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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罗 玲 210 汉滨区新城办文武卫生所 0 不通过 王玉龙 210 

汉滨区安康长江医院 0 不通过 王遵梅 110 汉滨区聚贤堂诊所 0

不通过 王 刚 120 汉滨区大同中心卫生院 0 不通过 董 勇 210 汉

滨区红十字会医院 0 不通过 刘 甫 210 汉滨区香山乡卫生院 0 

不通过 贾永胜 210 汉滨区香山乡卫生院 0 不通过 邹建华 110 

汉滨区孙启长阳光医院 0 不通过 谭世军 210 汉滨区红会医院 0

不通过 丁艳飞 210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0 不通过 鄢大浩 210 

汉滨区安康残联门诊部 0 不通过 李 萍 230 汉滨区新坝乡卫生

院 10 不通过 朱李龙 210 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 15 不通过 安茜

茹 2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15.5 不通过 刘 超 210 汉滨区第一

人民医院 19 不通过 陈先平 110 汉滨区河西镇卫生院 23 不通

过 唐成东 120 汉滨区美光牙科 23.5 不通过 刘清林 210 汉滨区

河西镇卫生院 24 不通过 李 顺 210 汉滨区早阳乡卫生院 28 不

通过 巨江虹 210 汉滨区仁爱中西门诊部 28.5 不通过 马金慧

210 汉滨区大竹园镇卫生院 29.5 不通过 王 沙 210 汉滨区茨沟

镇中心卫生院 31 不通过 余清英 210 汉滨区松龄诊所 31 不通

过 周艳玲 210 汉滨区新城办文武卫生所 31.5 不通过 姚 宁 210 

汉滨区大同镇中心卫生院 33 不通过 王化清 210 汉滨区富强乡

卫生院 35 不通过 王洪旭 210 汉滨区流水镇中心卫生院 36 不

通过 张昌明 210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36 不通过 王玉簪 210 汉

滨区石转镇中心卫生院 38.5 不通过 陈虞刚 210 汉滨区茨沟镇



中心卫生院 38.5 不通过 李 楠 210 汉滨区关庙镇中心卫生院 39 

不通过 邹 红 210 汉滨区迎风乡卫生院 39 不通过 陈汉胜 210 汉

滨区恒口镇卫生院 39 不通过 徐恒丽 210 汉滨区五里镇江店村

第一卫生室39.5 不通过 程 恒 210 汉滨区恒口镇卫生院 39.5 不

通过 陈启波 210 汉滨区石梯乡卫生院 40 不通过 魏 英 210 汉滨

区康明诊所 41 不通过 刘 猛 210 汉滨区茨沟镇中心卫生院 41 

不通过 赵 丽 210 汉滨区共进乡卫生院 41 不通过 李 洁 210 汉

滨区双龙镇卫生院 43 不通过 曹文广 210 汉滨区赢湖镇青春村

二组 43 不通过 姚舜僚 210 汉滨区大同镇黄营村卫生室 43 不

通过 代富安 110 汉滨区流水镇中心卫生院 43 不通过 王玉红

210 汉滨区关庙镇中心卫生院 44 不通过 唐 力 210 汉滨区第一

人民医院 44.5 不通过 白梦丽 220 汉滨区郭雪梅口腔诊所 44.6 

不通过 邓向菊 210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46 不通过 冯文军 110 

汉滨区早阳乡卫生院 46.5 不通过 唐成西 120 汉滨区唐成西口

腔诊所 46.6 不通过 曹文花 210 汉滨区南溪乡西坡村卫生室 47 

