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荣成市卫生健康局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
员进入面试资格审查范围人员名单

准考证号 姓名 报考单位 报考职位 笔试成绩

210529040704 潘泓辰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80.00

210529040626 魏贺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7.79

210529040113 李庆港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6.74

210529040203 郭鑫婧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1.51

210529040202 徐怡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0.11

210529040226 殷超颖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9.65

210529040213 张丛康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9.53

210529040221 刘子鑫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8.95

210529040215 连书豪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7.79

210529040309 毕明华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6.04

210529040627 武晓东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5.46

210529040514 蒋育杰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4.88

210529040611 于心贝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4.30

210529040516 石鲁波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1.39

210529040405 郭明月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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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证号 姓名 报考单位 报考职位 笔试成绩

210529040417 张航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9.76

210529040204 赵戴科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7.44

210529040205 刘子贤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5.93

210529040610 毕靖育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5.58

210529040429 姜舒怡
荣成市人民医院（8）、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9）、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4.42

210529040308 慕晓琦
荣成市人民医院（2）、荣成市中医院（1）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1）、荣成市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2）

医学影像诊断医生
岗位（专业技术岗
位_初级）

85.00

210529040713 王媛媛
荣成市人民医院（2）、荣成市中医院（1）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1）、荣成市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2）

医学影像诊断医生
岗位（专业技术岗
位_初级）

78.95

210529040705 毕诗瑶
荣成市人民医院（2）、荣成市中医院（1）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1）、荣成市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2）

医学影像诊断医生
岗位（专业技术岗
位_初级）

70.46

210529040420 车明超
荣成市人民医院（2）、荣成市中医院（1）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1）、荣成市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2）

医学影像诊断医生
岗位（专业技术岗
位_初级）

68.02

210529040718 郭建志
荣成市人民医院（2）、荣成市中医院（1）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1）、荣成市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2）

医学影像诊断医生
岗位（专业技术岗
位_初级）

62.79

210529040401 王瑞婧
荣成市人民医院（2）、荣成市中医院（1）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1）、荣成市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2）

医学影像诊断医生
岗位（专业技术岗
位_初级）

62.44

210529040316 于新涛
荣成市人民医院（2）、荣成市中医院（1）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1）、荣成市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2）

医学影像诊断医生
岗位（专业技术岗
位_初级）

57.44

210529040630 蔡明倩
荣成市人民医院（2）、荣成市中医院（1）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1）、荣成市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2）

医学影像诊断医生
岗位（专业技术岗
位_初级）

5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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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证号 姓名 报考单位 报考职位 笔试成绩

210529041128 金佳宁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中医科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3.49

210529041122 李腾飞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中医科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59.88

210529040303 王圣尧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3.37

210529040525 王丽萍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1.86

210529040609 刘馨博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0.58

210529040528 张本祥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8.72

210529040719 李庆旭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9.07

210529040117 矫洁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4.65

210529040409 李光然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0.93

210529040115 李孟辉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0.46

210529040708 陈小斐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0.23

210529040314 王玉莹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9.65

210529040106 曲腾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9.65

210529040706 马燕梅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8.37

210529040216 赵鑫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8.37

210529040118 曲家贤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7.55

210529040612 闫明潇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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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证号 姓名 报考单位 报考职位 笔试成绩

210529040501 史新宁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4.88

210529040723 高文佳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3.95

210529040515 王怡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3.60

210529040416 张安波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8.02

210529040114 刘肖男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3.37

210529040509 彭晓晓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2.67

210529040426 王军楠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0.81

210529040305 孙彤彤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8.02

210529040508 谢群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6.16

210529040301 于军伟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5.23

210529040618 王佳萍 荣成市人民医院
口腔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9.07

210529040423 王伟 荣成市人民医院
口腔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6.74

210529040524 鲁宇豪 荣成市人民医院
口腔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0.70

210529040616 孙佳慧 荣成市人民医院
儿科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1.74

