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 招生时间 培训基地医院 地址 邮编 基地主任 电子邮箱 带教药师 培训专业
核定招生

人数

安徽 春、秋 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路17号 230001 姜玲 ahslyyjl@126.com 史天陆 通科培训 3

安徽 春季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长淮
路287号

233004 邢蓉 xingrong9796@163.com 朱裕林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安徽 春季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长淮
路287号

233004 邢蓉 xingrong9796@163.com 王慕华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安徽 春季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合肥市淮河路390号 230061 范鲁雁 qinkan99@163.com 秦侃
肠外肠内营养专
业

3

安徽 春季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合肥市淮河路390号 230061 范鲁雁 qinkan99@163.com 徐丙发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安徽 春、秋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合肥市淮河路390号 230061 范鲁雁 qinkan99@163.com 沈静 通科培训 2

安徽 春季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合肥市淮河路390号 230061 范鲁雁 qinkan99@163.com 李磊 消化内科专业 2

安徽 春季 六安市人民医院 六安市皖西西路21号 237005 聂松柳 nsllayy@163.com 王法财 呼吸内科专业 2

安徽 春、秋 六安市人民医院 六安市皖西西路21号 237005 聂松柳 nsllayy@163.com 蒋俊杰 通科培训 3

安徽 春、秋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安徽省芜湖市赭山西路2号 241001 栾家杰
luanjiajie757@medmail
.com.cn

储洁琼 通科培训 2

北京 春季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49号 100191 翟所迪 zhaisuodi@163.com 刘芳 神经内科专业 3

北京 春季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西城区大红罗厂6号 100034 崔一民 cuiymzy@126.com 田硕涵 抗感染药物专业 2

北京 春季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西城区大红罗厂6号 100034 崔一民 cuiymzy@126.com 向倩 抗凝治疗专业 3

北京 春季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西城区大红罗厂6号 100034 崔一民 cuiymzy@126.com 路敏 内分泌专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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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招生时间 培训基地医院 地址 邮编 基地主任 电子邮箱 带教药师 培训专业
核定招生

人数

北京 春季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西城区大红罗厂6号 100034 崔一民 cuiymzy@126.com 梁雁 肾内科专业 3

北京 春、秋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西城区大红罗厂6号 100034 崔一民 cuiymzy@126.com 李静姿 通科培训 2

北京 春季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西城区大红罗厂6号 100034 崔一民 cuiymzy@126.com 周颖 小儿用药专业 3

北京 春季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11号

100044 冯婉玉
renminyaojike@sina.co
m

张海英 呼吸内科专业 3

北京 春季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11号

100044 冯婉玉
renminyaojike@sina.co
m

谭昀杜熙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北京 春季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11号

100044 冯婉玉
renminyaojike@sina.co
m

于芝颖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北京 春季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11号

100044 冯婉玉
renminyaojike@sina.co
m

黄琳 小儿用药专业 2

北京 春季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西城区新街口东街31号 100035 甄健存 gongzuo_056@126.com 邢颖 呼吸内科专业 2

北京 春季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西城区新街口东街31号 100035 甄健存 gongzuo_056@126.com 李静 抗感染药物专业 2

北京 春季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西城区新街口东街31号 100035 甄健存 gongzuo_056@126.com 张威 抗肿瘤药物专业 2

北京 春、秋 北京积水潭医院 北京西城区新街口东街31号 100035 甄健存 gongzuo_056@126.com 卞婧 通科培训 2

北京 春季 北京军区总院
北京市东城区南门仓5号北
京军区总医院药理科

100700 李勇
liyong19700505@sohu.c
om

李勇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北京 春季 北京军区总院
北京市东城区南门仓5号北
京军区总医院药理科

100700 李勇
liyong19700505@sohu.c
om

王虎军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北京 春季 北京军区总院
北京市东城区南门仓5号北
京军区总医院药理科

100700 李勇
liyong19700505@sohu.c
om

刘静 神经内科专业 2

北京 春季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一号 100730 梅丹 meidanpumch@163.com 赵彬
肠外肠内营养专
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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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招生时间 培训基地医院 地址 邮编 基地主任 电子邮箱 带教药师 培训专业
核定招生

人数

北京 春季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一号 100730 梅丹 meidanpumch@163.com 张波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北京 春季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一号 100730 梅丹 meidanpumch@163.com 都丽萍 抗凝治疗专业 2

北京 春季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一号 100730 梅丹 meidanpumch@163.com 唐彦 内分泌专业 3

北京 春、秋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一号 100730 梅丹 meidanpumch@163.com 闫雪莲 通科培训 2

北京 春季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一号 100730 梅丹 meidanpumch@163.com 胡扬 心血管内科专业 2

北京 春季 北京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大华路1
号

100730 胡欣 huxinbjyy@126.com 杨莉萍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北京 春季 北京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大华路1
号

100730 胡欣 huxinbjyy@126.com 纪立伟 内分泌专业 3

北京 春、秋 北京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大华路1
号

100730 胡欣 huxinbjyy@126.com 陈頔 通科培训 2

北京 春季 解放军总医院 北京市复兴路28号 100853 孙艳 301sunyan@sina.cn 朱曼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北京 春季 解放军总医院 北京市复兴路28号 100853 孙艳 301sunyan@sina.cn 王伟兰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北京 春季 解放军总医院 北京市复兴路28号 100853 孙艳 301sunyan@sina.cn 汤智慧 内分泌专业 3

北京 春、秋 解放军总医院 北京市复兴路28号 100853 孙艳 301sunyan@sina.cn 王东晓 通科培训 春季暂停

北京 春季 解放军总医院 北京市复兴路28号 100853 孙艳 301sunyan@sina.cn 裴斐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北京 春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
纪坛医院

