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荣成市卫生健康局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部分岗位拟聘用人员名单（二）

序号 招聘单位 岗位类别
岗位
等级

岗位名称 姓名 性别 考试成绩
考察
情况

体检
结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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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 潘泓辰 男 83.04 合格 合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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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 魏贺 男 80.70 合格 合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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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 李庆港 男 79.38 合格 合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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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 郭鑫婧 女 77.24 合格 合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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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 张丛康 男 77.23 合格 合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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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 殷超颖 女 76.63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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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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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 刘子鑫 男 76.60 合格 合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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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 徐怡 女 76.44 合格 合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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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 于心贝 女 75.11 合格 合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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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 连书豪 男 75.01 合格 合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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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 毕明华 女 74.39 合格 合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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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 武晓东 男 73.23 合格 合格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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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医学影像诊断

医生岗位
慕晓琦 女 85.70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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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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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医学影像诊断

医生岗位
王媛媛 女 82.98 合格 合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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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医学影像诊断

医生岗位
毕诗瑶 女 76.87 合格 合格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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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医学影像诊断

医生岗位
车明超 男 75.68 合格 合格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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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医学影像诊断

医生岗位
郭建志 男 73.17 合格 合格

18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A 王圣尧 男 76.19 合格 合格

19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B 李孟辉 女 77.75 合格 合格

20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B 闫明潇 女 76.48 合格 合格

21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C 彭晓晓 女 78.46 合格 合格

22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口腔医生岗位 王伟 男 76.37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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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儿科医生岗位 孙佳慧 女 73.87 合格 合格

24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超声影像医生

岗位
徐海运 男 81.27 合格 合格

25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药学岗位 梁皓楠 男 75.96 合格 合格

26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药学岗位 徐昊 男 74.09 合格 合格

27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B 刘凌雁 女 74.67 合格 合格

28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B 张雨晴 女 73.50 合格 合格

29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B 张楷 男 69.18 合格 合格

30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B 张晓玉 女 68.61 合格 合格

31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C 孙晗 女 68.73 合格 合格

32 荣成市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文秘岗位 杨兵 女 81.97 合格 合格

33 荣成市中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中医儿科医生

岗位
支楠 女 73.29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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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荣成市中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中医内科医生

岗位
张彦君 女 80.44 合格 合格

35 荣成市中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医学检验岗位 张晓丽 女 70.55 合格 合格

36 荣成市中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中医骨伤科医

生岗位
王浩森 男 71.89 合格 合格

37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 王磊 男 80.55 合格 合格

38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检验技师岗位B 杨惠霞 女 67.25 合格 合格

39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中药学岗位 徐丽华 女 72.65 合格 合格

40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会计岗位 孙倩 女 81.07 合格 合格

41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会计岗位 栗洁 女 77.74 合格 合格

42 荣成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康复治疗岗位A 王俊皓 男 71.85 合格 合格

43 荣成市眼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 张雨晗 女 66.38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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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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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B 闫佳佳 女 79.47 合格 合格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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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B 孙洋 男 76.30 合格 合格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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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B 宋军洋 男 73.88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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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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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B 武文婧 女 73.35 合格 合格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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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B 胡常远 女 71.35 合格 合格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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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B 梁利宇 女 69.92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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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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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B 孙丹阳 女 68.08 合格 合格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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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B 焦建磊 男 67.32 合格 合格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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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C 王艺婷 女 75.15 合格 合格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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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C 肖昱芃 男 73.11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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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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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C 毕佳颖 女 70.94 合格 合格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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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C 袁子琪 女 69.54 合格 合格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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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D 王金晓 女 71.87 合格 合格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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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A 王玥丹 女 77.82 合格 合格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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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A 于俊喆 女 77.80 合格 合格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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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A 王悦涵 女 75.65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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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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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A 吕媛媛 女 74.44 合格 合格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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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B 汤政君 女 75.76 合格 合格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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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B 于春云 女 75.56 合格 合格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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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B 王晓莉 女 74.38 合格 合格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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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B 梁爱迪 女 74.01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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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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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B 吴红艳 女 73.88 合格 合格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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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B 孙春香 女 72.50 合格 合格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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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护理岗位B 孙晓琳 女 72.39 合格 合格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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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药剂岗位 张文君 女 73.23 合格 合格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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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药剂岗位 王佳琦 女 72.65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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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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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药剂岗位 辛浩东 男 72.05 合格 合格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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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药剂岗位 孙军静 女 72.03 合格 合格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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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检验医生岗位 王义 男 72.22 合格 合格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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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中西医临床医

生岗位
张英 女 76.45 合格 合格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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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中西医临床医

生岗位
王登研 男 75.11 合格 合格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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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中西医临床医

生岗位
于海博 男 73.41 合格 合格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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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会计岗位 谷淑敏 女 77.09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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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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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会计岗位 初金玫 女 76.95 合格 合格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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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会计岗位 聂丽霞 女 75.74 合格 合格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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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会计岗位 毕陌方 女 74.33 合格 合格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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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会计岗位 丛钰芳 女 73.21 合格 合格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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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技术岗位 初级 临床医生岗位A 郭辉 男 76.60 合格 合格

82 荣成市中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中级
医学影像诊断
医生岗位A

周永成 男 75.67 合格 合格

83 荣成市中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中级 护理岗位A 王芳芳 女 82.12 合格 合格

84 荣成市中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中级
中医科医生岗

位A
王红 女 77.92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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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中级 临床药学岗位 原丽 女 74.56 合格 合格

86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中级 护理岗位A 夏志超 女 79.99 合格 合格

87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岗位 中级
人力资源管理

岗位
连晓华 女 73.38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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