210529040703 徐海运 荣成市人民医院
超声影像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5.93

210529040304 梁美娜 荣成市人民医院
超声影像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69.42

210529041606 李家莹 荣成市人民医院
检验技师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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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1410 彭斐杨 荣成市人民医院
检验技师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0.23

210529041418 曲玲霖 荣成市人民医院
检验技师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3.25

210529041412 马小茜 荣成市人民医院
检验技师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4.30

210529041527 王丽英 荣成市人民医院
检验技师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8.25

210529040807 梁皓楠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6.51

210529040817 林萍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5.81

210529040822 李霞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3.60

210529040812 徐昊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2.67

210529040906 卢小青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2.09

210529040819 李筠怡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2.09

210529040816 秦前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0.23

210529040908 张晓琳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9.53

210529042805 刘凌雁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6.63

210529042514 王金龙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4.07

210529041727 张韶顺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3.72

210529041922 张雨晴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0.00

210529042119 高志轲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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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2425 刘子钰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8.49

210529042923 张楷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8.25

210529042922 张晓玉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6.51

210529041726 李林家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5.93

210529041804 姜春宇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4.65

210529042214 王辉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3.37

210529042420 岳倩如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1.05

210529043002 王青竹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C（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2.67

210529041715 阎璠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C（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5.00

210529042124 刘春阳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C（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3.95

210529042308 董玉璞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C（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0.46

210529043014 杨文莉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C（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5.00

210529041710 孙晗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C（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4.65

210529041621 闫鑫鑫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C（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4.65

210529042801 王琪明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C（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3.84

210529042821 周凡钰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C（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3.49

210529043022 李霞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C（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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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1923 王文辉 荣成市人民医院
助产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3.02

210529041809 刘婷 荣成市人民医院
助产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1.16

210529042412 庞晓倩 荣成市人民医院
助产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9.88

210529043215 吴庆宇 荣成市人民医院
综合管理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7.18

210529043109 于天琦 荣成市人民医院
综合管理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5.62

210529043501 于阗 荣成市人民医院
综合管理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5.50

210529043402 杨兵 荣成市人民医院
文秘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8.34

210529043514 姜川 荣成市人民医院
文秘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6.00

210529043230 连琳 荣成市人民医院
文秘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4.58

210529043223 于林平 荣成市人民医院
财务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81.18

210529043124 曹芳馨 荣成市人民医院
财务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9.00

210529043510 张晋瑗 荣成市人民医院
财务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5.34

210529040605 毕汝佳 荣成市中医院
医学影像诊断医生
岗位B（专业技术岗

位_初级）
75.58

210529041116 许思豫 荣成市中医院
中医儿科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0.58

210529041108 姚华静 荣成市中医院
中医儿科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65.58

210529041229 支楠 荣成市中医院
中医儿科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65.11

210529041014 史吉生 荣成市中医院
中医科医生岗位B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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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证号 姓名 报考单位 报考职位 笔试成绩

210529041015 张永君 荣成市中医院
中医科医生岗位B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3.72

210529041319 郭晋良 荣成市中医院
中医科医生岗位B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2.09

210529041210 宋玉莹 荣成市中医院
中医内科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81.51

210529041129 张彦君 荣成市中医院
中医内科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8.02

210529041320 王虹琳 荣成市中医院
中医内科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61.16

210529041202 王鹏飞 荣成市中医院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
生岗位A（专业技术
岗位_初级）

74.30

210529041303 于洋 荣成市中医院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
生岗位A（专业技术
岗位_初级）

67.09

210529041209 周全 荣成市中医院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
生岗位A（专业技术
岗位_初级）

66.16

210529041311 王军凯 荣成市中医院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
生岗位B（专业技术

岗位_初级）
72.79

210529041314 张冬冬 荣成市中医院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
生岗位C（专业技术
岗位_初级）

77.44

210529041020 李国燕 荣成市中医院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
生岗位C（专业技术
岗位_初级）