海淀区羊坊店铁医路10号 100039 孙路路 Sunlulu@264.net 顾红燕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北京 春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
纪坛医院

海淀区羊坊店铁医路10号 100039 孙路路 Sunlulu@264.net 谢铮铮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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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招生时间 培训基地医院 地址 邮编 基地主任 电子邮箱 带教药师 培训专业
核定招生

人数

北京 春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
纪坛医院

海淀区羊坊店铁医路10号 100039 孙路路 Sunlulu@264.net 栗芳 内分泌专业 3

北京 春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
坛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六号 100050 赵志刚 1022zzg@sina.com 司延斌 ICU专业 3

北京 春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
坛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六号 100050 赵志刚 1022zzg@sina.com 陈瑞玲 呼吸内科专业 3

北京 春、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
坛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六号 100050 赵志刚 1022zzg@sina.com 杨莉 通科培训 2

北京 春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
坛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六号 100050 赵志刚 1022zzg@sina.com 刘腾 消化内科专业 3

北京 春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
仁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1号 100730 王家伟 1716369072@qq.com 韩芙蓉 ICU专业 3

北京 春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
仁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1号 100730 王家伟 1716369072@qq.com 计紫超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北京 春季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45号 100053 闫素英 Yansuying10@sina.cn 褚燕琦 ICU专业 3

北京 春季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45号 100053 闫素英 Yansuying10@sina.cn 白向荣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北京 春季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长椿街45号 100053 闫素英 Yansuying10@sina.cn 齐晓涟 神经内科专业 3

北京 春季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二
医院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中路
100号

100039 韩晋 lcyx302@163.com 朱红 ICU专业 2

北京 春季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二
医院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中路
100号

100039 韩晋 lcyx302@163.com 曹明雪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北京 春季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二
医院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中路
100号

100039 韩晋 lcyx302@163.com 秦立 消化内科专业 3

北京 春季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朝阳区樱花东街2号 100029 陆进 Lujin07091@sina.com 丁庆明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北京 春季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朝阳区樱花东街2号 100029 陆进 Lujin07091@sina.com 赵莉 抗凝治疗专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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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招生时间 培训基地医院 地址 邮编 基地主任 电子邮箱 带教药师 培训专业
核定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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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春季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朝阳区樱花东街2号 100029 陆进 Lujin07091@sina.com 邓昂 内分泌专业 3

北京 春季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朝阳区樱花东街2号 100029 陆进 Lujin07091@sina.com 唐崑 肾内科专业 3

北京 春、秋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朝阳区樱花东街2号 100029 陆进 Lujin07091@sina.com 郭冬杰 通科培训 2

北京 春季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朝阳区樱花东街2号 100029 陆进 Lujin07091@sina.com 毛敏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福建 春、秋 福建省宁德市医院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北路七号 352100 游翠芳 xjt1916@sina.com 黄维英 通科培训 2

福建 春、秋 福建省宁德市医院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北路七号 352100 游翠芳 xjt1916@sina.com 林敏华 通科培训 2

福建 春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茶中路
20号

350005 王长连 wcl@medmail.com.cn 吴朝晖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福建 春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茶中路
20号

350005 王长连 wcl@medmail.com.cn 翁秀华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福建 春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茶中路
20号

350005 王长连 wcl@medmail.com.cn 林翠鸿 神经内科专业 3

福建 春、秋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茶中路
20号

350005 王长连 wcl@medmail.com.cn 王航 通科培训 2

福建 春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茶中路
20号

350005 王长连 wcl@medmail.com.cn 林荣芳 消化内科专业 3

福建 春季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
医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胜利路
59号

363000 李碧峰 zzsyylcys@163.com 许可珍 内分泌专业 3

福建 春、秋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
医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胜利路
59号

363000 李碧峰 zzsyylcys@163.com 陈宜锋 通科培训 3

福建 春季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镇海路
55号

361003 孙州亮 sunzhouliang@126.com 曹伟 ICU专业 3

福建 春季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镇海路
55号

361003 孙州亮 sunzhouliang@126.com 魏吟秋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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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招生时间 培训基地医院 地址 邮编 基地主任 电子邮箱 带教药师 培训专业
核定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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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春季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厦门市湖滨南路209号 361004 欧阳华 oyh820@hotmail.com 宋敏 抗肿瘤药物专业 2

福建 春、秋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厦门市湖滨南路209号 361004 欧阳华 oyh820@hotmail.com 杨帆 通科培训 3

甘肃 春、秋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兰州市城关区和政西街1号 730000 要林青 yaolq35725@163.com 向蓉 通科培训 3

甘肃 春、秋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南滨
河路333号

730050 贾正平
jiazhengping2012@163.
com 

任俊 通科培训 2

广东 春季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106
号

510080 杨敏 mnmyang@yahoo.com.cn; 陈文颖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广东 春季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106
号

510080 杨敏 mnmyang@yahoo.com.cn; 曾卫强 抗肿瘤药物专业 2

广东 春季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106
号

510080 杨敏 mnmyang@yahoo.com.cn; 劳海燕 肾内科专业 3

广东 春、秋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106
号

510080 杨敏 mnmyang@yahoo.com.cn; 张晓娟 通科培训 2

广东 春季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106
号

510080 杨敏 mnmyang@yahoo.com.cn; 刘晓琦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广东 春季 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农林下路19号 510080 陈吉生 gyfyyxb@126.com 李艳 呼吸内科专业 3

广东 春季 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广州市农林下路19号 510080 陈吉生 gyfyyxb@126.com 吴红卫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广东 春季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路151号 510120 肖翔林 wujun804@163.com 陈文瑛 ICU专业 2

