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面试人员名单

姓名 应聘岗位 准考证号

杨兆婷 康复治疗师 202001013

韦欣 康复治疗师 202001002

周永韬 康复治疗师 202001022

阚颖 康复治疗师 202001003

朱辰轩 康复治疗师 202001001

刘寅宇 康复治疗师 202001016

黄鑫 康复治疗师 202001018

杨丽 康复治疗师 202001020

刘桂娟 康复治疗师 202001024

王棋 康复治疗师 202001007

陈凡 康复治疗师 202001009

赵妍 康复治疗师 202001021

徐锋 针灸推拿医师 202002004

吕莉娜 针灸推拿医师 202002001

刘硕 针灸推拿医师 202002003

孟令贺 急诊外科医师 202003002

高启信 急诊外科医师 202003001

荣金鑫 急诊外科医师 202003003

李红 内科医师 202003017

薛晓菲 内科医师 202003013

陈玲 内科医师 202003012

王超超 内科医师 202003006

林芳君 内科医师 202003004

卢娟 内科医师 202003005

葛振振 内科医师 202003014

陈启利 内科医师 202003008

刘国威 内科医师 202003010

高文东 内科医师 202003016

李继洲 内科医师 202003007

王轲 内科医师 202003011

秦永强 检验师 202004002

韩晓雪 检验师 2020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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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若昊 检验师 202004003

吕亚菲 口腔医师 202005012

吴晨 口腔医师 202005001

宋玉 口腔医师 202005007

殷允舜 口腔医师 202005014

历祯 口腔医师 202005003

杨晶淑 口腔医师 202005004

姚滕娣 药师 202006001

读晓娇 药师 202006005

闫琦 药师 202006003

季欣欣 药师 202006004

葛玉莹 药师 202006002

刘雪文 药师 202006006

周莹 医学影像科工作人员 202007002

刘成成 医学影像科工作人员 202007001

蒋方正 医学影像科工作人员 202007003

郭常乐 护理 202008031

岳文强 护理 202008053

徐宏志 护理 202008069

王硕 护理 202008260

王小婉 护理 202008368

马晓文 护理 202008093

闫颖 护理 202008112

李萌 护理 202008270

张维 护理 202008302

王慎洋 护理 202008088

倪士芹 护理 202008117

单美淇 护理 202008361

李伟 护理 202008150

张洁 护理 202008056

何文杰 护理 202008183

孔迪 护理 20200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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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肖冶 护理 202008194

刘艳秋 护理 202008202

刁溯 护理 202008216

王霞 护理 202008227

马锡慧 护理 202008237

赵帅宇 护理 202008262

孙坤 护理 202008344

王雪凝 护理 202008353

王晓倩 护理 202008017

孟德红 护理 202008075

李颖 护理 202008082

童妍妍 护理 202008212

贾淑鑫 护理 202008261

陈真真 护理 202008277

曹艳波 护理 202008298

贾旭 护理 202008364

牛谡斐 护理 202008390

高庆敏 护理 202008391

洪言言 护理 202008023

朱文慧 护理 202008116

陈雅歌 护理 202008135

冯文 护理 202008142

夏文静 护理 202008163

耿海芹 护理 202008165

李肖璇 护理 202008171

秦元婷 护理 202008187

杨亚莉 护理 202008192

李娇 护理 202008269

吴峥 护理 202008314

房菲菲 护理 202008316

水舒馨 护理 202008347

李光耀 护理 20200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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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璐 护理 202008386

陆玉成 护理 202008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