68.95

210529041013 张旭 荣成市中医院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
生岗位C（专业技术
岗位_初级）

67.09

210529041203 李哲 荣成市中医院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B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1.16

210529041207 孙晓君 荣成市中医院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B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69.07

210529041426 张晓丽 荣成市中医院
医学检验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8.14

210529041206 王浩森 荣成市中医院
中医骨伤科医生岗
位（专业技术岗位_
初级）

61.74

210529041316 李森 荣成市中医院
中医骨伤科医生岗
位（专业技术岗位_
初级）

5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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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1028 张娜 荣成市中医院
中医心内科医生岗
位（专业技术岗位_

初级）
80.23

210529040121 刘一町 荣成市中医院
口腔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6.63

210529040321 王琳 荣成市中医院
口腔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6.86

210529040722 张婷 荣成市中医院
口腔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1.51

210529040519 王磊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临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7.79

210529040330 张绍华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急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2.67

210529040201 李泽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急诊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0.11

210529041330 杨惠霞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检验技师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2.21

210529041408 徐佳芳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检验技师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7.44

210529041515 曲娅楠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检验技师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9.65

210529041509 徐凯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检验技师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4.30

210529040826 徐丽华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中药学岗位（专业
技术岗位_初级）

64.30

210529040924 袁曜晖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中药学岗位（专业
技术岗位_初级）

58.72

210529040920 房青竹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中药学岗位（专业
技术岗位_初级）

55.46

210529040804 王晓璐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中药学岗位（专业
技术岗位_初级）

55.46

210529040112 唐伟东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麻醉科医生岗位B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2.09

210529040122 李文超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麻醉科医生岗位B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6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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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2819 王玲玉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1.86

210529042024 向玲珊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8.02

210529042705 寿业芳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C（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0.00

210529043028 张婷婷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C（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9.19

210529042421 王美琪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C（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4.88

210529042122 卢丹丹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C（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2.56

210529041614 汲萍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C（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1.51

210529042206 王莹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C（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9.65

210529043206 曹馨艺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审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8.18

210529043322 岳林佚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审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8.10

210529043119 丁伟姣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审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7.50

210529043205 孙倩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6.04

210529043315 谭铭潇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3.64

210529043203 栗洁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1.78

210529043428 李欣珂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0.80

210529043316 林杰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0.08

210529043512 高悦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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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3106 杨善惠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计算机岗位（专业
技术岗位_初级）

72.64

210529043321 寇欣悦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计算机岗位（专业
技术岗位_初级）

69.14

210529043403 牛朝霞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计算机岗位（专业
技术岗位_初级）

66.52

210529042818 李文豪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助产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5.58

210529041722 吴晶晶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助产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3.02

210529041721 吴晓燕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助产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3.02

210529040522 王俊皓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康复治疗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0.70

210529040210 耿鑫月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康复治疗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8.37

210529040510 邢美涵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康复治疗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4.65

210529040104 唐紫君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康复治疗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5.93

210529043508 钱珊珊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4.84

210529043406 孙源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9.98

210529043115 丛飞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8.18

210529043302 崔立志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计算机岗位A（专业
技术岗位_初级）

75.28

210529043117 林晓媛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计算机岗位A（专业
技术岗位_初级）

70.82

210529043414 李玉娇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计算机岗位A（专业
技术岗位_初级）

70.22

210529043219 朱霖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人力资源管理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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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证号 姓名 报考单位 报考职位 笔试成绩

210529043521 赵璐冰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人力资源管理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67.08

210529043114 周琳琳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人力资源管理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63.16

210529040326 盛长林 荣成市眼科医院
眼科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0.23

210529040419 吴梦璇 荣成市眼科医院
眼科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3.37

210529043021 苏延妮 荣成市眼科医院
护理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0.35

210529042510 张雨晗 荣成市眼科医院
护理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2.56

210529043416 徐正宇 荣成市卫生健康事务服务中心
文秘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2.26