广东 春季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路151号 510120 肖翔林 wujun804@163.com 黄珊珊 心血管内科专业 2

广东 春季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
院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838号 510515 刘世霆 shitingliu@126.com 张庆 呼吸内科专业 3

广东 春季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
院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838号 510515 刘世霆 shitingliu@126.com 娄艳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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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招生时间 培训基地医院 地址 邮编 基地主任 电子邮箱 带教药师 培训专业
核定招生

人数

广东 春季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
院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838号 510515 刘世霆 shitingliu@126.com 蔡晶 抗肿瘤药物专业 2

广东 春季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
院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838号 510515 刘世霆 shitingliu@126.com 李力任 内分泌专业 3

广东 春、秋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
院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838号 510515 刘世霆 shitingliu@126.com 刘世霆 通科培训 2

广东 春季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
院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838号 510515 刘世霆 shitingliu@126.com 郑萍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广东 春季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市工业大道中253号 510282 王勇 yongwh2005@163.com 王黎青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广东 春季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市工业大道中253号 510282 王勇 yongwh2005@163.com 邓勋 内分泌专业 3

广东 春季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3002
号

518035 吴建龙 wjl06@163.com 李璐 呼吸内科专业 3

广东 春季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3002
号

518035 吴建龙 wjl06@163.com 王金平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广东 春、秋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3002
号

518035 吴建龙 wjl06@163.com 彭菲 通科培训 2

广东 春季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市沿江西路107号  510120 伍俊妍 13926018606@139.com 林茵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广东 春季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市沿江西路107号  510120 伍俊妍 13926018606@139.com 李剑芳 肾内科专业
产假申请
暂停招生

广东 春、秋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市沿江西路107号  510120 伍俊妍 13926018606@139.com 廖日房 通科培训 2

广东 春季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广州市东风东路651号 510060 黄红兵 huanghb@sysucc.org.cn 梁蔚婷 抗肿瘤药物专业 2

广东 春季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广州市东风东路651号 510060 黄红兵 huanghb@sysucc.org.cn 李晓燕 抗肿瘤药物专业 2

广西 春季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南宁市双拥路6号 530021 刘滔滔 gxydyxb@163.com 刘滔滔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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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招生时间 培训基地医院 地址 邮编 基地主任 电子邮箱 带教药师 培训专业
核定招生

人数

广西 春季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南宁市双拥路6号 530021 刘滔滔 gxydyxb@163.com 万瑞融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广西 春、秋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南宁市双拥路6号 530021 刘滔滔 gxydyxb@163.com 丘岳 通科培训 2

贵州 春季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阳市中山东路83号 550002 谢娟 12237786@qq.com 盛长城 呼吸内科专业 3

贵州 春季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阳市中山东路83号 550002 谢娟 12237786@qq.com 熊世娟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贵州 春季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遵义市大连路149号 563003  陈灵 zmchyb@163.com 龚磊 ICU专业 3

贵州 春季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遵义市大连路149号 563003  陈灵 zmchyb@163.com 孔晶 呼吸内科专业 3

河北 春、秋 河北省人民医院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348号 050051 董占军 13313213656@126.com 马银玲 通科培训 2

河北 春、秋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215号 50000 王淑梅 shumei-wang@163.com 杨秀岭 通科培训 3

河北 春季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石家庄市桥东区健康路12号 50011 刘江 liujiang9953@163.com 周霞瑾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河北 春季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石家庄市桥东区健康路12号 50011 刘江 liujiang9953@163.com 梁平 抗肿瘤药物专业 2

河北 春、秋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石家庄市桥东区健康路12号 50011 刘江 liujiang9953@163.com 侯娟 通科培训 3

河南 春季 河南省人民医院 郑州市纬五路7号 450003 秦玉花 qinyuhua399@163.com 柴东燕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河南 春季 河南省人民医院 郑州市纬五路7号 450003 秦玉花 qinyuhua399@163.com 齐艳霞 内分泌专业 2

河南 春、秋 河南省人民医院 郑州市纬五路7号 450003 秦玉花 qinyuhua399@163.com 赵淑娟 通科培训 2

河南 春季 河南省人民医院 郑州市纬五路7号 450003 秦玉花 qinyuhua399@163.com 赵红卫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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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招生时间 培训基地医院 地址 邮编 基地主任 电子邮箱 带教药师 培训专业
核定招生

人数

河南 春季 河南省人民医院 郑州市纬五路7号 450003 秦玉花 qinyuhua399@163.com 蔡海霞 心血管内科专业 2

河南 春季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省郑州市东明路127号 450008 赵秀莉 hnzzzwz@sina.com 杜娟 抗肿瘤药物专业 2

河南 春季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省郑州市东明路127号 450008 赵秀莉 hnzzzwz@sina.com 林晓贞 抗肿瘤药物专业 2

河南 春、秋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卫辉市健康路88号 453100 邓智建 xyyfylcyx@163.com 惠红岩 通科培训 2

河南 春、秋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卫辉市健康路88号 453100 邓智建 xyyfylcyx@163.com 裴素娟 通科培训 2

黑龙江 春季 大庆油田总医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中
康街9号

163001 张晓友 daqing.wanghao@163. 肖威 呼吸内科专业 3

黑龙江 春季 大庆油田总医院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中
康街9号

163001 张晓友 daqing.wanghao@163.c 程晓慧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黑龙江 春季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57号 150010 金彦 jinyan70@126.com 魏婷 小儿用药专业 2

黑龙江 春季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57号 150010 金彦 jinyan70@126.com 唐淑含 小儿用药专业 3

黑龙江 春季 哈尔滨市儿童医院 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57号 150010 金彦 jinyan70@126.com 李天姿 小儿用药专业 3

