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一届齐鲁基层名医公示考察人选名单

序号 市 姓名 单位

1 济南市 隗学玲 历下区解放路办事处十亩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2 济南市 李传松 市中区舜玉路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 济南市 李红燕 章丘区明水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 济南市 林正旭 历城区济钢三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 济南市 王振奎 高新区理想新城社区卫生服务站

6 济南市 李茂森 天桥区义合社区卫生服务站

7 济南市 张海滨 崔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 济南市 赵长民 平阴县孝直镇中心卫生院

9 济南市 相大勇 商河县贾庄镇卫生院

10 青岛市 倪 婷 市南区金门路街道仙游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1 青岛市 王 红 城阳区流亭街道卫生院

12 青岛市 伊 婕 崂山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3 青岛市 高述脉 市北区镇江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4 青岛市 胡 伟 市北区辽源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5 青岛市 殷 富
黄岛区西海岸新区薛家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

院）

16 青岛市 崔广伟 胶州市铺集镇中心卫生院

17 青岛市 毕兆春 沧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8 淄博市 亓庆良 博山区源泉中心卫生院

19 淄博市 张传仁 高新区石桥中心卫生院

20 淄博市 赵洪岳 萌水镇中心卫生院

21 淄博市 刘 波 沂源县鲁村中心卫生院

22 淄博市 蒋行山 博山区石马镇卫生院



23 淄博市 张 静 淄川区双沟卫生院

24 枣庄市 刘合春 滕州市大坞镇中心卫生院

25 枣庄市 魏永芹 薛城区陶庄镇中心卫生院

26 枣庄市 赵传梅 市中区永安镇中心卫生院

27 枣庄市 王中泉 峄城区峨山镇中心卫生院

28 东营市 张长汝 东营市河口区新户中心卫生院太平分院

29 东营市 王振峰 利津县利津街道卫生院

30 东营市 张立峰 广饶县广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 烟台市 张武周 福山区门楼镇卫生院

32 烟台市 柳清泉 栖霞市唐家泊中心卫生院

33 烟台市 李延文 招远市金岭镇卫生院

34 烟台市 胡 波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季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5 烟台市 李岱梅 芝罘区凤凰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6 烟台市 李桂福 海阳市辛安中心卫生院

37 烟台市 颜培强 龙口市兰高中心卫生院

38 烟台市 吕志波 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中心卫生院

39 潍坊市 游云丽 奎文区大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0 潍坊市 刘成祥 昌乐县城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1 潍坊市 王秀英 寒亭区固堤街道中心卫生院

42 潍坊市 范合东 诸城市舜王卫生院

43 潍坊市 宋洪波 高密市朝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4 潍坊市 秦晓林 青州市谭坊中心卫生院

45 潍坊市 赵有礼 高新区清池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6 潍坊市 滕清泉 临朐县辛寨中心卫生院

47 潍坊市 张浩武 寿光市洛城街道卫生院

48 潍坊市 赵 强 安丘市白芬子卫生院



49 济宁市 陈立冬 微山县马坡中心卫生院（微山县第二人民医院）

50 济宁市 田 明 任城区安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1 济宁市 孙久银 梁山县徐集中心卫生院

52 济宁市 刘 波 邹城市张庄镇卫生院

53 济宁市 唐桂荷 梁山县馆驿卫生院

54 济宁市 沈庆坡 微山县第三人民医院

55 济宁市 马翔宇 曲阜市鼓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6 济宁市 闫绳华 嘉祥县第二人民医院

57 泰安市 鹿 宁 宁阳县堽城镇中心卫生院

58 泰安市 赵 文 岱岳区满庄镇卫生院

59 泰安市 禹 兵 泰山区邱家店中心卫生院

60 泰安市 李 逵 泰安市高新区天宝中心卫生院

61 威海市 邓旭光 环翠区孙家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2 威海市 刘泽涛 文登区大水泊中心卫生院

63 威海市 徐海涛 荣成市人和中心卫生院

64 威海市 刘新忠 环翠区羊亭中心卫生院

65 日照市 张建余 莒县城阳卫生院

66 日照市 张国华 东港区石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7 日照市 许 华 东港区后村中心卫生院

68 日照市 范文昌 岚山区巨峰中心卫生院

69 莱芜市 亓子坤 莱城区牛泉中心卫生院

70 临沂市 孙仕林 莒南县道口卫生院

71 临沂市 徐以成 沂水县圈里乡卫生院

72 临沂市 高 霞 沂南县界湖镇卫生院

73 临沂市 张树军 兰陵大仲村卫生院

74 临沂市 李 彬 兰山区义堂中心卫生院



75 临沂市 高献斌 临港经济开发区壮岗镇中心卫生院

76 临沂市 朱柏吉 费县上冶中心卫生院

77 德州市 王 刚 禹城市东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8 德州市 崔秀红 齐河县赵官镇中心卫生院

79 德州市 于运萍 德城区新华办事处卫生院

80 德州市 张庆伟 武城县老城中心卫生院

81 德州市 韩兴辉 平原县恩城镇卫生院

82 德州市 崔吉业 禹城市伦镇中心卫生院

83 德州市 闫 宣 夏津县苏留庄卫生院

84 聊城市 李占胜 莘县莘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5 聊城市 杨建军 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平中心卫生院

86 聊城市 刘士泉 梁村镇韩寨卫生院

87 聊城市 王宗平 茌平县振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8 聊城市 袁恒勇 茌平县洪官屯镇卫生院

89 聊城市 张立春 东昌府区郑家镇卫生院

90 滨州市 孙志和 博兴县曹王镇中心卫生院

91 滨州市 王树国 阳信县洋湖乡卫生院

92 滨州市 王 猛 邹平县青阳镇卫生院

93 滨州市 梁春莹 无棣县海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4 菏泽市 牛长安 定陶区孟海镇中心卫生院

95 菏泽市 张作义 鄄城县阎什中心卫生院

96 菏泽市 刘瑞生 牡丹区皇镇街道办事处卫生院

97 菏泽市 梁衍立 郓城县侯咽集镇中心卫生院

98 菏泽市 仵 刚 单县高韦庄镇中心卫生院

99 菏泽市 周珍光 曹县魏湾中心卫生院

100 菏泽市 秦传江 巨野县开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