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单位职务 技术

1 丁 锋 江苏盛世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级

2 丁满生 江苏泰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工厂厂长
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

质量工程师

3 于生兰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高教所所长 教授/主任中药师

4 马  钧 国药集团泰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

5 马  莹 泰州市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科科长 主任药师

6 王仁权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海慈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部部长，质量负责人、

质量受权人
生物医药化工中级工程师

7 王文凤 泰州市苏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注册税务师、会计师

8 王  平 泰州莱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经理 /

9 王立中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院院长 教授

10 王宇东 江苏朗博特动物药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

11 王志远 江苏顺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级

12 王  凯 江苏中慧元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副总 工程师

13 王和琴 扬子江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副部长 中级工程师（化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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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荣荣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 / 主管中药师

15 王  威 泰州市中医院 药学部主任 主任药师

16 王  胜 江苏森瑞谱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执行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17 王  琴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质量保证部经理 执业药师

18 王超然
中科院大化所中国医药城生物

医药创新研究院
副院长 副研究员

19 王  皓 泰州迈博太科药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研究员

20 王裕宏 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药学部主任 副主任药师

21 王满朝 江苏耀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22 王  静 泰州市医药园区管委会 业务主管 主管药师

23 王  静 江苏瑞科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质量官/质量负责人 正高级工程师

24 王  翼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教师 副教授

25 毛纪根 安若维他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工程师

26 石爱平 泰兴市人民医院 药学部副主任、GCP机构班主任 主任药师

27 史解矛 艾兰得营养品泰州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28 包冬萍
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

泰州区域中心
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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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吕建峰 泰兴市人民医院 支部副书记 主任中药师

30 吕慧敏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药物研究院院长助理 副主任药师

31 朱  玉 靖江市城南中心卫生院 药剂科科长 主任中药师

32 朱成强 江苏朗博特动物药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助理研究员

33 朱华芳 江苏默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办主任 初级工程师/执业药师

34 朱秀翔 华润泰州医药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 副主任中药师

35 伏星驰 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药学部主任 副主任药师

36 任晚琼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主任药师

37 华  欣 江苏悦兴药业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兼行政总监 高级工程师

38 刘中华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裁 高级工程师

39 刘水根 阿里生物技术泰州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级

40 刘  杰 靖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药剂科主任 主管药师

41 刘雨鑫 江苏千寿医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42 刘忠元 纽澳美药业江苏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

43 刘晓立 盛世东唐江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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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刘  涛 江苏安必生制药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45 刘银娟
扬子江药业集团

江苏扬子江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质量总监（副部级） 助理经济师/执业药师

46 刘慧霞 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药剂科科长 副主任药师

47 汤晓雷 江苏悦世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

48 安有才 江苏中慧元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

49  祁展楷 江苏亳末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O 医生

50 孙  云 扬州大学 教授 教授

51 孙白雪 江苏康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级工程师

52 孙国明 上海汇伦江苏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

53 孙建平 泰州市高港中医院 书记、院长 主任医师

54 牟  伊 泰州学院 医药与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55 红  玮 江苏中天药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高级经济师

56 花慧莲 泰州市人民医院 科长 主任药师

57 苏玮玮 华威特（江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总裁 高级兽医师

58 李月琴 泰州市姜堰区中医院 药学部副主任（主持工作） 主任中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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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李为为 江苏一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

60 李  平 泰州市姜堰区中医院 副院长 主任医师

61 李丽萍 江苏申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二级

62 李  征 江苏信立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英语专业八级

63 李建华 泰州市人民医院 药学部主任 副主任药师

64 李勇军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党委委员、组织部、统战部部长 教授

65 李  海 江苏盈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 /

66 李朝阳 江苏中治制药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级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师

67 杨桂新 南京医药泰州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

68 杨晓莉 靖江市新桥镇中心卫生院 药事管理办公室主任 主管药师

69 肖文森 江苏西典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

70 时立新 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负责人 制药高级工程师

71 吴红旗 泰州市中医院 药学部副主任 副主任中药师

72 邱又彬 江苏华越医疗器械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中级职称

73 何立巍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 副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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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何海蓉 中崇新诺生物科技泰州有限公司 总经理 农业推广研究员

75 余晓燕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龙凤堂中药有限公司 厂长助理 药学高级（副主任药师）

76 辛 聪 江苏华为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主管药师

77 闵文林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78 沙  琦 江苏盈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高级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