黑龙江 春季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保
健路148号

150086 刘高峰 liugaofengwty@126.com 刘娟 神经内科专业 3

黑龙江 春、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保
健路148号

150086 刘高峰 liugaofengwty@126.com 孙志丹 通科培训 2

黑龙江 春季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保
健路148号

150086 刘高峰 liugaofengwty@126.com 许世伟 消化内科专业 3

黑龙江 春季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
医院

哈尔滨市南岗区颐园街37号 150001 吴玉波 ydyxwyb@163.com 刘冬敏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黑龙江 春季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
医院

哈尔滨市南岗区颐园街37号 150001 吴玉波 ydyxwyb@163.com 孙向菊 内分泌专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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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招生时间 培训基地医院 地址 邮编 基地主任 电子邮箱 带教药师 培训专业
核定招生

人数

黑龙江 春季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
医院

哈尔滨市南岗区颐园街37号 150001 吴玉波 ydyxwyb@163.com 徐娜 神经内科专业 2

黑龙江 春季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
医院

哈尔滨市南岗区颐园街37号 150001 吴玉波 ydyxwyb@163.com 蒋爱华 肾内科专业 3

黑龙江 春、秋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
医院

哈尔滨市南岗区颐园街37号 150001 吴玉波 ydyxwyb@163.com 刘天娇 通科培训 2

黑龙江 春季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
医院

哈尔滨市南岗区颐园街37号 150001 吴玉波 ydyxwyb@163.com 刘宣彤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黑龙江 春季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邮
政街23号

150001 海鑫 mamanling@126.com 刘璐 呼吸内科专业 3

黑龙江 春季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邮
政街23号

150001 海鑫 mamanling@126.com 李希娜 抗感染药物专业 2

黑龙江 春季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邮
政街23号

150001 海鑫 mamanling@126.com 张婧 神经内科专业 2

黑龙江 春、秋 牡丹江第二人民医院
牡丹江市阳明区光华街179
号

157013 付艳秋 mdjeyfyq@163.com 夏维 通科培训 2

黑龙江 春、秋 牡丹江第二人民医院
牡丹江市阳明区光华街179
号

157013 付艳秋 mdjeyfyq@163.com 翟金凤 通科培训 2

黑龙江 春、秋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公园路30
号

161005 梁桂林 dxqu2010@163.com 窦智磊 通科培训 2

黑龙江 春、秋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公园路30
号

161005 梁桂林 dxqu2010@163.com 马俊洁 通科培训 2

湖北 春季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627号 430070 辛华雯 huawenxin@163.com 余爱荣 呼吸内科专业 3

湖北 春季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627号 430070 辛华雯 huawenxin@163.com 何艳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湖北 春季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627号 430070 辛华雯 huawenxin@163.com 吴笑春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湖北 春、秋 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黄石市武汉路43号 435000 卢振  417817243@qq.com 宫丽 通科培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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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招生时间 培训基地医院 地址 邮编 基地主任 电子邮箱 带教药师 培训专业
核定招生

人数

湖北 春季 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黄石市武汉路43号 435000 卢振  417817243@qq.com 王雨来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湖北 春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
道1095号

430030 杜光 tjyxboffice@sina.com 汪震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湖北 春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
道1095号

430030 杜光 tjyxboffice@sina.com 桂玲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湖北 春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
道1095号

430030 杜光 tjyxboffice@sina.com 张程亮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湖北 春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
道1095号

430030 杜光 tjyxboffice@sina.com 张杨 小儿用药专业 3

湖北 春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武汉解放大道1277号 430022 陈东生 yjkchen@yahoo.com.cn 伍三兰 呼吸内科专业 3

湖北 春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武汉解放大道1277号 430022 陈东生 yjkchen@yahoo.com.cn 马林 肾内科专业 3

湖北 春、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武汉解放大道1277号 430022 陈东生 yjkchen@yahoo.com.cn 胡琪 通科培训 2

湖北 春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武汉解放大道1277号 430022 陈东生 yjkchen@yahoo.com.cn 韩勇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湖北 春、秋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航空路
8号

434000 徐传新 104076762@qq.com 赵业清 通科培训 2

湖北 春、秋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航空路
8号

434000 徐传新 104076762@qq.com 赵娟 通科培训 2

湖北 春季 武汉市第一医院 武汉市中山大道215号 430030 张耕 zhanggen888@1 26.com 邓体瑛 呼吸内科专业 3

湖北 春季 武汉市第一医院 武汉市中山大道215号 430030 张耕 zhanggen888@1 26.com 郭珩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湖北 春季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解放路
2号

443000 金桂兰 1481710450@qq.com 杨良芹 神经内科专业 3

湖北 春、秋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解放路
2号

443000 金桂兰 1481710450@qq.com 彭官良 通科培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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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招生时间 培训基地医院 地址 邮编 基地主任 电子邮箱 带教药师 培训专业
核定招生

人数

湖北 春季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大道183
号

443003 王燕燕 wangyy1001@163.com 胡月琴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湖北 春季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大道183
号

443003 王燕燕 wangyy1001@163.com 胡丽玲 肾内科专业 3

湖北 春、秋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大道183
号

443003 王燕燕 wangyy1001@163.com 潘松伟 通科培训 2

湖南 春、秋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郴州市中山西街罗家井102
号

432000 陈碧 chenbi4688@sina.com 王静宇 通科培训 3

湖南 春季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中路139
号

410011 向大雄
xiangdaxiong@163.com

肖轶雯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湖南 春季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中路139
号

410011 向大雄
xiangdaxiong@163.com

刘文辉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湖南 春季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中路139
号