不通过 陈治崇 210 汉滨区大同镇长胜卫生所 47 不通过 汪祖库

210 汉滨区孙启长阳光医院 47.5 不通过 薛 虹 210 汉滨区花园

乡卫生院 48 不通过 苍 松 210 汉滨区大竹园镇卫生院 48 不通

过 唐 山 210 汉滨区新城办文武卫生院 48 不通过 段 晨 210 汉

滨区安宁医院 48.5 不通过 冯 南 120 汉滨区红会医院 49 不通过

毛倩倩 210 汉滨区红会医院 49 不通过 周 萍 210 汉滨区建民镇

卫生院 49 不通过 刘建萍 220 汉滨区叶坪镇中心卫生院 49.1 不

通过 胡秀杰 210 汉滨区双龙镇卫生院 50 不通过 柯余库 210 汉

滨区县河乡卫生院 50 不通过 张富梅 110 汉滨区-安康铁路退

休医师诊所50 不通过 刘小康 210 汉滨区县河乡卫生院 51 不通

过 李 勇 110 汉滨区李勇诊所 51 不通过 唐维安 210 汉滨区阳光



医院 51 不通过 肖佳辉 210 汉滨区梅子铺镇奎星村卫生室 51.5 

不通过 刘先勇 110 汉滨区红会医院 52 不通过 张会云 210 汉滨

区安康残联门诊部 52 不通过 晏荣英 210 汉滨区杏林诊所 52 

不通过 张娟娟 210 汉滨区张滩镇中心卫生院 52.5 不通过 宋世

银 2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53 不通过 张 燕 210 汉滨区仁爱中

西门诊部 54 不通过 刘 剑 210 汉滨区茨沟中心卫生院 54 不通

过 郭玛丽 210 汉滨区妇幼保健院 54 不通过 余光荣 210 汉滨区

县河乡卫生院 54 不通过 张春娟 210 汉滨区安康供电局医务所

54 不通过 杨 轩 210 汉滨区红会医院 54 不通过 钟晓芸 210 汉

滨区大河镇中心卫生院 54.5 不通过 张 超 220 汉滨区一品牙科

口腔诊所 54.9 不通过 柯昌华 210 汉滨区安康残联门诊部 55 不

通过 冯文欢 210 汉滨区早阳乡卫生院 55.5 不通过 康明英 210 

汉滨区新坝乡卫生院 56 不通过 杨均炳 210 汉滨区叶坪镇中心

卫生院 56.5 不通过 王 静 210 汉滨区孙启长阳光医院 56.5 不通

过 陈武生 210 汉滨区洪山镇卫生院 57 不通过 钟登仿 110 汉滨

区老城办卫生院 58 不通过 何学妮 240 汉滨区关庙镇中心卫生

院 58 不通过 齐治斌 210 汉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部 58 

不通过 杨代娣 1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60 通过 陈立云 210 汉

滨区谭坝乡卫生院 60 通过 单林琴 210 汉滨区流水镇中心卫生

院 60 通过 朱昌梁 210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60 通过 方治远 110

汉滨区老城办卫生院 60 通过 包选省 110 汉滨区花园乡卫生院

60 通过 郭 运 210 汉滨区香山乡卫生院 60 通过 张玄鲜 210 汉

滨区新坝乡计划生育卫生服务站60 通过 喻先兵 210 汉滨区大

河镇中心卫生院 60 通过 罗 亮 210 汉滨区孙启长阳光医院 60 

通过 刘合花 210 汉滨区茨沟镇中心卫生院 60 通过 汪莉莉 210 

汉滨区河西镇卫生院 60 通过 李康宁 210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60 通过 朱昌炜 210 汉滨区吉河镇长胜村卫生室 60 通过 王仁