210529043415 刘莹霞 荣成市卫生健康事务服务中心
文秘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9.00

210529043111 王瑜琳 荣成市卫生健康事务服务中心
文秘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8.66

210529043213 张小风 荣成市卫生健康事务服务中心
文秘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8.22

210529043528 唐佳 荣成市爱国卫生运动服务中心
计算机岗位（管理
岗位_九级职员）

79.28

210529043518 刘雨萌 荣成市爱国卫生运动服务中心
计算机岗位（管理
岗位_九级职员）

77.08

210529043201 李刚 荣成市爱国卫生运动服务中心
计算机岗位（管理
岗位_九级职员）

73.72

210529040312 闫佳佳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2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2人、荣成市人和
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
、荣成市夏庄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
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
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东城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俚岛中心卫
生院1人、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寻山街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马道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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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证号 姓名 报考单位 报考职位 笔试成绩

210529040529 孙洋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2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2人、荣成市人和
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
、荣成市夏庄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
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
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东城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俚岛中心卫
生院1人、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寻山街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马道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9.30

210529040710 王永兴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2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2人、荣成市人和
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
、荣成市夏庄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
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
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东城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俚岛中心卫
生院1人、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寻山街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马道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7.44

210529040421 王永梅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2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2人、荣成市人和
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
、荣成市夏庄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
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
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东城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俚岛中心卫
生院1人、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寻山街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马道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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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0629 宋军洋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2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2人、荣成市人和
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
、荣成市夏庄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
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
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东城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俚岛中心卫
生院1人、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寻山街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马道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5.46

210529040413 武文婧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2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2人、荣成市人和
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
、荣成市夏庄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
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
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东城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俚岛中心卫
生院1人、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寻山街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马道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2.09

210529040725 胡常远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2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2人、荣成市人和
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
、荣成市夏庄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
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
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东城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俚岛中心卫
生院1人、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寻山街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马道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8.60

210529040209 梁利宇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2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2人、荣成市人和
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
、荣成市夏庄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
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
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东城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俚岛中心卫
生院1人、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寻山街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马道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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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0521 王堃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2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2人、荣成市人和
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
、荣成市夏庄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
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
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东城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俚岛中心卫
生院1人、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寻山街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马道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7.09

210529040218 孙丹阳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2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2人、荣成市人和
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
、荣成市夏庄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
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
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东城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俚岛中心卫
生院1人、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寻山街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马道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4.65

210529040602 焦建磊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2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2人、荣成市人和
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
、荣成市夏庄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
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
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东城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俚岛中心卫
生院1人、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寻山街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马道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临床医生岗位B（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4.53

210529040702 王艺婷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1人）；荣成市
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
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7.09

210529040318 张璐萍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1人）；荣成市
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
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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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0327 肖昱芃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1人）；荣成市
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
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3.02

210529040707 毕佳颖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1人）；荣成市
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
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9.88

210529040109 刘金蕾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1人）；荣成市
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
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9.30

210529040105 纪佳丰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1人）；荣成市
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
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8.02

210529040322 袁子琪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1人）；荣成市
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
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5.58

210529040325 姚玉婷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1人）；荣成市
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
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4.30

210529040222 于子涵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1人）；荣成市
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
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C（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1.74

210529040402 张潇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虎
山镇黄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成山镇龙须岛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斥山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D（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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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0415 孙子轩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虎
山镇黄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成山镇龙须岛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斥山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D（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0.46

210529040724 王金晓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虎
山镇黄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成山镇龙须岛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斥山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D（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9.88

210529040207 龙禹楠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虎
山镇黄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成山镇龙须岛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斥山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D（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8.02

210529040220 刘思宇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虎
山镇黄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成山镇龙须岛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斥山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D（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6.74

210529040430 鞠明轩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虎
山镇黄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成山镇龙须岛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斥山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D（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5.46

210529040310 魏士博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虎
山镇黄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成山镇龙须岛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斥山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D（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4.65

