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医院协会二届理事会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称（职务）

1 杜克琳 云南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 副主任（正厅级）

2 段其雄 云南省医院协会 秘书长

3 杨  宇 云南省医院协会 副会长

4 周洪梅 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党委书记、执行院长

5 韦  嘉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 院长

6 邵庆华 云南省医院协会 副会长

7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

8 黄云超 云南省肿瘤医院 院长

9 杨达宽 昆明医科大学（原昆明医学院） 原副院长

10 倪  昆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副院长

11 谢颖夫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信息中心主任

12 龚昆梅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普外一科主任

13 金丽芬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护理部主任

14 陈  媛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病案统计科主任

15 范  群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 原副院长

16 凌  斌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副院长

17 尹  勇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副院长



18 蔺汝云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 科主任

19 杨  镛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 科主任

20 陈  仲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 科主任

21 胡竹林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 科主任

22 孙建军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副院长

23 杨继英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医务科长

24 姚本礼 云南疼痛病医院 院长

25 曾  仲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26 倪师今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27 张  峻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临床药学科主任

28 苏  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财务部主任

29 钱传云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急诊医学科主任

30 衡新华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

31 许汪斌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主任

32 李炯明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副院长

33 王  琳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副院长

34 罗志勇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副院长

35 程  曦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

36 连希艳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



37 王高伟 云南省肿瘤医院 医务部主任

38 陈海波 云南省肿瘤医院 院务部主任

39 蔡玲君 云南省肿瘤医院 主任医师

40 袁卫红 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主任医师

41 潘家华 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主任医师

42 徐昕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

第九二〇医院
部长

43 刘诗翔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主任

44 杨举伦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主任

45 吴新华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长

46 谭云波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47 刘  进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

