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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江西，南昌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

③ 镇江，江苏大学附

属人民医院

④ 天津市第三中心

医院

⑤ 江苏，东南大学医

学院附属盐城医

院

⑥ 南方医科大学

⑦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⑧ 北京，解放军医学

院

⑨ 长春，吉林大学第

一医院

⑩ 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同仁医院

輥輯訛 北京市大兴区人

民医院

輥輰訛 河南，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

輥輱訛 天津市第二人民

医院

輥輲訛 上海，同济大学附

属东方医院

輥輳訛 北京，空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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