79 沈熀兴 靖江市季市镇中心卫生院 药械科长 副主任药师

80 宋亚洋 江苏泰和（泰州）律师事务所 主任 三级律师

81 张玉斌 江苏亚盛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 高工

82 张丽欣 江苏泰德医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高级职称

83 张其光 江苏奇兴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

84 张  昕 鲲鱼健康药业江苏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级工程师

85 张  凯 江苏华世通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负责人 /

86 张智俊 泰州市华港镇里华卫生院 院长 副主任药师

87 张  翔 江苏美时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级

88 陈庆年 泰州市人民医院 宣传科处长 主管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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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陈  宇 泰州复旦张江药业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 中级工程师

90 陈志清 泰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高级经济师

91 陈凯霞 靖江市人民医院 药事管理科科长 主任药师

92 陈  蕾 泰州蕾灵百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O /

93 邵志焰 靖江市中医院 药事管理科科长 副主任药师

94 范  军 泰州越洋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首席技术官 高级工程师

95 林  健 江苏美通制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 教授（正高级）

96 金  伟 江苏杜瑞制药有限公司 总经理 助理工程师

97 周永华 兴化市中医院 院长 主任医师

98 周来基 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药学部 主任药师

99 周继红 泰州医药园区管委会 原管委会副主任 /

100 郑  平 江苏三江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负责人 执业药师

101 宗  琴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泰州地区经理 /

102 赵  和 江苏省润天生化医药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 总经理 /

103 赵剑锋 泰兴市中医院 副院长 副主任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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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赵森 兴化市沙沟人民医院 院长 政工师

105 胡征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部长 中级工程师

106 柳海波 江苏大同盟制药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

107 姚纯 兴化市第三人民医院 院长 主任医师 技术三级

108 秦林 泰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

109 袁华峰 泰州市药学会 / 主任药师

110 袁旭宜 阿斯利康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基地运营副总裁（企业负责人） /

111 袁爱平 泰州市普安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质量负责人 执业中药师

112 耿婷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 科技处副处长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113 顾正兵 江苏永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级工程师

114 顾孝红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项目管理专员 高级工程师

115 顾玲 泰兴市人民医院 / 副主任药师

116 顾跃西 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泰州区域中心 副研究员 副高

117 徐开祥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

118 徐正龙 兴化市人民医院 药剂科副主任 主任中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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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徐加发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总监 高级工程师

120 徐  峰 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 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121 殷  勇 泰州市中医院 副院长、党委委员 副主任医师

122 高同轼 兴化市中医院 药剂科科长 主管中药师

123 高秀东 江苏千寿医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124 高宏宽 靖江市斜桥镇中心卫生院 药剂科科长 副主任药师

125 高  斌 泰兴市中医院 副院长 主任医师

126 唐志强 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副院长 /

127 唐海涛 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

128 黄礼群 泰州毅达汇泰股权投资管理企业 总经理 /

129 黄  虹 江苏氯康消毒设备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工程师

130 曹  佩 江苏扬子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总监 /

131 戚宝和 兴化市人民医院 药事管理办公室主任 主任药师

132 崔  伟 艾美康淮生物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133 董瑞平 江苏信立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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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蒋志君 江苏长泰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高级工程师

135 程  震 泰兴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 主任医师

136 傅雪琦 江苏天一时制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级工程师

137 鲁  林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质量负责人 主管药师

138 温天文 江苏科兴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负责人 副主任药师

139 游继军 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院长 主任医师

140 谢永明 泰州中科新生命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总经理 /

141 裘霁宛 江苏荃信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142 解加扬 泰州复旦张江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公司总经理 中级工程师

143 褚淑萍 江苏长泰药业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兼副总裁 /

144 蔡  伟 江苏扬子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主管中药师

145 蔡怀涵 泰州越洋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临床总监 /

146 谭小钉 江苏迈威康新药研发有限公司 公司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147 滕红刚 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148 潘柯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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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戴长云 兴化市第五人民医院 药械科科长 副主任药师

150 戴伟民 阿拉宾度制药有限公司 中国区副总裁 高级工程师

151 魏旭峰 江苏美凤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首席科学家 副教授

152 魏润新 泰州市人民医院 科研处GCP顾问 主任药师

153 JainRishabh 安若维他药业有限公司 质量总经理 质量控制部门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