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公开招聘备案制工作人员进入面试范围名单

序号 岗位等级 岗位 考号 姓名

1 副高级 普外科2 21003001 朱晋国

2 副高级 眼科 21006001 廖聪玲

3 中级 心血管病科1 2110800002 史晓静

4 中级 心血管病科1 2110800004 张梦贺

5 中级 心血管病科1 2110800005 宫庆涛

6 中级 心血管病科1 2110800006 宋瑞瑞

7 中级 心血管病科1 2110800010 朱丽娟

8 中级 心血管病科1 2110800011 吴振娇

9 中级 骨科2 2110900001 刘锟

10 中级 骨科2 2110900002 曹忠

11 中级 骨科2 2110900008 吕耐山

12 中级 普外科4 2111000001 党羽

13 中级 耳鼻咽喉科 2111100002 李贺

14 中级  妇产科 （二）1 2111200002 王芳

15 中级  妇产科 （二）1 2111200006 董焱

16 中级  妇产科 （二）1 2111200007 焦娇

17 中级 特检科 2111300001 秦玲

18 中级 特检科 2111300003 李帅

19 中级 特检科 2111300005 徐亮

20 中级 特检科 2111300006 朱晓玲

21 中级 特检科 2111300007 杜峰

22 中级 特检科 2111300011 冯婧

23 中级 社区卫生管理科1 2111400001 田秀荣

24 中级 社区卫生管理科2 2111500002 孙翠

25 中级 社区卫生管理科2 2111500004 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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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岗位等级 岗位 考号 姓名

26 中级 医师1 2111600001 王璇

27 中级 医师2 2111700001 左瑶瑶

28 中级 医师3 2111800004 贾旭东

29 中级 医师3 2111800005 朱开东

30 中级 预防保健中心1 2111900001 郑雅峰

31 中级 药学部1 2112000001 张慧月

32 中级 药学部1 2112000005 刘长龙

33 中级 招标管理办公室1 2112200002 刘晓曈

34 初级 心血管病科2 2112300002 徐茂青

35 初级 心血管病科2 2112300006 郭程程

36 初级 心血管病科2 2112300017 任雯庆

37 初级 心血管病科3 2112400001 张紫叶

38 初级 肾病诊疗中心 2112700002 高霞

39 初级 肾病诊疗中心 2112700003 苏文敏

40 初级 肾病诊疗中心 2112700004 杨旭

41 初级 肾病诊疗中心 2112700006 师帆

42 初级 肾病诊疗中心 2112700008 梁小雨

43 初级 肾病诊疗中心 2112700009 王艺

44 初级 消化中心（脾胃肝病科） 2112800007 陈俊生

45 初级 消化中心（脾胃肝病科） 2112800009 赫连晓

46 初级 消化中心（脾胃肝病科） 2112800012 王耀彩

47 初级 干部保健科1 2112900001 王贞贞

48 初级 干部保健科1 2112900003 杨旭

49 初级 干部保健科1 2112900004 朱建德

50 初级 干部保健科1 2112900005 武筱林

51 初级 干部保健科1 2112900007 袁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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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岗位等级 岗位 考号 姓名

52 初级 干部保健科1 2112900010 张鑫

53 初级 干部保健科2 2113000001 董静雅

54 初级 干部保健科2 2113000004 贾晴晴

55 初级 神经内科 2113100002 孟庆松

56 初级 神经内科 2113100003 全咏华

57 初级 神经内科 2113100004 于之祺

58 初级 神经内科 2113100005 颜晓晗

59 初级 神经内科 2113100007 段益文

60 初级 神经内科 2113100012 郭心鸽

61 初级 儿科2 2113200004 于雪

62 初级 儿科2 2113200009 陈朝阳

63 初级 儿科2 2113200015 张诗雨

64 初级 骨科3 2113400001 弭德扬

65 初级 骨科3 2113400002 李承恩

66 初级 胸心外科2 2113600003 吴鑫

67 初级 神经外科、疼痛科1 2113900003 孙振武

68 初级 普外科7 2114300001 周凌智

69 初级  妇产科（一） 2114400002 霍素霞

70 初级  妇产科（一） 2114400004 刘慧

71 初级  妇产科（二）2 2114500007 张荣月

72 初级  妇产科（二）3 2114600002 刘恭雪

73 初级  妇产科（二）3 2114600003 宋美杉

74 初级  妇产科（二）3 2114600031 蒋昭

75 初级 放射科 2114900002 何晓一

76 初级 药学部2 2115000003 李雪

77 初级 药学部3 2115100003 钟肖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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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初级 感染性疾病科 2115300002 刘月

79 初级 皮肤科 2115600008 董浩

80 初级 康复医学科1 2115700001 李路雪

81 初级 康复医学科2 2115800001 刘蒙

82 初级 康复医学科2 2115800003 张洁

83 初级 康复医学科2 2115800006 郑熙圆

84 初级 护理 2115900001 谷红晓

85 初级 预防保健中心2 2116000002 张妍

86 初级 预防保健中心2 2116000005 高霞

87 初级 慢病管理中心 2116100002 吕敏

88 初级 慢病管理中心 2116100004 林秀群

89 初级 慢病管理中心 2116100006 孙超

90 初级 慢病管理中心 2116100007 王文婷

91 初级 慢病管理中心 2116100009 侯喆

92 初级 慢病管理中心 2116100016 陈淑贞

93 初级 社区卫生管理科4 2116300001 高冰

94 初级 社区卫生管理科4 2116300002 谭文胜

95 初级 社区卫生管理科4 2116300003 宋文卉

96 初级 社区卫生管理科4 2116300004 任富贞

97 初级 社区卫生管理科4 2116300008 于丽云

98 初级 社区卫生管理科4 2116300011 赵娟

99 初级 眼科2 2116600002 夏美云

100 初级 职业病1 2116700002 吴佳颖

101 初级 职业病1 2116700004 张珊

102 初级 职业病1 2116700005 栗卿

103 初级 职业病4 2117000004 刘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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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初级 中医经典病房 2117100002 邱岩

105 初级 医师5 2117200004 张宁辛

106 初级 医师6 2117300004 张越

107 初级 医师6 2117300010 吕鹏

108 初级 医师6 2117300012 吴雪菡

109 初级 医师7 2117400004 王洪超

110 初级 医师8 2117500004 张婧

111 初级 医师8 2117500005 徐林轩

112 初级 医师9 2117600002 迟倩慧

113 管理七级及以下 纪委办公室 2117800005 刘希明

第 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