210529040129 张子锋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虎
山镇黄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成山镇龙须岛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斥山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D（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4.30

210529040123 毕思婷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虎
山镇黄山卫生院1人、荣成市成山镇龙须岛卫
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
医院（荣成市斥山街道卫生院1人）

临床医生岗位D（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3.72

210529042322 于俊喆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
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
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1人）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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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2612 王玥丹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
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
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1人）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1.86

210529042822 王悦涵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
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
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1人）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9.30

210529042401 吕媛媛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
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
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1人）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5.12

210529042312 江伟伟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
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
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1人）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3.95

210529042017 钱薇竹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
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
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1人）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3.95

210529041811 宋嘉欣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
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
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1人）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1.86

210529041921 姚永杰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
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
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1人）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1.63

210529042811 孙金佳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
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
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1人）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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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2825 许鸿迪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
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
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1人）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9.77

210529042115 沙翔宇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
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
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1人）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9.30

210529041724 马文平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
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
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1人）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9.07

210529042827 贺海亭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81.51

210529042512 陈子怡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4.07

210529043009 于春云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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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2128 汤政君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3.72

210529042621 胡莹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2.09

210529042224 王硕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0.46

210529041629 王晓莉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0.35

210529042829 梁爱迪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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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2622 杨林林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9.07

210529041810 吴红艳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6.86

210529042808 孙晓琳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6.28

210529041821 王馨苓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6.28

210529042015 陈萌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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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2523 张晓彤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5.00

210529042013 孙春香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5.00

210529041929 许市静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4.65

210529041712 乔燕雯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3.84

210529042623 杨其琛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3.02

第 22 页，共 36 页



准考证号 姓名 报考单位 报考职位 笔试成绩

210529042428 李仲月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2.91

210529042106 曲禹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2.67

210529042520 高君苗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2.21

210529042227 宋美珍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1.86

210529042610 杨玉莹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1.63

第 23 页，共 36 页



准考证号 姓名 报考单位 报考职位 笔试成绩

210529041708 崔雯钰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
人、荣成市荫子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港西镇
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俚岛镇
马道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
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人、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护理岗位B（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1.63

210529040726 李恒宇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山卫生院1
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
人）

药剂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7.79

210529040813 王佳琦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山卫生院1
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
人）

药剂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7.09

210529040929 张文君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山卫生院1
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
人）

药剂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6.16

210529040811 吕梦圆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山卫生院1
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
人）

药剂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5.00

210529040918 孙军静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山卫生院1
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
人）

药剂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4.65

210529040907 辛浩东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山卫生院1
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
人）

药剂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4.30

210529040829 徐力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山卫生院1
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
人）

药剂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1.97

210529040922 陈彦静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山卫生院1
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
人）

药剂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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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0728 石琳璟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山卫生院1
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
人）

药剂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0.81

210529040803 邹幸君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山卫生院1
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
人）

药剂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0.58

210529040820 修伟杰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山卫生院1
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
人）

药剂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0.23

210529040825 辛志超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虎山镇黄山卫生院1
人、荣成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
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心卫生院1
人）

药剂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59.88

210529041520 李文婷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街道卫生院
1人））

检验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1.51

210529041419 李阳钰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街道卫生院
1人））

检验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6.63

210529041322 马瑶瑶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街道卫生院
1人））

检验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5.00

210529041523 张莹丹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街道卫生院
1人））

检验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3.95

210529041501 许文帅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街道卫生院
1人））

检验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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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1329 吴倩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街道卫生院
1人））

检验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2.21

210529041421 刘敏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街道卫生院
1人））

检验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1.16

210529041525 盖春娇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街道卫生院
1人））

检验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0.46

210529041526 王义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街道卫生院
1人））

检验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0.23

210529041511 朱子慧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街道卫生院
1人））

检验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8.02

210529041602 邓佳欣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街道卫生院
1人））

检验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7.44

210529041601 江雪银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街道卫生院
1人））

检验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6.39

210529041409 段凌云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街道卫生院
1人））

检验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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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1423 刘白杨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街道卫生院
1人））