410011 向大雄
xiangdaxiong@163.com

原海燕 内分泌专业 3

湖南 春、秋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中路139
号

410011 向大雄
xiangdaxiong@163.com

刘艺平 通科培训 2

湖南 春季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中路139
号

410011 向大雄
xiangdaxiong@163.com

徐萍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湖南 春季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路
138号 

410013 刘世坤 l8618496@126.com 吴翠芳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湖南 春季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路
138号 

410013 刘世坤 l8618496@126.com 周于禄 抗肿瘤药物专业 2

湖南 春季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路
138号 

410013 刘世坤 l8618496@126.com 贾素洁 神经内科专业 3

湖南 春季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87号 410008 尹桃 simon863@vip.sina.com 戴智勇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湖南 春季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87号 410008 尹桃 simon863@vip.sina.com 阎敏 肾内科专业 3

湖南 春、秋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长沙市开福区湘雅路87号 410008 尹桃 simon863@vip.sina.com 邓晟 通科培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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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春、秋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吉林市龙潭区遵义东路52号 132021 张英俊 13089244299@163.com 王晓丹 通科培训 3

吉林 春季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吉林市龙潭区遵义东路52号 132021 张英俊 13089244299@163.com 何文凤 心血管内科专业 2

江苏 春季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市广州路300号 210029 孟玲 mengling-ml@163.com 曹加 呼吸内科专业 3

江苏 春季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市广州路300号 210029 孟玲 mengling-ml@163.com 罗璨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江苏 春季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市广州路300号 210029 孟玲 mengling-ml@163.com 房文通 抗肿瘤药物专业 2

江苏 春季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市广州路300号 210029 孟玲 mengling-ml@163.com 邹颖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江苏 春季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
医院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321号 210008 葛卫红 6221230@sina.com 卞晓洁
肠外肠内营养专
业

3

江苏 春季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
医院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321号 210008 葛卫红 6221230@sina.com 张晋萍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江苏 春季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
医院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321号 210008 葛卫红 6221230@sina.com 徐航 抗凝治疗专业 3

江苏 春季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
医院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321号 210008 葛卫红 6221230@sina.com 计成 内分泌专业 3

江苏 春、秋 南京市第一医院 南京市长乐路68号 210006 朱余兵 zyb86052002@163.com 荆莉 通科培训 2

江苏 春、秋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苏省苏州市十梓街188号 215006 缪丽燕 miaolysuzhou@163.com 钱玉兰 通科培训 2

江苏 春季 苏州市立医院 苏州市道前街26号 215002 尚尔宁 slyyyjk2006@163.com 薛宏志 内分泌专业 2

江苏 春季 苏州市立医院 苏州市道前街26号 215002 尚尔宁 slyyyjk2006@163.com 翁小红 小儿用药专业 2

江苏 春、秋 泰州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迎春路
210号

225300 魏润新 wyawrx_01@sina.com 王小梅 通科培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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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春、秋 泰州市人民医院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迎春路
210号

225300 魏润新 wyawrx_01@sina.com 张馨 通科培训 2

江苏 春季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江苏省徐州市淮海西路99号 221006 吕冬梅 dongmeilv@163.com 王涛 内分泌专业 2

江苏 春、秋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江苏省徐州市淮海西路99号 221006 吕冬梅 dongmeilv@163.com 云筠筠 通科培训 3

江苏 春季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江苏省徐州市淮海西路99号 221006 吕冬梅 dongmeilv@163.com 韩强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江西 春季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赣州市青年路23号 341000 钟星明 gyfyyjk@163.com 陈芳辉 肾内科专业 2

江西 春、秋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赣州市青年路23号 341000 钟星明 gyfyyjk@163.com 郭春钰 通科培训 3

江西 春、秋 赣州市人民医院 赣州市红旗大道17号 341000 王丽芳  gzsrmyyyjk@163.com 黄绍通 通科培训 3

江西 春、秋 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景德镇市中华北路317号 333000 王亚非 2323684802@qq.com 王景艳 通科培训 3

江西 春、秋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九江市塔岭南路48号 332000 沈冬梅 xiyaofang@126.com   章超  通科培训 3

江西 春、秋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浔阳东
路57号

332000 彭桂清 pengguiqing8@126.com 张华锋 通科培训 3

江西 春、秋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江西省南昌市广场南路133
号

330006 钱进 ndsfyyjk@163.com  罗文艳 通科培训 3

江西 春季 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江西省南昌市广场南路133
号

330006 钱进 ndsfyyjk@163.com  敖锦芳 消化内科专业 3

江西 春季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南昌市永外正街17号 330006 魏筱华 wxh-hello@163.com 钟海利 ICU专业 3

江西 春季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南昌市永外正街17号 330006 魏筱华 wxh-hello@163.com 欧阳爱军 呼吸内科专业 3

江西 春季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南昌市永外正街17号 330006 魏筱华 wxh-hello@163.com 陈璿瑛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mailto:dongmeilv@163.com
mailto:dongmeilv@163.com
mailto:dongmeilv@163.com
mailto:gxydyj@yahoo.cn
mailto:ncadr1200@yahoo.com.cn
mailto:wangchunge@medmail.com.cn


地区 招生时间 培训基地医院 地址 邮编 基地主任 电子邮箱 带教药师 培训专业
核定招生

人数

江西 春季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南昌市永外正街17号 330006 魏筱华 wxh-hello@163.com 王琳 内分泌专业 3

江西 春季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西省南昌市永外正街17号 330006 魏筱华 wxh-hello@163.com 胡锦芳 消化内科专业 3

