张涛涛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安玉平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邵杰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南京时光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符小倩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互生系统平台深圳联合服务公司

李畅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上海长海医院

刘钊汝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哈尔滨中瑞华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刘佳新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哈尔滨世联房地产公司

成文晓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益生堂药业

桑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玫琳凯公司

贺春蕾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石家庄以岭药业

刘晶晶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李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关泽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北京中医药大学（考研）

刘跃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华中科技大学（考研）

张列强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贵州医科大学（考研）

宋天天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北京博润科技有限公司

王亚凤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上海元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魏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中心支公司

郭士勇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朱凌晨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厦门纳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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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义男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长春精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高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广州怀仁国医堂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王晓霞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

于志新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

杨艺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乌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苏甫天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南京时光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志惠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真野食品有限公司

张妍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王汝佳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李烁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李忠哲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闫嘉琳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大连医科大学（考研）

周宇晨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青岛大学（考研）

姜延琪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东北农业大学（考研）

宋夺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办公自动化） the 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留学）

秦悦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沈一凡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君 护理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宋玉新 护理学 杭州海展科技有限公司

马晶 护理学 贵阳中医学院护理学（考研）

崔秀婷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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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月桥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刘晓雨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于洋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张天娇 护理学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司马智惠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红岩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傲雪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鲁男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林琳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露 护理学 北京普蕊斯医药公司临床协调员

娄燕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杨孟月 护理学 解放军211医院

曹晓亚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任新宇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孙超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艳丽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邓淞泽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张雪薇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于天源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唐婉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武欣羽 护理学 北京武警总医院

张柏宁 护理学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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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雯 护理学 北京武警总医院

赵旭一 护理学 解放军211医院

刘亚男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王莹 护理学 解放军301医院海南分院

吕琦亮 护理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尚志丽 护理学 陕西省商洛市职业技术学院

李梦楠 护理学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李文静 护理学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刘杰 护理学 上海梅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赵琦 护理学 上海市同济医院

顾红怡 护理学 上海市同济医院

张文轩 护理学 上海市肺科医院

毕莹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冯程程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范琳琳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彤彤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美良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胡瑞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贝妮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萍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婷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崔爽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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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莉莉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曹阳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刘俊延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张雪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王一博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李沫萱 护理学 黑龙省中医药卫生学校

邓子阳 护理学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张君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刘红茹 护理学 解放军301医院海南分院

王艳芳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陈雨浓 护理学 北京中国科学医学院肿瘤医院

孙瑞鸿 护理学 北京中国科学医学院阜外医院

李琦婧 护理学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

程明珠 护理学 解放军301医院海南分院

王依琳 护理学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何宇迪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护理学专业（考研）

李辞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护理学专业（考研）

孙昊 护理学 大连中心医院

顾小月 护理学 内蒙古兴安盟人民医院

李方贺 护理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张涵 护理学 解放军301医院海南分院

付歆欣 护理学 南昌大学生殖医学专业（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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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晴 护理学 解放军总医院301海南分院

牟飞飞 护理学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宋铭慧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佳梦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尉任 护理学 武汉大学护理学专业（考研）

徐丽娟 护理学 赴日本就业（校NPO项目）

王翔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李思瑶 护理学 浙江肿瘤医院

张琪 护理学 上海妇女儿童医院

郭晶磊 护理学 北京世纪坛医院

孙磬爽 护理学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王宇巍 护理学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赵琦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殷明明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魏巍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娉婷 护理学 青岛市立医院

张宇 护理学 赴日本就业（校NPO项目）

郑力波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周婷婷 护理学 浙江肿瘤医院

姜明 护理学 赴日本就业（校NPO项目）

孙佳伟 护理学 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徐晔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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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珺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孙瑀彤 护理学 赴日本就业（校NPO项目）

佟佳 护理学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王旗 护理学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杨琦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张涵坤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马亚男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刘柏岚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杨悦 护理学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殷佳慧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尹彤 护理学 鸡西中医院

宋子岩 护理学 赴日本就业（校NPO项目）

常晋晨 护理学 赴芬兰留学

许海莲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护理学专业（考研）

王汝洁 护理学 葫芦岛第一医院

马德佳 护理学 中国人寿黑龙江省公司

马嘉琳 护理学 厦门心血管病医院

王松源 护理学 北京世纪坛医院

张微 护理学 宁波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王美娜 护理学 沈阳东北国际医院

张玉卓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赵冰 护理学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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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宣植 护理学 浙江肿瘤医院