检验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5.93

210529041604 王宁宁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
市虎山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王连街道卫生院
1人））

检验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55.23

210529041105 葛燕燕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荣
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
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
基层医院（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7.79

210529041029 李娟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荣
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
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
基层医院（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7.44

210529041008 于运玲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荣
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
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
基层医院（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5.46

210529041018 季金贤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荣
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
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
基层医院（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4.53

210529041212 王晓媛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荣
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
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
基层医院（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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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1120 王嘉豪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荣
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
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
基层医院（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2.44

210529041321 连文明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荣
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
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
基层医院（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1.74

210529041306 王平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荣
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
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
基层医院（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1.51

210529041312 唐玉莹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荣
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
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
基层医院（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70.81

210529041113 修梦雪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荣
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
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
基层医院（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67.67

210529041318 沈振丽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荣
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
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
基层医院（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65.58

210529041208 孙祥龙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荣
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
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
基层医院（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6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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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1310 孙亚育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荣
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
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
基层医院（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65.23

210529041106 孙燕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荣
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
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
基层医院（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64.65

210529041114 于大江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西城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院1人）；荣
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俚岛中
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
基层医院（荣成市宁津街道卫生院1人）

针灸推拿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初
级）

64.30

210529041305 慈亚林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
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
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
院1人）

中西医临床医生岗
位（专业技术岗位_
初级）

69.07

210529041007 张英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
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
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
院1人）

中西医临床医生岗
位（专业技术岗位_
初级）

67.79

210529041201 乔晓彤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
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
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
院1人）

中西医临床医生岗
位（专业技术岗位_
初级）

67.32

210529041124 王登研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
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
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
院1人）

中西医临床医生岗
位（专业技术岗位_
初级）

67.21

210529041001 丁建华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
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
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
院1人）

中西医临床医生岗
位（专业技术岗位_
初级）

63.95

210529041301 于旭胜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
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
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
院1人）

中西医临床医生岗
位（专业技术岗位_
初级）

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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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1003 于海博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
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
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
院1人）

中西医临床医生岗
位（专业技术岗位_
初级）

62.21

210529041111 张荣华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
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
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
院1人）

中西医临床医生岗
位（专业技术岗位_
初级）

61.04

210529041219 王英杰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人
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人和镇靖海卫生院
1人、荣成市港西镇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
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滕家中心卫生
院1人）

中西医临床医生岗
位（专业技术岗位_
初级）

50.58

210529041217 朱婷婷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
层医院（荣成市东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中医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0.23

210529041302 郭涛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
层医院（荣成市东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中医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9.07

210529041205 刘峰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
层医院（荣成市东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中医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7.56

210529041119 刘佳佳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
层医院（荣成市东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中医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7.44

210529041304 李平玉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
层医院（荣成市东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中医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6.16

210529041227 陈少云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埠
柳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
层医院（荣成市东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人）；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
（荣成市石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中医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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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0120 王敬伟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

口腔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71.86

210529040320 陈承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

口腔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9.65

210529040701 曲婷婷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

口腔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5.23

210529040530 刘萌颖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

口腔医生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65.23

210529043126 初金玫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1人、荣成
市人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
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5.40

210529043526 李敏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1人、荣成
市人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
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4.46

210529043423 聂丽霞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1人、荣成
市人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
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4.28

210529043128 董靖宇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1人、荣成
市人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
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4.20

210529043503 谷淑敏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1人、荣成
市人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
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3.98

210529043424 李嘉越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1人、荣成
市人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
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2.54

210529043530 王琳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1人、荣成
市人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
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71.62

210529043410 毕陌方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1人、荣成
市人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
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9.26

第 31 页，共 36 页



准考证号 姓名 报考单位 报考职位 笔试成绩

210529043220 张馨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1人、荣成
市人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
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9.16