江西 春、秋 南昌市第一医院 南昌市象山北路128号 330008 彭梅 krh1970@sina.com 张慧明 通科培训 3

江西 春、秋 萍乡市人民医院 萍乡市安源区广场路128号 337055 林小小 pxyaoxuebu@126.com 钟强 通科培训 3

辽宁 春季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222号 116011 汤新强 dyyyly@aliyun.com 柳杰 呼吸内科专业 3

辽宁 春季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222号 116011 汤新强 dyyyly@aliyun.com 席艳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辽宁 春季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222号 116011 汤新强 dyyyly@aliyun.com 栗云明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辽宁 春季 沈阳军区总医院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83号

110016 史国兵 smartox@126.com 任天舒 呼吸内科专业 3

辽宁 春季 沈阳军区总医院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83号

110016 史国兵 smartox@126.com 肖江宁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辽宁 春、秋 沈阳军区总医院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83号

110016 史国兵 smartox@126.com 樊荣 通科培训 2

辽宁 春季 沈阳军区总医院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83号

110016 史国兵 smartox@126.com 党大胜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辽宁 春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
街155号

110001 姜明燕 syjmy@126.com 曲连悦 ICU专业 3

辽宁 春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
街155号

110001 姜明燕 syjmy@126.com 张伟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辽宁 春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
街155号

110001 姜明燕 syjmy@126.com 蔡爽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辽宁 春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
街155号

110001 姜明燕 syjmy@126.com 王可可 内分泌专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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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春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
街155号

110001 姜明燕 syjmy@126.com 梁宇 心血管内科专业 2

辽宁 春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
院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36号 

110004 肇丽梅
zhaolm@sj-
hospital.org

孙浩 ICU专业 2

辽宁 春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
院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36号 

110004 肇丽梅
zhaolm@sj-
hospital.org

刘晓东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辽宁 春、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
院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36号 

110004 肇丽梅
zhaolm@sj-
hospital.org

庞露 通科培训 2

辽宁 春季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
院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36号 

110004 肇丽梅
zhaolm@sj-
hospital.org

杜晓明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内蒙古 春季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金霍洛
西街23号

017000 苏伊新 suchang2180@sina.com 王星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内蒙古 春季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金霍洛
西街23号

017000 苏伊新 suchang2180@sina.com 杨俊丽 内分泌专业 3

内蒙古 春、秋 内蒙古包钢医院 包头市昆区少先路20号 o14010 高柏青 gbq9999@aliyun.com 温静 通科培训 3

内蒙古 春季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昭乌
达路20号

10017 刘小玲 nyliuxiaoling@163.com 杜玉娟 呼吸内科专业 3

内蒙古 春季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昭乌
达路20号

10017 刘小玲 nyliuxiaoling@163.com 赵甡慧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内蒙古 春季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昭乌
达路20号

10017 刘小玲 nyliuxiaoling@163.com 张丽 内分泌专业 2

青海 春季 青海省人民医院 青海省西宁市共和路2号 810007 马全明 mquanm4@163.com 吴雪花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青海 春季 青海省人民医院 青海省西宁市共和路2号 810007 马全明 mquanm4@163.com 卢海儒 神经内科专业 3

青海 春、秋 青海省人民医院 青海省西宁市共和路2号 810007 马全明 mquanm4@163.com 刘潇 通科培训 2

山东 春、秋 青岛市市立医院 青岛市胶州路1号 266011 王少华
wsh_pharm@yahoo.com.c
n

石文斌 通科培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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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春季 济南市中心医院 济南市解放路105号 250013 温清 wenq0619@sina.com 于克炜 抗肿瘤药物专业 2

山东 春、秋 济南市中心医院 济南市解放路105号 250013 温清 wenq0619@sina.com 张翔 通科培训 3

山东 春季 济南市中心医院 济南市解放路105号 250013 温清 wenq0619@sina.com 贺坤 心血管内科专业 2

山东 春、秋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济宁市市中区健康路6号 272011  郭玉金 gyj99@126.com 姚佳 通科培训 3

山东 春季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济宁市中区古槐路79号 272029 曹晓孚 jyfyyjk@163.com 刘振 抗感染药物专业 2

山东 春季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山东济宁市中区古槐路79号 272029 曹晓孚 jyfyyjk@163.com 冯蕾 抗肿瘤药物专业 2

山东 春、秋 临沂市人民医院 山东省临沂市解放路27号 276003 鲍玉琳 baoyulin209@126.com 李峥嵘 通科培训 2

山东 春季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经五路324号 250021 张鉴 sdjnzhjx@163.com 邹东娜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山东 春季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经五路324号 250021 张鉴 sdjnzhjx@163.com 张文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山东 春、秋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经五路324号 250021 张鉴 sdjnzhjx@163.com 张雅慧 通科培训 2

山东 春季 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省济南市经五路324号 250021 张鉴 sdjnzhjx@163.com 刘丽娟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山东 春季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济南市经十路16766号 250014 李宏建 yjklhj@126.com 孙淑娟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山东 春季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济南市经十路16766号 250014 李宏建 yjklhj@126.com 徐巍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山东 春季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济南市经十路16766号 250014 李宏建 yjklhj@126.com 李妍 内分泌专业 3

山东 春季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济南市经十路16766号 250014 李宏建 yjklhj@126.com 黄欣 肾内科专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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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春、秋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济南市经十路16766号 250014 李宏建 yjklhj@126.com 杨蕊 通科培训 3

山东 春季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济南市经十路16766号 250014 李宏建 yjklhj@126.com 牟燕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山东 春季 山东烟台毓璜顶医院
山东省烟台市毓璜顶东路20
号

264000 梁延平
liangyanping@medmail.
com.cn

赵泉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山东 春季 山东烟台毓璜顶医院
山东省烟台市毓璜顶东路20
号

