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号 应聘岗位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已省略中间部分数
字）

笔试时间、地点

000000001 骨科‐医师 敖泽飞 男 510525******097911

000000002 骨科‐医师 李锐博 男 622826******252118

000000003 骨科‐医师 卢俊丞 男 230302******015816

000000004 骨科‐医师 吕静 男 510181******102211

000000005 骨科‐医师 戚麟 男 410105******160036

000000006 骨科‐医师 石超 男 522724******300039

000000007 骨科‐医师 石贵文 男 510521******02315X

000000008 骨科‐医师 王进 男 510922******291092

000000009 骨科‐医师 王权印 男 511023******053174

000000010 骨科‐医师 王思盛 男 511526******083815

000000011 骨科‐医师 翁能源 男 500225******033317

000000012 骨科‐医师 邬佼汐 男 510106******085138

000000013 骨科‐医师 吴林峰 男 511521******140014

000000014 骨科‐医师 杨勇 男 510823******287732

000000015 骨科‐医师 余畅 男 510781******070015

000000016 骨科‐医师 翟禹樵 男 510603******31619X

000000017 骨科‐医师 赵龙 男 511381******121734

000000018 骨科‐医师 周伟 男 513022******290734

000000019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阿力木·买合
木提

男 653226******270537

000000020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蔡鹏程 男 510122******034111

000000021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邓戈 男 510108******082119

000000022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丁善航 男 370403******226611

000000023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付建 男 500112******295772

000000024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胡程郡 男 510182******024816

000000025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黄飞 男 421281******154114

000000026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黄民 男 430523******277237

000000027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林伯辉 男 350322******151111

000000028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刘扬 男 510108******212713

000000029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刘莹 女 510107******033429

000000030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唐几超 男 511025******020555

000000031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徐克 男 371322******212713

000000032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杨开金 男 513002******235837

000000033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杨雨霏 男 511325******101138

000000034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仲富瑞 男 510182******293039

时间：2021年10月
12日14:30—15:30
地点：2号楼模拟
医学教育培训中心

1楼100室

附件：参加笔试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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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35 普外科‐肝胆外科医师 周磊 男 510129******190619

000000036 普外科‐胃肠外科医师 班立杰 男 371525******131714

000000037 普外科‐胃肠外科医师 成博豪 男 362201******11021X

000000038 普外科‐胃肠外科医师 崔亚平 男 620522******261133

000000039 普外科‐胃肠外科医师 邓立豪 男 421127******033237

000000040 普外科‐胃肠外科医师 纪雨含 女 220323******130022

000000041 普外科‐胃肠外科医师 廖先梁 男 360730******063819

000000042 普外科‐胃肠外科医师 肖沁 男 513424******080413

000000043 普外科‐胃肠外科医师 肖曙峰 男 410105******05273X

000000044 普外科‐胃肠外科医师 杨晓亮 男 513424******10061x

000000045 普外科‐胃肠外科医师 张杰 男 510503******180613

000000046 普外科‐血管外科医师 王磊 男 652922******236059

000000047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曹乐薇 女 511621******207748

000000048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曾兴淋 女 510124******034021

000000049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邓亚兰 女 510722******260026

000000050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龚雨寒 女 510183******22472X

000000051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何宗立 女 513401******121622

000000052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黄丽 女 513822******047641

000000053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李锋 男 511381******267971

000000054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李佳徽 女 513901******214529

000000055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李亚超 女 120108******013547

000000056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李韵秋 女 510304******260047

000000057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刘家丽 女 511025******046343

000000058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龙沿呐 女 210603******190526

000000059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马铄 女 510682******01566X

000000060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梅胜梅 女 511023******032761

000000061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潘娥 女 500234******164083

000000062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秦雪梅 女 513021******286867

000000063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孙诗玉 女 510722******091264

000000064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唐嘉 女 513822******074845

000000065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肖宇 女 421022******175429

000000066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熊瑾 女 513722******043061

000000067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杨梦 女 510623******144149

000000068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仰兰 女 510106******191840

时间：2021年10月
12日14:30—15:30
地点：2号楼模拟
医学教育培训中心

1楼10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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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69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于敏 女 520201******04820

000000070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张连 女 511523******213603

000000071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赵杰 男 431321******300013

