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日照市市直卫生健康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拟聘用人员名单（一）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学位 毕业院校 专业 毕业时间 主管部门 聘用单位 聘用岗位

1 马迪 男 1990.10 大学 学士 华北理工大学冀唐学院 医学影像学 2015.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CT/超声/核磁/放射

2 李春晓 女 1999.03 大学 学士 山东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A

3 王龙香 女 1998.12 大学 学士 山东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A

4 安佳会 女 1999.05 大学 学士 山东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A

5 郭安英 女 1998.02 大学 学士 山东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A

6 贾春华 男 1998.07 大学 学士 山东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A

7 周志明 女 1998.07 大学 学士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A

8 高霞 女 1983.12 大学 山东大学 护理学 2012.01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B

9 苑光凤 女 1982.09 大学 学士 青岛大学 护理学 2009.01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B

10 吴德新 女 1981.06 大学 济宁医学院 护理学 2011.01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B

11 薄高英 女 1985.12 大学 泰山医学院 护理学 2012.01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B

12 许文清 女 1982.10 大学 安徽理工大学 护理学 2009.01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B

13 李艳 女 1984.06 大学 学士 黄石理工学院 护理学 2008.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B

14 徐青 女 1981.01 大学 学士 潍坊医学院 护理学 2009.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B

15 许馨月 女 1997.10 大学 学士 山东中医药大学 康复治疗学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康复医学科A

16 吕荣昌 男 1997.03 大学 学士 滨州医学院 康复治疗学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康复医学科B

17 厉亮 男 1999.03 大专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护理 2020.07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特需护理

18 鞠云飞 男 2000.07 大专 滨州职业学院 护理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特需护理

19 孙一鸣 男 1999.06 大专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 2020.07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特需护理



20 刘群 男 1999.06 大专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2020.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特需护理

21 郑磊 男 1999.07 大专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护理 2020.07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特需护理

22 王超凡 男 1998.12 大专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2020.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特需护理

23 王坤 男 2000.08 大专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护理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特需护理

24 吴文振 男 1997.08 大专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护理 2020.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特需护理

25 陈浩 男 1999.05 大专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2020.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特需护理

26 刘俊德 男 1998.08 大专 山东英才学院 护理 2020.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特需护理

27 付荣超 女 1992.06 大学 学士 山东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2017.07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职能科室A

28 陈伟康 女 1997.11 大学 学士 济宁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中医医院 职能科室B

29 曲芙瑶 女 1997.01 大学 学士 青岛大学 医学影像学 2020.07 市卫生健康委 市妇幼保健院 超声科

30 韩雨 女 1998.06 大学 学士 山东协和学院 康复治疗学 2020.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妇幼保健院 儿童保健科

31 刘兆振 男 1996.11 大学 学士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2021.07 市卫生健康委 市妇幼保健院 内科

32 张祥玉 男 1998.02 大学 学士 滨州医学院 临床医学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妇幼保健院 外科

33 张玉 女 1986.12 研究生 硕士 青岛大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 2013.07 市卫生健康委
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疾病控制A

34 丰敏 女 1994.12 研究生 硕士 华北理工大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疾病控制B

35 李妍 女 1994.07 研究生 硕士 潍坊医学院 肿瘤学 2020.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疾病控制C

36 孙玉山 男 1995.02 大学 学士 齐鲁医药学院 临床医学 2020.07 市卫生健康委
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疾病控制C

37 刘相群 男 1992.05 研究生 硕士 潍坊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卫生检验

38 丛晓宇 男 1997.10 大学 学士 青岛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2020.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卫生检验

39 范玟君 女 1998.09 大学 学士 济宁医学院                       临床医学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精神卫生中心 临床医学B

40 朱倩 女 1998.08 大学 学士 青岛滨海学院                       护理学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精神卫生中心 普通护理

41 封帆 女 1998.01 大学 学士 北华大学                        护理学 2020.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精神卫生中心 普通护理



42 于蕊凡 女 1997.06 大学 学士 滨州医学院                       护理学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精神卫生中心 普通护理

43 许经韬 男 1997.12 大学 学士 北华大学                        护理学 2020.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精神卫生中心 特需护理

44 华金雪 女 1998.05 大学 学士 济南大学  财务管理 2020.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皮肤病防治所 财务

45 王淑萍 女 1999.06 大专 滨州职业学院  护理 2020.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皮肤病防治所 护理A 

46 张卓然 女 1995.06 大专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 2015.07 市卫生健康委 市皮肤病防治所 护理B

47 刘鹏 男 1983.01 大学 学士 泰山医学院 临床医学 2018.07 市卫生健康委 市皮肤病防治所 临床科室C

48 李志东 男 1984.05 研究生 硕士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 2015.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卫生学校 中药学教师

49 刘朝阳 女 1996.10 研究生 硕士 山东大学 中共党史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卫生学校 思政教师

50 秦荥 女 1996.09 研究生 硕士 澳门城市大学
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

（语文）
2020.08 市卫生健康委 市卫生学校 语文教师

51 于海燕 女 1995.04 研究生 硕士 潍坊医学院 护理学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卫生学校 护理学教师

52 蒲明慧 女 1989.08 研究生 硕士 新乡医学院
应用心理学（医学方

向）
2018.07 市卫生健康委 市卫生学校 心理学教师

53 彭倩 女 1996.07 研究生 硕士 郑州大学 护理学 2021.07 市卫生健康委 市卫生学校 护理学教师

54 秦超 男 1995.02 研究生 硕士 华中师范大学 体育学 2021.06 市卫生健康委 市卫生学校 体育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