强 110 汉滨区红十字会医院 60 通过 方 波 110 汉滨区石转镇中

心卫生院 60 通过 邱 娥 120 汉滨区安康残联门诊部 60 通过 田

辛梓 210 汉滨区洪山镇卫生院 60 通过 余 瑞 210 汉滨区第三人

民医院 60 通过 李万梅 110 汉滨区杏林诊所 60 通过 王星星 210

汉滨区安康监狱医务所 60 通过 马新菊 110 汉滨区吉河镇长胜

村卫生室 60 通过 鄢 义 110 汉滨区香山乡卫生院 60 通过 王 波

110 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 60 通过 王 娟 110 汉滨区河西镇卫生

院 60 通过 刘 芳 210 汉滨区第二医院 60 通过 万海平 210 汉滨

区花园乡卫生院 60 通过 李 敏 210 汉滨区红十字会医院 60 通

过 朱昌盛 210 汉滨区中医医院 60 通过 周学军 110 汉滨区吉河

镇长胜村卫生室 60 通过 屈 勇 210 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 60 通

过 刘 兰 210 汉滨区双龙镇卫生院 60 通过 罗长菊 210 汉滨区县

河乡卫生院 60 通过 谢耀相 210 汉滨区大同镇夹河村卫生室 60

通过 汪光启 110 汉滨区大河镇中心卫生院 60.5 通过 王 勇 2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60.5 通过 王 鹏 210 汉滨区牛蹄乡卫生院

60.5 通过 李举华 210 汉滨区叶坪镇中心卫生院 60.5 通过 胡道

仓 110 汉滨区前进乡卫生院 60.5 通过 张飞程 210 汉滨区妇幼

保健院 60.5 通过 尤克莎 210 汉滨区安康长江医院 60.5 通过 张 

俊 210 汉滨区石转镇小垭村卫生室 60.5 通过 晏长丽 110 汉滨

区晓燕诊所 60.5 通过 李艳玲 110 汉滨区大同镇东红卫生室

60.5 通过 杨旭斌 210 汉滨区第一医院 60.5 通过 陈 娟 210 汉滨

区红会医院 60.5 通过 张雪梅 210 汉滨区大竹园镇卫生院 60.5 

通过 李自建 110 汉滨区红会医院 60.5 通过 王 霞 110 汉滨区老

城办卫生院 61 通过 谢 拓 2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61 通过 张 

丹 210 汉滨区富强乡卫生院 61 通过 张显坤 210 汉滨区大同镇



东红村卫生室 61 通过 刘安庆 210 汉滨区阳光医院 61 通过 曾

大锋 210 汉滨区坝河乡卫生院 61 通过 夏远才 110 汉滨区老城

办卫生院 61 通过 马 林 210 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 61 通过 王继

超 210 汉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1 通过 王业根 210 汉滨区茨

沟镇中心卫生院 61 通过 李荣辉 240 汉滨区中原镇团结村卫生

室 61 通过 徐新强 110 汉滨区红十字会医院 61.5 通过 柯善明

110 汉滨区残联门诊部 61.5 通过 惠会芝 210 汉滨区新城办西坝

村卫生室 61.5 通过 陈振宪 110 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 61.5 通过 

唐春举 240 汉滨区田坝乡卫生院 62 通过 马世波 210 汉滨区流

水镇中心卫生院 62 通过 任卫锋 110 汉滨区建民镇卫生院 62 

通过 张家斌 110 汉滨区前进乡卫生院 62 通过 吕 岩 210 汉滨区

第二人民医院 62 通过 陈晓艳 210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62 通

过 张超 210 汉滨区大河镇中心卫生院 62 通过 孙启才 210 汉滨

区大同镇夹河村卫生室 62 通过 李劲松 210 汉滨区五里镇永红

村卫生室 62 通过 李 瑶 210 汉滨区流水镇中心卫生院 62.5 通过

王 强 240 汉滨区中医医院 62.5 通过 胡立邦 210 汉滨区运溪乡

卫生院 62.5 通过 黄 倩 210 汉滨区中医医院 63 通过 屈锐刚 210 

汉滨区安宁医院 63 通过 胡龙有 210 汉滨区第二医院 63 通过 

李红梅 210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63 通过 谢大兴 210 汉滨区双

龙镇卫生院 63 通过 纪安尉 210 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 63 通过 

孙行超 210 汉滨区阳光医院 63 通过 陈 军 210 汉滨区香山乡卫

生院 63 通过 曾平安 110 汉滨区恒口镇卫生院 63 通过 孟昭坤

210 汉滨区中元镇卫生院 63 通过 唐弟英 110 汉滨区大竹园镇

卫生院 63 通过 许志坤 210 汉滨区流水镇中心卫生院 63 通过 

赵志刚 110 汉滨区大同镇东红村卫生室 63 通过 包英实 110 汉

滨区建民镇卫生院 63 通过 汪光海 210 汉滨区张滩镇中心卫生



院 63.5 通过 张德伟 210 汉滨区建民镇卫生院 63.5 通过 何龙秘

2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63.5 通过 王 敏 110 汉滨区河西镇卫

生院 63.5 通过 王余娜 110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63.5 通过 邓 凯

