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单位 基地分配

丁宏蕾 浦东新区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人民 

丁明华 浦东新区凌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人民 

王  顺 浦东新区万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医院 

王  瑾 金山区吕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复旦金山

王晓萍 宝山区高境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杨中心 

毛舒赟 宝山区庙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杨中心 

归银兰 普陀区长风街道白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普中心 

叶利慧 宝山区张庙街道长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瑞金卢湾 

邢丽娜 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静中心 

朱双双 松江区新浜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松中心 

朱颖霞 浦东新区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人民 

乔冬兰 奉贤区四团镇平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奉中心 

任金燕 长宁区新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同仁医院 

庄晓芳 松江区车墩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松中心 

刘  丹 浦东新区川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人民 

祁仁云 金山区吕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复旦金山

孙晓雯 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公利 

李  宁 嘉定区工业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普中心 

李  伟 浦东新区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医院 

李  华 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公利 

李  明 奉贤区奉城镇头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奉中心 

李  颖 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静中心 

杨  华 奉贤区海湾镇五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奉中心 

杨  俐 普陀区长风街道长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普中心 

杨健峰 崇明区建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华崇明 

肖春花 浦东新区迎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人民 

吴文燕 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瑞金卢湾 

吴淑喆 金山区亭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复旦金山

吴黎华 普陀区石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普中心 

邱桂芳 浦东新区机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医院 

何兴美 金山区漕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复旦金山

何海峰 崇明区东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华崇明 

闵  冬 浦东新区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公利 

汪  磊 长宁区北新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同仁医院 

沈  丽 青浦区练塘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山青浦 

沈丽芳 徐汇区华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徐中心 

沈艳婷 金山区山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复旦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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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吉 青浦区香花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山青浦 

张  冲 松江区佘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松中心 

张  玲 嘉定区菊园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同仁医院 

张昊峰 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第五人民医院 

张剑英 浦东新区合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人民 

张晓晴 宝山区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静中心 

张晶晶 崇明区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华崇明 

陆  斌 松江区岳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松中心 

陆海燕 宝山区顾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杨中心

陈  婷 松江区泖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松中心 

陈慧芬 浦东新区三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周浦 

范佩琼 浦东新区康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周浦 

林  霖 浦东新区浦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公利 

林又红 浦东新区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人民 

郁力超 松江区洞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松中心 

郁静瑜 嘉定区真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同仁医院 

竺  佳 徐汇区徐家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徐中心 

金叶婷 嘉定区江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普中心 

金庆花 浦东新区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人民 

金晓英 奉贤区奉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奉中心 

金惠连 金山区枫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复旦金山

郑婷婷 嘉定区迎园医院（新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徐中心 

赵  君 浦东新区曹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人民 

胡航丹 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静中心 

钟  玲 奉贤区柘林镇新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奉中心 

施  毅 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静中心 

施晓芳 松江区小昆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松中心 

娄  海 闵行区江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第五人民医院 

娄红玉 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杨中心 

姚剑中 金山区廊下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复旦金山

秦军华 浦东新区航头鹤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周浦 

袁  辰 松江区岳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松中心 

袁春晓 金山工业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复旦金山

莫豪行 浦东新区航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周浦 

顾佳佳 嘉定区南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普中心 

顾春梅 静安区天目西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静中心 

顾静伟 普陀区长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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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凤萍 浦东新区王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人民 

倪丽萍 浦东新区惠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医院 

徐  忞 徐汇区漕河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徐中心 

徐  涛 崇明区新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华崇明 

徐  敏 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徐中心 

徐丽云 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静中心 

徐丽燕 闵行区颛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第五人民医院 

徐佳妮 奉贤区海湾旅游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奉中心 

徐姬昊 虹口区曲阳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瑞金卢湾 

徐惠君 杨浦区延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杨中心 

殷  琳 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静中心 

奚怡炜 浦东新区迎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周浦 

郭  箐 徐汇区长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徐中心 

唐元园 宝山区杨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杨中心 

唐文俊 虹口区广中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瑞金卢湾 

唐军华 浦东新区六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医院 

黄  洁 普陀区长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普中心 

黄丹丹 浦东新区三林康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周浦 

梅朝阳 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奉中心 

龚卫学 崇明区绿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华崇明 

康  平 浦东新区芦潮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医院 

彭晓莹 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第五人民医院 

嵇  磊 长宁区虹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同仁医院 

傅  洁 浦东新区曹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公利 

蒯明钦 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徐中心 

廉  嵘 闵行区吴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第五人民医院 

蔡小琴 杨浦区大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杨中心 

蔡春燕 徐汇区天平/湖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徐中心 

廖旺华 奉贤区金汇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奉中心 

潘  臻 浦东新区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浦东公利 

潘润燕 青浦区白鹤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山青浦 

戴慧华 长宁区新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同仁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