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州）名称 县（市）名称 体检机构 主检医师名单

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 朱晖

中国人民解放军95829部队医院 朗道国

江汉区 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范忠杰

硚口区 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路院区） 杨柳

汉阳区 武汉市第五医院 盛蕾

武昌区 武汉市第七医院 孙杰

青山区 武汉市第九医院 桂伟

东湖高新区 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 徐威

洪山区 武汉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武汉体育学院附属医院） 沈泓海

东西湖区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 刘耀

汉南区人民医院 浦 湧

协和医院西院 岳樊林

蔡甸区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江北医院(蔡甸区人民医院) 洪强

江夏区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胡春萍

黄陂区人民医院 杨汉桥

黄陂区中医医院 李建洲

新洲区 新洲区人民医院 黄康伟

黄石市二医院 程国平

黄石市第五医院 李军

黄石爱康医院 徐为群

阳新县 阳新县人民医院 肖本利

大冶市 大冶市中医院 周浩

十堰市人民医院 杨洁

十堰市太和医院 兰永社

国药东风总医院 阎劲松

十堰市妇幼保健院 刘咏梅

十堰市中医医院 曾晓燕

郧阳区 郧阳区疾控中心 何钰

郧西县 郧西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尚兵

竹山县 竹山县妇幼保健院 陈小平

竹溪县 十堰仁和体检中心 王鹏

房  县 房县人民医院 龚震

丹江口市 丹江口市第一医院 范荣国

咸宁市直 咸宁市中医医院 罗昌柏

咸安区 咸宁市咸安区中医医院 朱代林

赤壁市 赤壁市蒲纺医院 皮志杰

通城县 通城县人民医院 王林甫

崇阳县 崇阳县人民医院 张翔

嘉鱼县 嘉鱼县人民医院 张琴兰

通山县 通山县人民医院 徐武敏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伍家院区 张婷婷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西陵院区 毕铁民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清

夷陵区 宜昌市夷陵医院 李守华

江岸区

汉南区

黄陂区

黄石市市区

十堰市区

宜昌市城区

湖北省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机构和主检医师公示名单

武汉市

黄石市

十堰市

咸宁市

宜昌市



远安县 远安县中医医院 张开平

兴山县 兴山县人民医院 李荣德

秭归县人民医院 曾凡荣

秭归县中医医院 韩永界

长阳县 长阳县中医院 余鹏飞

五峰县 五峰县人民医院 张玉周

宜都市人民医院 邹威

宜都市人民医院枝城院区 雷少锋

当阳市 当阳市人民医院 刘东飞

枝江市 枝江市中医医院 郑翔宇

黄州区 黄州区人民医院 曹建冰

团风县 团风县总医院 黄 卫

红安县 红安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韩汉桥

罗田县 罗田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周楚林

英山县 英山县人民医院 陈彦龙

浠水县 浠水县人民医院 张红兵

蕲春县 蕲春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俊新

黄梅县 黄梅县人民医院 王忠诚

麻城市 麻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丁玉麒

武穴市 武穴市第一人民医院 余凌云

襄阳市区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沈晨

襄州区 襄州区人民医院 熊裕雄

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段仁权

枣阳市中医医院 赵久军

宜城市 宜城市中医医院 徐善全

南漳县 南漳县人民医院 吴守伦

谷城县 谷城县中医院 蔡庆平

保康县 保康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赵明久

老河口市 老河口市中医医院 冯亚兵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万里

荆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金晓敏

公安县人民医院 圣文

公安县中医医院 朱兴

监利市 监利市疾控中心 盛传芳

江陵县 江陵县人民医院 侯著虎

石首市 石首市人民医院 刘珍年

洪湖市人民医院 杨洪泉

洪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刘先明

松滋市 松滋市中医医院 梅钢

鄂州市中心医院 田柳

鄂州市中医医院 赵玲

鄂州二医院 胡淑芳

鄂钢医院 王振新

华容区人民医院 姜昆朋

梁子湖区人民医院 刘慧玲

鄂州美年大健康体检门诊部 胡钢

市直 随州市中心医院 吴高章

随县 随县中医医院 魏继雄

广水市 广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宏运

鄂州市

秭归县

宜都市

枣阳市

荆州市区

公安县

洪湖市

黄冈市

襄阳市

荆州市

随州市

宜昌市



曾都区 随州市曾都医院 王小林

荆门市直 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何青

沙洋县 沙洋县人民医院 刘宗学

钟祥市 钟祥市中医院 陈小军

京山市 京山市人民医院 晏继华

恩施市中心医院 郑永梅

恩施州中心医院 胡玲波

蒋政

陈斌

刘永平

吴卫华

建始县 建始县人民医院 朱发术

邓立刚

万玉伦

宣恩县 宣恩县中医医院 杨兴国

咸丰县 咸丰县人民医院 颜学惠

来凤县 来凤县人民医院 李爱民

鹤峰县 鹤峰县中心医院 张腊英

孝感市普通高校中专招生体检站 赵之敬

彭梅玉

马在珍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刘北涛

仙桃市中医医院 邵克武

神农架林区人民医院 段晋宁

潜江市中心医院潜江市

恩施市

利川市

巴东县

利川市人民医院

利川市民族中医院

巴东县人民医院

随州市

荆门市

恩施州

孝感市

天门市

仙桃市

神农架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