郑暕 护理学 牡丹江第二人民医院

单媛媛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盖天琦 护理学 解放军211医院

朱纪爽 护理学 鸡西中医院

阚路莹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左博 护理学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徐莹月 护理学 杭州市肿瘤医院

杨新萌 护理学 佳木斯中心医院

杜硕 护理学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孔繁飞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李辰赫 护理学 北京航天总医院

刘扬 护理学 北京世纪坛医院

赵鑫鑫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宇 护理学 大庆市康复医院

任烁楠 护理学 天津市儿童医院

宋月 护理学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凌昕 护理学 浙江肿瘤医院

孙媛媛 护理学 上海长海医院

李亮亮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王石 护理学 北京世纪坛医院

吴一楠 护理学 鸡西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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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丽 护理学 鸡西市中医院

王晓雨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赵春玉 护理学 北京世纪坛医院

王庆玲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刘欣桐 护理学 杭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张明旭 护理学 北京世纪坛医院

王双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安宇婷 护理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李博文 护理学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吴岑岑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博成 护理学 解放军301医院海南分院                           

李程男 护理学 浙江省肿瘤医院

董宇 护理学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杜莹 护理学 杭州市儿童医院

方姝 护理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付明明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富越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孙姗姗 护理学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孙思琦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杨雪 护理学 齐齐哈尔市五官医院

怀宇娇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黄莎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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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美琦 护理学 浙江省肿瘤医院

王琪 护理学 解放军二四二医院

刘俊举 护理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孔德卉 护理学 上海长海医院

杨阳 护理学 大连市口腔医院

冷春雨 护理学 北京世纪坛医院

李柏潼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张宇 护理学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张雨晴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李波岩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琪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王晓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于小萱 护理学 吉林省前卫医院

李思雨 护理学 牡丹江医学院红旗医院

冯楠楠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晓娜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赵蕾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媛 护理学 北京世纪坛医院

李宗洋 护理学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王晶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闫磊 护理学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

刘海骄 护理学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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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婷婷 护理学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

刘炜 护理学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宁晓娟 护理学 浙江省肿瘤医院

彭光宇 护理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秋吉 护理学 浙江省肿瘤医院

曲超 护理学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任俊怡 护理学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任梦 护理学 河北燕达医院

邵月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隋东雪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魏筠妮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遗传学专业（考研）                                          

孙一贺 护理学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

赵明明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闫晓童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项源姝 护理学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

张丹平 护理学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提民宇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徐东宇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李想 护理学 鸡西市中医医院

陈菁茜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杨心悦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王月莹 护理学 北京宣武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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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莹雪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崔琦琪 护理学 北京世纪坛医院

姚远航 护理学 黑龙江省农垦总医院

叶孟丽 护理学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田文婷 护理学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刘宇然 护理学 朝阳市中医院

王迪 护理学 大庆市人民医院 

刘艳南 护理学 七台河市人民医院

郭冰冰 护理学 望奎县中医院

杨建爽 护理学 天博大学生培训大庆分公司

王艳 护理学 黑龙江远东心脑血管医院

候永利 护理学 南华大学免疫学专业（考研）

刘璐 护理学 黑龙江省医院

冉萍 护理学 阜康医院

刘念 护理学 北京民航总医院

丽丽 护理学 鄂温克旗人民医院

杨建爽 护理学 自主创业-天博培训机构

张思思 护理学 哈尔滨市第一人民医院

文超 护理学 杭州市儿童医院

吕雅凡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遗传学专业（考研）

祁祺 护理学 北京积水潭医院

刘东玮 护理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护理学专业（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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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星 护理学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范子婧 护理学 大庆市妇女儿童医院

冯欢 护理学 赤峰市松山区医院

孙贺 护理学 哈尔滨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娜 护理学 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

刘星 护理学 盘锦市蓝天医院

徐凯 护理学 哈尔滨汽轮机厂医院

刘伟奇 护理学 黑龙江省医院

贯景坤 护理学 北戴河医院

李维康 护理学 自主创业-广州一外贸公司

关敬禹 护理学 齐齐哈尔市五官医院

孙静恬 护理学 黑龙江农垦总医院

李雪梅 护理学 浙江省海宁市人民医院

于胜男 护理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211医院

陈杨 护理学 武警广东省总医院

胡婷婷 护理学 大庆市康复医院

刘亭亭 护理学 牡丹江心血管医院

张璐婷 护理学 上海市华山北院

张爱娜 护理学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

刘阳 护理学 安达市铁西卫生所

栾奇 护理学 牡丹江妇产医院

纪晓琳 护理学 牡丹江心血管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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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悦 护理学 泰康县人民医院