264000 梁延平
liangyanping@medmail.
com.cn

孙海燕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山东 春、秋 淄博市第一医院
淄博市博山区峨嵋山东路4
号

255200 谢法东 yjkxfd@126.com 张建国 通科培训 2

山东 春、秋 淄博市第一医院
淄博市博山区峨嵋山东路4
号

255200 谢法东 yjkxfd@126.com 郑观芸 通科培训 2

山东 春季 淄博市中心医院
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西路54
号

255036 司继刚 sjg1019@163.com 曹凯 抗肿瘤药物专业 2

山东 春、秋 淄博市中心医院
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西路54
号

255036 司继刚 sjg1019@163.com 马慧萍 通科培训 3

山西 春季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山西省太原市五一路382号 30001 赵生芳
zhaoshengfang1954@126
.com

王欣春 呼吸内科专业 3

山西 春季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山西省太原市五一路382号 30001 赵生芳
zhaoshengfang1954@126
.com

张瑞琴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山西 春、秋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太原市解放南路85号 30001 李青 liqing526@163.com 刘建萍 通科培训 3

陕西 春季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新寺路
569号

710038 张琰 ymengmeng1980@163.c 杨蒙蒙 ICU专业 2

陕西 春季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新寺路
569号

710038 张琰 ymengmeng1980@163.c 衡宇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陕西 春季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新寺路
569号

710038 张琰 ymengmeng1980@163.c 杨燕 内分泌专业 3

陕西 春季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陕西西安市长乐西路127号 710032 文爱东 adwen@fmmu.edu.cn 吴寅 器官移植专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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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春季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陕西西安市长乐西路127号 710032 文爱东 adwen@fmmu.edu.cn 乔逸 消化内科专业 3

陕西 春、秋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西安市雁塔西路277号 710061 董亚琳
dongyalin@medmail.com
.cn

单媛媛 通科培训 2

上海 春季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
院

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168号 200433 高申 ggss99@126.com 王卓 呼吸内科专业 3

上海 春季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
院

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168号 200433 高申 ggss99@126.com 丁楠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上海 春季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
院

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168号 200433 高申 ggss99@126.com 钱皎 抗凝治疗专业 3

上海 春季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
院

上海市杨浦区长海路168号 200433 高申 ggss99@126.com 田泾 消化内科专业 3

上海 春季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12号 200040 钟明康
mkzhong@medmail.com.c
n

张亮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上海 春季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12号 200040 钟明康
mkzhong@medmail.com.c
n

马春来 神经内科专业 3

上海 春季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12号 200040 钟明康
mkzhong@medmail.com.c
n

邱晓燕 肾内科专业 3

上海 春、秋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12号 200040 钟明康
mkzhong@medmail.com.c
n

陈碧翠 通科培训 2

上海 春季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
征医院

上海市凤阳路415号 200003 陈万生 chenws126@126.com 黄立峰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上海 春季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
征医院

上海市凤阳路415号 200003 陈万生 chenws126@126.com 候幸赟 内分泌专业 3

上海 春、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

上海浦东新区浦建路160号 200127 林厚文 franklin67@126.com 逄晓云 通科培训 2

上海 春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

上海瑞金二路197号 200025 杨婉花 yangwanhuaxy@163.com 何娟 ICU专业 3

上海 春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

上海瑞金二路197号 200025 杨婉花 yangwanhuaxy@163.com 方洁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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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春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

上海瑞金二路197号 200025 杨婉花 yangwanhuaxy@163.com 张伟霞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上海 春季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延长中路301号 200072 李玲 syliling2004@126.com 廖赟 ICU专业 3

上海 春季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市延长中路301号 200072 李玲 syliling2004@126.com 费轶博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四川 春、秋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南充市文化路63号 637000 刘福 nclf91@163.com 李胜前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四川 春、秋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南充市文化路63号 637000 刘福 nclf91@163.com 周玥 通科培训 3

四川 春、秋 达州市中心医院 达州市通川区南岳庙街56号 635000 黄纯友 13778317918@163.com 孙小东 通科培训 3

四川 春季 达州市中心医院 达州市通川区南岳庙街56号 635000 黄纯友 13778317918@163.com 彭绍贤  消化内科专业 2

四川 春、秋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太平街
25号

646000 叶云 yeyun8622@163.com 王国俊 通科培训 2

四川 春、秋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太平街
25号

646000 叶云 yeyun8622@163.com 王述荣 通科培训 2

四川 春季 绵阳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常家巷
12号

621000 饶友义 ryy4321@sina.com 张瑜 内分泌专业 2

四川 春、秋 绵阳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常家巷
12号

621000 饶友义 ryy4321@sina.com 周捷 通科培训 3

四川 春季 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大北街
128号

637000 曾友志 ncadr1200@aliyun.com 苏强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四川 春、秋 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大北街
128号

637000 曾友志 ncadr1200@aliyun.com 杨思芸 通科培训 3

四川 春季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20号 610041 张伶俐 zhlingli@sina.com 陈力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四川 春季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20号 610041 张伶俐 zhlingli@sina.com 黄亮 小儿用药专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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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春季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成都外南国学巷37号 610041 徐珽 tingx2009@163.com 严郁 呼吸内科专业 2

四川 春季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成都外南国学巷37号 610041 徐珽 tingx2009@163.com 李健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四川 春季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成都外南国学巷37号 610041 徐珽 tingx2009@163.com 杨林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四川 春季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成都外南国学巷37号 610041 徐珽 tingx2009@163.com 于磊 消化内科专业 3