48 丁跃明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教授

49 赵钟鸣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 副院长

50 龙旭东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 医务科主任

51 黄建强 云南省老年病医院 院长

52 孙朝昆 云南省老年病医院 原院长

53 叶军川 云南省老年病医院 副院长

54 普洁雁 云南省老年病医院 医务科长

55 包  可 云南省中医医院 副院长



56 钱  锐 云南省中医医院 医务部主任

57 李惠琴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副院长

58 寇建琼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副院长

59 刘  娟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副院长

60 吴  勇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医务科主任

61 李建华 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副院长

62 邰先桃 云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院长

63 胡松谋 云南省医院协会 实体管理部部长

64 马  敏 云南省医院协会 常务理事

65 纳  玲 云南瑞阳律师事务所 主任

66 李  立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

67 毕卫红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院长

68 谭  晶 昆明市延安医院 院长

69 李  雷 昆明市延安医院 副院长

70 张铁松 昆明市儿童医院 院长

71 杨家义 昆明市儿童医院 书记

72 李  震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院长

73 阮  冶 云南省精神病医院 院长

74 宋  超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



75 张鸿青 昆明市儿童医院 副院长

76 杨明辉 嵩明县人民医院 院长

77 徐正凭 寻甸县人民医院 院长

78 王  詠 禄劝县人民医院 院长

79 江金生 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纪委书记

80 胡  琳 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副院长

81 梁洪明 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 院长

82 杨连升 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 院长

83 李  勤 个旧市人民医院 院长

84 李夏煌 蒙自市人民医院 院长

85 武  艺 屏边县人民医院 院长

86 赵平虎 金平县人民医院 院长

87 陈  勇 泸西县人民医院 院长

88 丁  莉 建水县人民医院 院长

89 胡代军 大理州人民医院 院长

90 赵婷婷 大理州第二人民医院 院长

91 李  军 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

92 杨兆伟 祥云县人民医院 原院长

93 杨锡铭 宾川县人民医院 院长



94 何云长 宾川县中医医院 院长

95 曾  勇 玉溪市人民医院 院长

96 严金鑫 玉溪市第三人民医院 院长

97 景  明 玉溪市中医医院

98 杨丽萍 玉溪市儿童医院 副院长

99 普华蓉 新平县人民医院 院长

100 施家有 玉溪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中心主任

101 刘国跃 玉溪市华宁县人民医院 院长

102 杨松生 丽江市人民医院 院长

103 王泽琛 丽江市古城区人民医院 院长

104 廖德伟 华坪县人民医院 院长

105 和泽源 玉龙县人民医院 院长

106 杨先康 保山市人民医院 院长

107 何丽芬 保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院长

108 尹国佑 龙陵县人民医院 书记

109 王自刚 腾冲市人民医院 院长

110 王  雪 施甸县人民医院 院长

111 崔汝相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原院长

112 黄  萍 昭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院长



113 郭昌贵 昭通市中医医院 原院长

114 李继赋 巧家县人民医院 院长

115 叶字法 彝良县人民医院 院长

116 刘  勇 鲁甸县人民医院 院长

117 胡  翊 镇雄县人民医院 院长

118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119 董丁贵 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院长

120 王  坤 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 院长

121 罗光雄 曲靖市中医院 院长

122 舒占坤 罗平县人民医院 院长

123 陈寿元 陆良县人民医院 院长

124 方  铭 富源县人民医院 院长

125 陈  伟 普洱市人民医院 院长

126 刘  武 普洱市中医院 副院长

127 高  宇 宁洱县人民医院 院长

128 杨  涛 澜沧县人民医院 院长

129 张东强 墨江县人民医院 院长

130 和幸福 福贡县人民医院 院长

131 何  杰 怒江州中医院 院长



132 杨先林 兰坪县人民医院 党总支书记

133 临沧市人民医院

134 罗开富 云县人民医院 院长

135 宁  君 耿马县人民医院 院长

136 罗  恒 楚雄州人民医院 副院长

137 陈志坚 楚雄市人民医院 院长

138 刘汝艳 禄丰县人民医院 院长

139 舒  云 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 副院长

140 段世泽 景洪市人民医院 院长、书记

141 吴  伟 景洪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

142 德宏州人民医院

143 陈炬锋 芒市人民医院 院长

144 杜文军 盈江县人民医院 院长

145 郭照耀 盈江县中医医院 院长

146 王英 瑞丽市人民医院 院长

147 何嘉明 迪庆州人民医院 副院长

148 王志清 维西县人民医院 院长

149 鲁茸达瓦 德钦县人民医院 院长

150 陆显祯 文山州人民医院 院长



151 王廷彬 砚山县人民医院 院长

152 何  勇 麻栗坡县人民医院 副院长

153 罗臻阅 西畴县第一人民医院 院长

154 苏  明 昆明铁路局劳卫处 副处长

155 葛树森 云南博亚医院 院长

156 游金忠 昆明安琪儿妇产医院 运营总经理

157 徐  梅 云南瑞奇德医院 院长

158 吴永锐 云南玛莉亚医院 总经理

159 贺希献 云南九洲医院 院长

160 卯昌立 云南平安中西医结合医院 院长

161 林建华 云南现代妇产科医院 院长

162 段志聪 昆明同仁医院 院长

163 李配德 宣威云峰医院 院长

164 和  平 芒市创伤骨科医院 院长

165 李  佳 保山安利医院 院长

166 赵宏升 农垦总局第二职工医院 院长

167 张登圣 华宁瑞仁医院 院长

168 王德生 云南赢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169 吴自泉 昆明亿江新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70 巩振立 国药集团云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171 时春梅 国药集团云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172 柯洪波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总经理

173 褚浩锋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大区经理

174 阙惠芹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175 段永高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省区经理

176 胡  菲 云南云医乾道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177 张应龙 云南精专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78 欧阳小峰  昆明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院长

179 陶  蕊 云南康祥医药有限公司 总经理

180 谷  欣 医疗质量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81 王忠平 呼吸内科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82 杨  莹 内分泌科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83 陈艳敏 消化内科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84 陈  涛 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85 史克倩 血液内科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86 阮  标 耳鼻喉科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87 余化霖 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88 魏迪南 烧伤科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89 熊  鹰 骨外科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90 杨宏英 妇科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91 杨明莹 护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92 韩  丹 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93 杨秋萍 老年病科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94 何  黎 皮肤科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95 赵红宇 职业病科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96 李彦林 医学工程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97 吴迎春 医院绩效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98 高华斌 DRGs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199 范萍 云南省医院协会 常务理事

200 任浩铭 云南省医院协会 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