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文件

临药发[2017]018 号

关于公布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首批学员培训中心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

根据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临药发［2016］007

号和临药发［2017］016 号”的文件要求，以及中华医学

会临床药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第六次常委会议精神，在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组织专家进行公开、

公平、公正的评审基础上，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医院等 74 家

单位成为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首批临床药师学员培训

中心；安徽省安庆市立医院等 43 家单位入选为“中华医学

会临床药学分会学员培训中心候选单位”。请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按照国家卫计委医管中心和中

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下发的相关文件要求，切实规范地组





附件一

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临床药师学员培训中心名单

地区 培训中心 中心主任

福建 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医院 林志强

甘肃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贾正平

甘肃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杨彦彪

广东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丁少波

广东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梅清华

广东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王穗琼

广东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倪穗琴

河北 沧州市人民医院 王淑梅

河北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辛春兰

河北 河北省儿童医院 张古英

河北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杨继章

河北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张爱国

河北 开滦总医院 白秋江

河北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焦 玲

河北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刘建芳

河南 河南省肿瘤医院 赵秀莉



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临床药师学员培训中心名单（续）

地区 培训中心 中心主任

河南 开封市中心医院 冯玲玲

河南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安继红

河南 南阳市中心医院 魏简汇

河南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邓智建

黑龙江 大庆市第一医院 孙建男

黑龙江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金 彦

黑龙江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荆洪英

湖北 湖北省人民医院 宋金春

湖北 湖北省肿瘤医院 戴 助

湖北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徐传新

湖北 荆州市中心医院 杨远荣

湖北 十堰市人民医院 余世荣

湖北 十堰市太和医院 陈 黎

湖北 武汉市普爱医院 宋红萍

湖北 武汉市中心医院 邓艾平

湖北 咸宁市中心医院 夏松柏

湖北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奚 炜

湖北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王燕燕

湖南 湖南省人民医院 邓 楠



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临床药师学员培训中心名单（续）

地区 培训中心 中心主任

湖南 湘潭市中心医院 刘 湘

吉林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姜 哲

江苏 南京军区总医院 周国华

江苏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陈伯华

江苏 苏北人民医院 许建国

江苏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蔡 萍

江西 解放军第 94医院 李 刚

辽宁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邹 明

辽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王 强

辽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63 医院 汪 宇

山东 泰安市中心医院 舒 东

山西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贾晋生

山西 临汾市人民医院 王伟东

山西 山西大医院 刘 强

山西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武江山

山西 山西省人民医院 李元平

陕西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王晓娟

陕西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张 琰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张抗怀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封卫毅



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临床药师学员培训中心名单（续）

地区 培训中心 中心主任

陕西 西安市第四医院 胡 斌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宋钟娟

上海 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 李智平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翟 青

上海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郭 澄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孙华君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原永芳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林厚文

上海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祝德秋

四川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干小红

四川 遂宁市中心医院 李钟勇

云南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邹 顺

云南 玉溪市人民医院 王 丽

浙江 丽水市中心医院 田伟强

浙江 台州市中心医院 陈赛贞

浙江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陈瑞杰

浙江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秀华

浙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颜小锋

浙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马 珂



附件二

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临床药师学员培训中心

候选单位名单

地区 培训中心 中心主任

安徽 安徽省安庆市立医院 居 靖

广东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吴晓玲

广东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杨 辉

广东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司徒冰

广东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简晓顺

广东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陈文瑛

广东 湛江市中心人民医院 蔡静月

河北 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杨学敏

河北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耿志辉

河北 哈里逊国际和平医院 种宝贵

河北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杨章群

河北 河北省胸科医院 沈颜红

河北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刘保良

河南 洛阳市中心医院 孙 蕊

河南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李 东

河南 郑州市中心医院 丁孝良



附件二

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临床药师学员培训中心

候选单位名单（续）

地区 培训中心 中心主任

湖北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吴东方

吉林 吉林省人民医院 韩 梅

吉林 一汽总医院（吉林大学第四医院） 韩 铭

江苏 南京八一医院 周永刚

江西 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黄 瑾

江西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罗晓红

江西 江西省胸科医院 魏 娇

江西 南昌市第三医院 潘莉丽

江西 上饶市人民医院 李 克

江西 宜春市人民医院 彭 辉

江西 鹰潭市人民医院 喻伟麟

辽宁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王 蕾

山东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 荆淑芳

山东 东营市人民医院 李振卿

山西 晋城市人民医院 段韶军

山西 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秦廷兵



附件二

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临床药师学员培训中心

候选单位名单（续）

地区 培训中心 中心主任

山西 山西省儿童医院 赵瑞玲

山西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任建业

山西 太原市中心医院 赵俊生

山西 忻州市人民医院 荆淑文

陕西 陕西省人民医院 左 燕

陕西 咸阳市中心医院 剡建华

浙江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林能明

浙江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叶 孟

浙江 宁波市第二医院 茅月存

浙江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方崇波

浙江 浙江省肿瘤医院 黄 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