杨琦 护理学 哈尔滨市私立医院

单旭 护理学 大庆市杜蒙医院

许仕霞 护理学 山东省临沂市中医院

刘柯含 护理学 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分院

李磊 护理学 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玲玉 护理学 大庆市东海医院

张晶 护理学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黄博 护理学 安达市妇幼保健院

王琬璐 护理学 哈尔滨市职业培训机构

王靖文 护理学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王新 护理学 上海市静安区闸北区中心医院

毕丽丽 护理学 齐齐哈尔市中医院

盛铭 护理学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

曲新璐 护理学 黑龙江省明水县康盈医院

梁潇 护理学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三院

薛玉颖 护理学 哈医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毛英莹 护理学 漠河县阿尔木职工医院

马文英 护理学 天津市天津医院

刘静 护理学 兰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毛宗琪 护理学 齐齐哈尔市中医院

宫琪琪 护理学 北京市通州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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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瑞佳 护理学 解放军空军总院海南分院

张爽 护理学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

王欢 护理学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周美玲 护理学 鸡西矿务局医院

刘思敏 护理学 北京首钢医院

汪小宁 护理学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张硕 护理学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

董兵 护理学 重庆黔江中心医院

刘蓓 护理学 民航总医院

牛一茹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北京协和医院（考研）临床病理学

王兆鑫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临床检验诊断学

王本帅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李文琪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任荣玲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华中科技大学（考研）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张亚萍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山西医科大学（考研）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张瑞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广西医科大学（考研）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江亚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昆明医科大学（考研）医学神经生物学

任彦妮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内蒙古医科大学（考研）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胡小木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复旦大学（考研）临床病理学

李思彤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王思齐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上海市同济医院

杨锐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中日友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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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丽超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中日友好医院

宫继男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北京仁和医院

翟英鹏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医院

曹振宇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倪响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常成东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张林林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张增琪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

李治博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四川省肿瘤医院

耿维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靳岁平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甘肃省永昌县人民医院

刘欣欣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江苏省宝应县人民医院

孟思宏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北京中医院顺义医院

赵亮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陆宇皓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上海长海医院

许雷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上海长海医院

韦富美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上海长海医院

栾宝鑫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卿婉璐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臧金玲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黑龙江省农垦北安管理局中心医院

苑佳莹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哈尔滨市卫生学校

薛菲 医学检验（病理检验方向） 福建省泉州市中医联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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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中奇 医学检验 同济大学（考研）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尤娜 医学检验 协和天津血液病研究所（考研）   细胞生物学专业

肖云菊 医学检验 重庆医科大学（考研）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宋  雯 医学检验 天津医科大学（考研）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吕  喆 医学检验 中国医科大学（考研）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周萌媛 医学检验 广东医科大学（考研）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孙  宏 医学检验 温州医科大学（考研）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戴熙廷 医学检验 昆明医科大学（考研）           热带病免疫学专业

林海艳 医学检验 海南医学院（考研）             分子免疫学专业

郑晔 医学检验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邹磊 医学检验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崔梦竹 医学检验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东雪宁 医学检验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张心宇 医学检验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颉晚林 医学检验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徐文龙 医学检验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徐克曼 医学检验 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出国）

刘悦 医学检验 美国加州大学（出国）

王睿萱 医学检验 北京积水潭医院

孟思彤 医学检验 北京中医院顺义医院

焦双云 医学检验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科研究所

陈子昂 医学检验 上海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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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 医学检验 上海长海医院

吴佳伟 医学检验 上海长海医院

罗薇娜 医学检验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张昕 医学检验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糖尿病研究所

周丹 医学检验 上海市中医医院

林贺 医学检验 上海市瑞金北院

牛雯 医学检验 青海省药品质量检验管理局

陈丽竹 医学检验 广西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赵兴蕊 医学检验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医院

梁彩云 医学检验 河北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李妮 医学检验 山西晋城矿务局总医院

张磊 医学检验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张琦 医学检验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

贾雪娇 医学检验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三院

李苗苗 医学检验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王鑫 康复治疗学 中日友好医院

李文彪 康复治疗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刘俊茹 康复治疗学 同心医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姚梦圆 康复治疗学 上海市儿童医院

孙海娇 康复治疗学 北京小汤山医院

严宽 康复治疗学 上海市黄浦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赵思淇 康复治疗学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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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莹 康复治疗学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复旦大学附属

熊海红 康复治疗学 北京小汤山医院

甄可心 康复治疗学 无锡市滨湖区中医院

孙菲 康复治疗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

张志颖 康复治疗学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林雨薇 康复治疗学 长春市一汽总医院（吉大四院）