210 汉滨区茨沟镇中心卫生院 63.5 通过 罗金均 210 汉滨区玉岚

乡卫生院 64 通过 江安珍 210 汉滨区红会医院 64 通过 罗 磊

210 汉滨区安康骨伤医院 64 通过 朱文杰 210 汉滨区新坝乡卫

生院 64 通过 陈卫国 210 汉滨区花园乡卫生院 64 通过 王健军

120 汉滨区健君口腔诊所 64 通过 陈向阳 110 汉滨区第二人民

医院 64 通过 马 静 1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64.5 通过 张 娟 210

汉滨区迎风乡卫生院 64.5 通过 郭花虎 2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

院 65 通过 任金星 210 汉滨区红会医院 65 通过 张家刚 210 汉

滨区吉河中心卫生院 65 通过 汪丹丹 210 汉滨区河西镇卫生院

65 通过 熊玉虎 110 汉滨区安宁医院 65 通过 曹 卓 110 汉滨区

中医医院 65 通过 陈 荣 2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65 通过 刘武

梅 210 汉滨区大河镇中心卫生院 65 通过 黄新欢 210 汉滨区恒

口镇卫生院 65 通过 汪厚梅 210 汉滨区双龙镇卫生院 65 通过 

王登侠 210 汉滨区谭坝乡卫生院 65 通过 张会芝 110 汉滨区县

河乡卫生院 65 通过 杨 晋 210 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 65 通过 邬

恒娟 210 汉滨区大竹园镇卫生院 65.5 通过 刘宗发 210 汉滨区

坝河乡卫生院 65.5 通过 单玲玉 110 汉滨区泰康诊所 65.5 通过 

宋小凤 110 汉滨区恒口镇陈家营村卫生室 65.5 通过 张 涛 210 

汉滨区大同镇黄营村卫生室 65.5 通过 冯 军 210 汉滨区恒口镇

卫生院 65.5 通过 杨居磊 210 汉滨区新城办文武卫生所 66 通过 

彭 薇 210 汉滨区安康长江医院 66 通过 刘海洲 210 汉滨区第三

人民医院 66 通过 胡 静 210 汉滨区迎风乡卫生院 66 通过 陈 云

210 汉滨区老城办卫生院 66 通过 张 翔 210 汉滨区计划生育服



务站 66 通过 唐志勇 210 汉滨区南溪乡卫生院 66 通过 彭先飞

210 汉滨区流水镇中心卫生院 66 通过 程时花 210 汉滨区建民

镇卫生院 66.5 通过 李玉红 110 汉滨区中医医院 66.5 通过 张荣

信 210 汉滨区关庙镇东站村卫生室 66.5 通过 杨 佩 210 汉滨区

老城办卫生院 67 通过 彭 荣 210 汉滨区梅子铺镇小南沟村卫生

室 67 通过 张晓磊 110 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 67 通过 孙珍涛 210

汉滨区新城中心卫生院 67 通过 李辉涛 210 汉滨区关庙镇中心

卫生院 67 通过 郝丰仓 220 汉滨区小静口腔诊所 67.1 通过 史胜

喜 110 汉滨区红会医院 67.5 通过 李 杰 1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

院 67.5 通过 陈广魁 210 汉滨区县河乡卫生院 67.5 通过 赵正雄

210 汉滨区田坝乡卫生院 68 通过 王休山 210 汉滨区第三人民

医院 68 通过 洪 波 110 汉滨区大河镇中心卫生院 68 通过 高丽

萍 110 汉滨区县河乡卫生院 68 通过 王海峰 110 汉滨区富强乡

卫生院 68 通过 陈 程 210 汉滨区河西镇卫生院 68 通过 杨尚奎

210 汉滨区关家乡卫生院 68 通过 张丽花 210 汉滨区新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68 通过 罗家芳 210 汉滨区洪山镇卫生院 68 通