210529043214 孙雪涵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1人、荣成
市人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
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9.00

210529043301 朱双娟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1人、荣成
市人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
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8.18

210529043511 丛钰芳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1人、荣成
市人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
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8.12

210529043221 曲明艳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1人、荣成
市人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
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8.12

210529043524 梁瑶瑶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1人、荣成
市人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
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7.06

210529043425 苏彤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1人、荣成
市人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
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6.80

210529043317 张晶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第
三人民医院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1人、荣成
市人和中心卫生院1人、荣成市上庄中心卫生
院1人、荣成市埠柳中心卫生院1人）

会计岗位（专业技
术岗位_初级）

66.80

210529043807 王维维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80.06

210529043603 李翌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9.6

210529043622 周灵燕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8.6

210529043701 曲晓婷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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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4018 方婷婷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6.97

210529044210 田雪英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6.66

210529044130 连媛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5.47

210529043808 王伟伟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5.22

210529044207 张珊珊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5.14

210529044101 邹妮妮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4.85

210529044129 曹丙霞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4.79

210529044202 高华娟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4.35

210529043819 刘楠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4.33

210529043823 肖伟琪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4.2

210529043630 迟婷婷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4.08

210529044201 周游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3.76

210529044127 姜文芳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3.68

210529043928 张晓清 荣成市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3.2

210529044225 王春智 荣成市人民医院
财务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66.31

210529044230 龙艳 荣成市人民医院
财务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61.29

210529044303 周永成 荣成市中医院
医学影像诊断医生
岗位A（专业技术岗

位_中级）
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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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29043811 颜玉蓉 荣成市中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81.6

210529043626 王芳芳 荣成市中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80.14

210529043915 杨丹 荣成市中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8.31

210529044025 邹玲玲 荣成市中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7.87

210529044010 梁金玺 荣成市中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7.08

210529043706 刘爱丽 荣成市中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6.72

210529044214 王红 荣成市中医院
中医科医生岗位A
（专业技术岗位_中
级）

77.24

210529044305 王翔鹏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检验技师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中级）

61.57

210529044304 李世易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检验技师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中级）

58.8

210529044223 原丽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中级）

68.12

210529044220 王向岚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中级）

65.49

210529044222 刘洁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_中级）

64.82

210529043805 刘静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9.74

210529044123 李兰兰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8.64

210529043625 于媛媛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8.04

210529043720 夏志超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6.18

210529043909 周佳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6.02

第 34 页，共 36 页



准考证号 姓名 报考单位 报考职位 笔试成绩

210529043810 丛莹莹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5.89

210529043906 刘静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5.22

210529044029 初丽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4.43

210529043914 王菲菲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3.85

210529044116 刘春晓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护理岗位A（专业技
术岗位_中级）

73.85

210529044309 连晓华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人力资源管理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中
级）

62.35

210529043917 王伟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临床护理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中级）

78.66

210529044115 康维维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临床护理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中级）

78.16

210529043624 曲红秀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临床护理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中级）

75.68

急需短缺岗位 孙彦伟 荣成市中医院
耳鼻喉科医生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_中
级）

免笔试

急需短缺岗位 王守金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麻醉科医生岗位A
（专业技术岗位_中
级）

免笔试

急需短缺岗位 田保贵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麻醉科医生岗位A
（专业技术岗位_中
级）

免笔试

急需短缺岗位 安付申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麻醉科医生岗位A
（专业技术岗位_中
级）

免笔试

急需短缺岗位 郭辉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西
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
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
市东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石
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临床医生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免笔试

急需短缺岗位 刘英科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西
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
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
市东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石
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临床医生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免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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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短缺岗位 王坤

荣成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西
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康宁医院
1人）；荣成市中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
市东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荣成市石
岛人民医院医共体基层医院（荣成市石岛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1人）

临床医生岗位A（专
业技术岗位_初级）

免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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