魏相洲 康复治疗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侯克鑫 康复治疗学 大庆市康复医院东城分院

曹思倩 康复治疗学 江西省儿童医院

肖晓芳 康复治疗学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徐丹双 康复治疗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宣岐林 康复治疗学 长春市一汽总医院（吉大四院）

杨彩霞 康复治疗学 河南宏力医院

于洋 康复治疗学 江苏舜森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桐 康复治疗学 滨海新区三槐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雨萌 康复治疗学 哈尔滨市平房区疾控中心

钟媛 康复治疗学 健瑞士（秦皇岛）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周梅 康复治疗学 思南县民族中医院

刘璐 康复治疗学 哈医大大庆校区家帮服务中心

王琳 康复治疗学 黑龙江农垦建三江人民医院

范玉梅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韩月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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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燕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汤治东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张萌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程炜东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东华大学（考研）

吉琳琳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邵阳学院（考研）

杨穆林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布琼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内蒙古牙克石市国税局

张琳琳 中药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孙鹏月 中药学 沈阳药科大学（考研）

于跃 中药学 沈阳药科大学（考研）

戚悦 中药学 广东药科大学（考研）

魏紫奕 中药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考研）

王倩 中药学 沈阳药科大学（考研）

孙燕 中药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考研）

樊瑜琪 中药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考研）

孙亚南 中药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袁冰川 中药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考研）

杨婷惠 中药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考研）

龚晨 中药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考研）

刘敏 中药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张杰 中药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姜红红 中药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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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贺 中药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考研）

吕长军 中药学 中国药科大学（考研）

贾雪凌 中药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张莹 中药学 贵州大学（考研）

汪建树 中药学 遵义医学院（考研）

吴明亮 中药学 江苏省恒特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张雪峣 中药学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

白旭 中药学 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县医院

陈彩兰 中药学 北京曙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陈昆 中药学 江苏省恒特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陈立莹 中药学 北京天衡药物研究所

张倩 中药学 北京曙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陈仁涛 中药学 南京亿华药业有限公司

刘悠杨 中药学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委组织部

马燕 中药学 宁夏省固原市市医院

孙歌 中药学 北京四环科宝制药有限公司

王宏伟 中药学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王举珍 中药学 北京博润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王萍 中药学 阜新市中心医院

温晓雪 中药学 北京四环科宝制药有限公司

吴延旭 中药学 青海省中医院

谢继承 中药学 江苏省恒特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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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智勇 中药学 浙江我武生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梦佳 中药学 重庆学府医院

由丹宁 中药学 深圳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苑俞辰 中药学 黑龙江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张文欣 中药学 北京天衡药物研究院

郑娜 中药学 杭州万邦天诚药业有限公司

周玉婉 中药学 广州市天河宝润堂中药饮片厂

朱益平 中药学 北京曙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宗楚菊 中药学 哈尔滨市眼科医院

黄蓉 中药学 北京博润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霍天成 中药学 沐阳扎下医院

王鑫 中药学 北京天衡药物研究所

曹辉 药物制剂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张天一 药物制剂 南京中医药大学（考研）

范晓凡 药物制剂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范玉琪 药物制剂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黄迪 药物制剂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李洪 药物制剂 南开大学（考研）

刘思颖 药物制剂 福建农林大学（考研）

任略 药物制剂 南京中医药大学（考研）

商舒阳 药物制剂 沈阳化工大学（考研）

孙曦 药物制剂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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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芳 药物制剂 中国医学科学院（考研）

吴桐 药物制剂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张景莹 药物制剂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张源洲 药物制剂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朱俊雪 药物制剂 哈尔滨医科大学（考研）

王雅楠 药物制剂 桂林医学院（考研）

赵婉莹 药物制剂 北京曙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刘开斌 药物制剂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英杰 药物制剂 厦门宝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郭显俣 药物制剂 四川省邛崃市妇幼保健院

李冰洁 药物制剂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刘多多 药物制剂 北京天衡药物研究院

王倩玉 药物制剂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潘黎丽 药物制剂 北京曙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饶雪雪 药物制剂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阮莹 药物制剂 舜喜再生医学工程有限公司

石丽 药物制剂 北京四环科宝制药有限公司

宋倩 药物制剂 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

王佳鑫 药物制剂 北京四环科宝制药有限公司

徐姁 药物制剂 北京天衡药物研究院

闫涵 药物制剂 北京曙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杨奥博 药物制剂 北京曙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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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迪 药物制剂 北京诚济制药有限公司

张浪山 药物制剂 北京四环科宝制药有限公司

赵思雯 药物制剂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陈翠翠 药物制剂 北京诚济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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