过 曹文兵 210 汉滨区富强乡卫生院 68.5 通过 冯纪铭 110 汉滨

区济明诊所 69 通过 刘 菲 210 汉滨区河西镇卫生院 69 通过 周 

伟 110 汉滨区茨沟镇中心卫生院 69 通过 张文兵 210 汉滨区第

二人民医院 69 通过 蔚小燕 110 汉滨区张滩镇中心卫生院 69 

通过 胡小青 210 汉滨区牛蹄乡卫生院 69 通过 李 娟 210 汉滨区

安康现代女子综合医院 69 通过 寇长俊 110 汉滨区张滩镇中心

卫生院 69.5 通过 朱英行 1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70 通过 周玉

朋 210 汉滨区河西镇卫生院 70 通过 张 静 210 汉滨区中医医院

70 通过 周 婷 210 汉滨区流水镇中心卫生院 70 通过 裴 程 210 

汉滨区红会医院 70 通过 钱伟 210 汉滨区关庙中心卫生院 70 



通过 刘萍萍 210 汉滨区吉河中心卫生院 70.5 通过 雷 雳 110 汉

滨区第一人民医院 70.5 通过 梁远应 210 汉滨区关庙镇张山村

卫生室 70.5 通过 汪芙蓉 2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71 通过 杨 

蕾 210 汉滨区谭坝乡卫生院 71 通过 肖贵斌 210 汉滨区梅子铺

镇卫生院 71 通过 杨生平 210 汉滨区恒口镇民主村卫生室 71 

通过 李云根 210 汉滨区香山乡卫生院 71 通过 廖德康 250 汉滨

区五里镇水泥湾村卫生室 71.3 通过 丰顺琳 120 汉滨区健君口

腔诊所 71.5 通过 程 真 210 汉滨区早阳乡卫生院 71.5 通过 郑礼

波 210 汉滨区恒口镇联红村2卫生室 71.5 通过 张 鹏 110 汉滨区

新坝乡卫生院 72 通过 王 李 210 汉滨区牛蹄乡卫生院 72 通过 

张善军 210 汉滨区流水镇中心卫生院 72 通过 赵安华 110 汉滨

区第一人民医院 72 通过 向 东 210 汉滨区坝河乡卫生院 72 通

过 刘照斌 210 汉滨区新城办西坝村卫生室 72 通过 卜贤玉 110 

汉滨区关庙镇中心卫生院 72.5 通过 刘 恒 110 汉滨区第一人民

医院 72.5 通过 陈 真 210 汉滨区洪山镇卫生院 72.5 通过 陈开丽

210 汉滨区大河镇关坝村卫生室 72.5 通过 赵富强 110 汉滨区第

二人民医院 73 通过 罗 恒 2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73 通过 王

雪丽 110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73 通过 单福峰 110 汉滨区流水

镇中心卫生院 73 通过 王 康 110 汉滨区红十字会医院 73 通过 

王庆业 210 汉滨区建民镇卫生院 73 通过 曹仲雪 210 汉滨区南

溪乡卫生院 73.5 通过 陈 静 210 汉滨区第二医院 73.5 通过 汪昌

峰 210 汉滨区张滩镇中心卫生院 73.5 通过 李 侠 220 汉滨区建

君口腔诊所 73.9 通过 方 宁 210 汉滨区大河镇中心卫生院 74 通

过 马冬梅 110 汉滨区南溪乡卫生院 74 通过 王 俊 250 汉滨区石

转镇中心卫生院 74 通过 袁 超 210 汉滨区迎风乡卫生院 74 通

过 崔海燕 210 汉滨区吉河镇矿石卫生所 74 通过 王秦峰 210 汉



滨区黄山诊所 董 安 210 汉滨区叶坪镇双桥村第一卫生室 74.5 

通过 徐信业 110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74.5 通过 李增余 110 汉

滨区新城办陈家沟村卫生室 74.5 通过 陈 兴 110 汉滨区第三人

民医院 75 通过 李 晶 150 汉滨区中医医院 75 通过 陈立梅 210 

汉滨区谭坝乡卫生院 75 通过 张乔英 1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75 通过 徐静芝 110 汉滨区南溪乡卫生院 75 通过 邹武华 210 汉