四川 春季 四川省人民医院 成都市一环路西二段32号 610072 童荣生 tongrs@126.com 杨勇 呼吸内科专业 3

四川 春季 四川省人民医院 成都市一环路西二段32号 610072 童荣生 tongrs@126.com 张敏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四川 春季 四川省人民医院 成都市一环路西二段32号 610072 童荣生 tongrs@126.com 陈岷 抗肿瘤药物专业 2

四川 春季 四川省人民医院 成都市一环路西二段32号 610072 童荣生 tongrs@126.com 李刚 心血管内科专业 3

四川 春、秋 四川省人民医院 成都市一环路西二段32号 610072 童荣生 tongrs@126.com 龙恩武 通科培训 3

天津 春季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24号 300192 徐彦贵 13920455619@139.com 卜一珊 ICU专业 3

天津 春季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24号 300192 徐彦贵 13920455619@139.com 朱立勤 呼吸内科专业 3

天津 春季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24号 300192 徐彦贵 13920455619@139.com 任海霞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天津 春季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24号 300192 徐彦贵 13920455619@139.com 陈凡 内分泌专业 3

天津 春、秋 天津市南开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6号 300100 阎姝 yjknkyy@163.com 田书霞 通科培训 2

天津 春、秋 天津市南开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6号 300100 阎姝 yjknkyy@163.com 于福文 通科培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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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招生时间 培训基地医院 地址 邮编 基地主任 电子邮箱 带教药师 培训专业
核定招生

人数

天津 春季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

天津市河西区体院北环湖西
路

300060 王晨 tjzllyjd@126.com 韩建庚 ICU专业 3

天津 春季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

天津市河西区体院北环湖西
路

300060 王晨 tjzllyjd@126.com 缪纬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天津 春季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

天津市河西区体院北环湖西
路

300060 王晨 tjzllyjd@126.com 宋晓坤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新疆 春、秋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
院

乌鲁木齐市河南西路118号 830011 杨淑梅 xjysm22@sina.com 沈静 通科培训 2

新疆 春、秋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
院

乌鲁木齐市河南西路118号 830011 杨淑梅 xjysm22@sina.com 朱瑾 通科培训 2

新疆 春、秋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新疆乌鲁木齐鲤鱼山南路
137号

830011 王建华 jhw716@163.com 钱晓宏 通科培训 3

新疆 春、秋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池路91号 830001 蒋玉凤 jyf4260@163.com 李燕菊 通科培训 3

云南 春、秋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大观路212号 650032 徐贵丽 kzlcys@126.com 贺娟 通科培训 3

云南 春季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504号 650011 宋沧桑 songcs163@163.com 杨焕芝 ICU专业 2

云南 春季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504号 650011 宋沧桑 songcs163@163.com 蒋潇 抗感染药物专业 2

浙江 春季 台州市中心医院 台州市东海大道999号 318000 陈赛贞 zxyyyjk@enzemed.com 王茹稼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浙江 春、秋 台州市中心医院 台州市东海大道999号 318000 陈赛贞 zxyyyjk@enzemed.com 徐珊珊 通科培训 3

浙江 春、秋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温州市园西巷2号 325000  张秀华 wzzhangxiuhua@126.com 潘晓锋
肠外肠内营养专
业

2

浙江 春季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温州市园西巷2号 325000  张秀华 wzzhangxiuhua@126.com 张春红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浙江 春、秋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温州市园西巷2号 325000  张秀华 wzzhangxiuhua@126.com 石大伟 通科培训 3

mailto:gebin1965@sina.comgjy0630@163.com
mailto:jiaohaisheng123@yahoo.com.cn
mailto:jhw716@163.com
mailto:jyf4260@163.com
mailto:kzlcys@126.com
mailto:tzcsz@126.com
mailto:tzcsz@126.com
mailto:ahslyyjl@126.com
mailto:wzzhangxiuhua@126.com
mailto:ahslyyjl@126.com


地区 招生时间 培训基地医院 地址 邮编 基地主任 电子邮箱 带教药师 培训专业
核定招生

人数

浙江 春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杭州市庆春路79号 310003 卢晓阳 lxy00711@126.com 姜赛平 ICU专业 3

浙江 春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杭州市庆春路79号 310003 卢晓阳 lxy00711@126.com 胡云珍 神经内科专业 3

浙江 春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
夫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庆春东路三号 310016 马珂
makeali2003@yahoo.com
.cn

赵蕊 ICU专业 3

浙江 春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
夫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庆春东路三号 310016 马珂
makeali2003@yahoo.com
.cn

朱剣萍 抗感染药物专业 2

浙江 春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
夫医院

浙江省杭州市庆春东路三号 310016 马珂
makeali2003@yahoo.com
.cn

沈丽蓉 抗肿瘤药物专业 3

重庆 春季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西南）

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
29号

400038 夏培元 xnyy_yjk@163.com 何菊英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重庆 春季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西南）

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
29号

400038 夏培元 xnyy_yjk@163.com 唐敏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重庆 春、秋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西南）

重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
29号

400038 夏培元 xnyy_yjk@163.com 张欣 通科培训 2

重庆 春季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重庆市渝中区友谊路1号 400016 邱峰 qiufenga@outlook.com 周欣
肠外肠内营养专
业

3

重庆 春季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重庆市渝中区友谊路1号 400016 邱峰 qiufenga@outlook.com 龙锐 抗感染药物专业 3

重庆 春季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重庆市渝中区友谊路1号 400016 邱峰 qiufenga@outlook.com 刘宇 抗肿瘤药物专业 2

重庆 春、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重庆市渝中区友谊路1号 400016 邱峰 qiufenga@outlook.com 朱深银 通科培训 3

重庆 春季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重庆市渝中区友谊路1号 400016 邱峰 qiufenga@outlook.com 杨佳丹 心血管内科专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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