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来华留学生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育（英语授课）

质量认证技术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1 柏宏亮 西安交通大学

2 曹博 哈尔滨医科大学

3 曾锐 四川大学

4 陈罡 南通大学

5 陈剑 暨南大学

6 陈磊 中国医科大学

7 陈曦 宁波大学

8 崔炜 河北医科大学

9 单彬 宁夏医科大学

10 邓为民 天津医科大学

11 邓小玲 厦门大学

12 付蓉 天津医科大学

13 高国全 中山大学

14 高敏 安徽医科大学

15 高兴亚 南京医科大学

16 龚朝辉 宁波大学

17 龚权 长江大学



18 龚政 苏州大学

19 巩燕 厦门大学

20 关亚群 新疆医科大学

21 何万涛 河北医科大学

22 侯霞 佳木斯大学

23 黄华兴 安徽医科大学

24 黄黎玲 福建医科大学

25 黄艳 安徽医科大学

26 纪婷 西安交通大学

27 江汕 南方医科大学

28 江涌 西南医科大学

29 姜宏 青岛大学

30 金波 川北医学院

31 金利泰 温州医科大学

32 金珍婧 吉林大学

33 井明霞 石河子大学

34 康骅 首都医科大学

35 乐江 武汉大学

36 李冰 青岛大学

37 李炜 厦门大学



38 李新志 三峡大学

39 李一 吉林大学

40 刘程伟 佳木斯大学

41 刘进军 西安交通大学

42 刘谦 武汉大学

43 刘翔 广州医科大学

44 刘昱 宁波大学

45 龙捷 广州医科大学

46 卢红艳 江苏大学

47 罗良平 暨南大学

48 吕广明 南通大学

49 吕嘉春 广州医科大学

50 吕立夏 同济大学

51 马坚妹 大连医科大学

52 马克涛 石河子大学

53 孟勇 西北大学医学院

54 米佳 滨州医学院

55 潘伯臣 中国医科大学

56 朴立红 锦州医科大学

57 钱莉 扬州大学



58 曲巍 锦州医科大学

59 桑爱民 南通大学

60 石虹 复旦大学

61 宋波 大连医科大学

62 宋坤 山东大学

63 宋银宏 三峡大学

64 孙保亮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65 孙臣友 温州医科大学

66 孙红 徐州医科大学

67 汤煜春 山东大学

68 唐清 广西医科大学

69 唐铁龙 川北医学院

70 田进伟 哈尔滨医科大学

71 万学红 四川大学

72 万英 西南医科大学

73 汪立刚 哈尔滨医科大学

74 王阿明 徐州医科大学

75 王爱梅 锦州医科大学

76 王川 河北医科大学

77 王华东 暨南大学



78 王世鄂 福建医科大学

79 王艳萍 首都医科大学

80 王宇童 首都医科大学

81 王羽 重庆医科大学

82 王渊 西安交通大学

83 吴北燕 汕头大学医学院

84 吴佩贤 南方医科大学

85 吴砂 南方医科大学

86 吴向未 石河子大学

87 吴旭 中国医科大学

88 肖凤玲 川北医学院

89 辛岗 汕头大学医学院

90 辛辉 青岛大学

91 雅森·米吉提 新疆医科大学

92 杨海波 广西医科大学

93 余峰 武汉大学

94 张帆 海南医学院

95 张慧灵 苏州大学

96 张明琛 新疆医科大学

97 张世忠 三峡大学



98 张维升 大连医科大学

99 张文 江苏大学

100 张徐 江苏大学

101 张艳丽 宁夏医科大学

102 张忠芳 汕头大学医学院

103 张卓琦 徐州医科大学

104 赵福昌 山东大学

105 赵松 郑州大学

106 郑红 郑州大学

107 郑小莉 西南医科大学

108 郑英 扬州大学

109 郑宇 南京医科大学

110 周蕾 南京医科大学

111 庄则豪 福建医科大学

注：按人员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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