滨区谭坝乡卫生院 75 通过 陈 鑫 110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75 

通过 陈小梅 110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75 通过 刘晓丽 110 汉滨

区安康职业技术学院北校区 75 通过 佘新安 210 汉滨区第二人

民医院 75.5 通过 白一苹 210 汉滨区石梯乡卫生院 75.5 通过 冯

小燕 220 汉滨区红会医院 75.7 通过 李 振 110 汉滨区第二人民

医院 76 通过 张 林 1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76 通过 吕 波 1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76 通过 王能菊 210 汉滨区阳光医院 76 

通过 刘 磊 210 汉滨区香山乡卫生院 77 通过 雷 森 110 汉滨区

第二人民医院 77 通过 周定喜 110 汉滨区红会医院 77 通过 康

礼丽 210 汉滨区南溪乡卫生院 77 通过 徐家满 110 汉滨区流水

镇中心卫生院 77 通过 李幸生 110 汉滨区吉河镇矿石卫生所 77

通过 陈兴桥 110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77 通过 朱绵军 210 汉滨

区第二人民医院 77.5 通过 罗其强 110 汉滨区建民镇卫生院

77.5 通过 张海 250 汉滨区建民镇卫生院 77.5 通过 陈 勇 110 汉

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部 78 通过 梁纯英 210 汉滨区第二

人民医院 78 通过 叶 竹 210 汉滨区恒口民希诊所 78 通过 田亚

慧 150 汉滨区中医医院 78 通过 王忠诚 210 汉滨区第一人民医

院 78 通过 唐大礼 110 汉滨区香山乡卫生院 78 通过 朱小春 110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78.5 通过 崔用明 110 汉滨区双龙镇卫生

院 78.5 通过 王 鹏 110 汉滨区茨沟镇中心卫生院 79 通过 胡小



龙 110 汉滨区关庙镇中心卫生院 79 通过 张桥红 110 汉滨区第

三人民医院 79 通过 王宗东 210 汉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

部 79.5 通过 杨 龙 210 汉滨区谭坝乡卫生院 80 通过 梁永锋 1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80 通过 胡晓娟 210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80 通过 胡正丽 110 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 80 通过 胡富江 140 汉

滨区心石村第二卫生室 80 通过 王万丽 110 汉滨区双溪乡卫生

院 80 通过 刘向福 140 汉滨区宏康诊所 80 通过 张安平 110 汉

滨区双龙镇卫生院 80 通过 张艳丽 210 汉滨区大同中心卫生院

80 通过 刘亚杰 22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80.4 通过 高小峰 210 

汉滨区红会医院 80.5 通过 王贤锋 110 汉滨区洪山镇卫生院 81 

通过 王军稳 140 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 81.5 通过 张春霞 110 汉

滨区吉河中心卫生院 81.5 通过 赵 飞 11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

83 通过 王妮娜 210 汉滨区红会医院 83 通过 郑 坤 110 汉滨区

第三人民医院 84 通过 寇云峰 240 汉滨区张滩镇中心卫生院 84

通过 袁 维 210 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 84 通过 王兆成 110 汉滨区

新城中心卫生院 84 通过 杨红云 110 汉滨区茨沟镇中心卫生院

84.5 通过 王文禄 240 汉滨区张滩镇中心卫生院 85 通过 王万军

110 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 85 通过 章 涛 250 汉滨区第二人民医

院 85.5 通过 李增德 110 汉滨区残联门诊部 86 通过 陈阳翠 140 

汉滨区陈中安诊所 87 通过 田呈平 110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88

通过 袁守芝 110 汉滨区新城中心卫生院 88 通过 陈仕文 210 汉

滨区安康现代女子综合医院 89 通过 王 萍 240 汉滨区第二人民

医院 91.5 通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