000000072 感染性疾病科‐医师 邹芮 女 513222******260884

000000073 皮肤科‐医师 陈环宇 女 652201******013523

000000074 皮肤科‐医师 陈佳林 女 513722******194165

000000075 皮肤科‐医师 房立亚 男 320723******033616

000000076 皮肤科‐医师 高业 女 510124******181121

000000077 皮肤科‐医师 洪文茜 女 513401******087161

000000078 皮肤科‐医师 蒋诗雨 女 510184******16442X

000000079 皮肤科‐医师 李维 女 511302******223729

000000080 皮肤科‐医师 刘洛辰 女 511102******070423

000000081 皮肤科‐医师 罗媛元 女 513901******180303

000000082 皮肤科‐医师 米文瑶 女 510129******031728

000000083 皮肤科‐医师 覃月 女 513030******062324

000000084 皮肤科‐医师 唐文 女 500105******195829

000000085 皮肤科‐医师 滕小越 女 511522******200020

000000086 皮肤科‐医师 王瑞齐 女 510181******156428

000000087 皮肤科‐医师 吴小雨 女 511123******142765

000000088 皮肤科‐医师 向顺俪 女 510421******124020

000000089 皮肤科‐医师 肖秋红 女 511002******292521

000000090 疼痛科‐医师 曾小格 女 513022******180029

000000091 疼痛科‐医师 陈瑶 女 511024******077287

000000092 疼痛科‐医师 单艺慧 女 342221******245523

000000093 疼痛科‐医师 邓依兰 女 510723******164082

000000094 疼痛科‐医师 邓颖 女 510824******240225

000000095 疼痛科‐医师 何文珊 女 511321******140024

000000096 疼痛科‐医师 黄雪燕 女 510129******237927

000000097 疼痛科‐医师 刘聪 女 232331******032021

000000098 疼痛科‐医师 裴兴虹 女 513425******170026

000000099 疼痛科‐医师 唐亚 女 510108******062722

000000100 疼痛科‐医师 童正兰 女 510182******21202X

000000101 疼痛科‐医师 汪娇 女 510181******203347

000000102 疼痛科‐医师 杨万英 女 511123******017022

时间：2021年10月
12日14:30—15:30
地点：2号楼模拟
医学教育培训中心

1楼10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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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103 疼痛科‐医师 袁宏洁 女 513029******226580

000000104
麻醉科（日间手术室麻醉单元）‐
医师

李丽君 女 513901******192329

000000105
麻醉科（日间手术室麻醉单元）‐
医师

马雪 女 510182******103023

000000106
麻醉科（日间手术室麻醉单元）‐
医师

谢沙 女 500233******116107

000000107
麻醉科（日间手术室麻醉单元）‐
医师

张杰 女 510521******123808

000000108 病理科‐医师 李筱玥 女 630102******120443

000000109 病理科‐医师 李彦桦 女 510422******020042

000000110 病理科‐医师 王晓靖 女 612725******305025

000000111 病理科‐医师 张钦清 女 511025******238789

000000112 病理科‐医师 周晶 女 430922******174627

000000113 耳鼻咽喉科头颈外科‐技师 孙佳莉 女 510131******260527

000000114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包振宇 男 510108******013012

000000115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陈茜 女 511025******09788X

000000116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邓敏 女 510125******22284X

000000117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邓艳 女 511324******030506

000000118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冯德祥 男 510108******102432

000000119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冯娟 女 513721******277604

000000120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高世禄 男 513721******105060

000000121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蒋文芸 女 510181******056127

000000122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梁榆皎 女 513701******203125

000000123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蒙燕 女 620121******036928

000000124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石文彦 女 511681******260025

000000125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孙芳 女 530428******290024

000000126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唐钿 女 510422******308225

000000127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万凌娟 女 513135******021244

000000128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向锦辉 女 510824******207948

000000129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向嫚 女 513721******290023

000000130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张平 女 511529******188221

000000131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张谭波 男 522127******025011

000000132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张一帆 女 511002******257022

000000133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钟昕 女 510403******041726

000000134 护理部‐手术室专科护士 周子琪 女 512002******180424

000000135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白小琴 女 513701******212728

时间：2021年10月
12日14:30—15:30
地点：2号楼模拟
医学教育培训中心

1楼100室

时间：2021年10月
12日16:00—17:00
地点：2号楼模拟
医学教育培训中心

1楼10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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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136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陈思媛 女 513228******040046

000000137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董赛花 女 620523******253525

000000138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樊嘉莉 女 510822******150029

000000139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李昌洪 女 500228******025582

000000140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李睿涵 男 513126******090237

000000141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刘冬梅 女 510722******08656X

000000142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刘晶晶 女 230183******086822

000000143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龙巧芸 女 500107******213121

000000144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罗天华 女 511523******060443

000000145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宁莹 女 371082******241827

000000146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谭倩 女 511622******210060

000000147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谭钦月 女 510824******086542

000000148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万李 男 422825******200612

000000149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王丽萍 女 500112******083849

000000150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王舒 女 511126******242125

000000151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文学琴 女 511502******201649

000000152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吴佳玉 女 654324******240029

000000153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谢林芝 女 511381******110085

000000154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应姗珊 女 510722******216565

000000155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张汉遥 女 510124******270026

000000156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张莉萍 女 513401******105727

000000157 实验医学部‐技术员 朱玉兰 女 510812******064500

000000158
实验医学部‐科研人员A（普外方
向）

胡俊清 男 511324******116299

000000159
实验医学部‐科研人员A（普外方
向）

黄家卉 女 513825******290045

000000160
实验医学部‐科研人员A（普外方
向）

龙华洋 男 513922******300997

000000161
实验医学部‐科研人员A（普外方
向）

赵苑村 男 530102******242711

000000162
实验医学部‐科研人员B（普外方
向）

吴念韦 男 511602******287217

000000163
实验医学部‐科研人员B（普外方
向）

许梦瑶 女 510503******047020

000000164 实验医学部‐生物信息分析人员 康路 女 511381******229141

000000165 实验医学部‐生物信息分析人员 汪瑞 女 342522******150026

000000166 实验医学部‐生物信息分析人员 吴雨桐 男 510105******041512

000000167 实验医学部‐研究员 柏学 女 513021******240964

000000168 实验医学部‐研究员 郭豪 女 510623******113326

时间：2021年10月
12日16:00—17:00
地点：2号楼模拟
医学教育培训中心

1楼10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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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169 实验医学部‐研究员 何韵 女 500234******160025

000000170 实验医学部‐研究员 贾悦 男 513101******070313

000000171 实验医学部‐研究员 李贝 女 513021******238380

000000172 实验医学部‐研究员 李娇 女 510824******093405

000000173 实验医学部‐研究员 秦露 女 510132******306667

000000174 实验医学部‐研究员
热孜完·吾甫
尔

女 653130******101504

000000175 实验医学部‐研究员 吴思宇 女 510823******033142

000000176 实验医学部‐研究员 徐佳欣 女 513821******067466

000000177 实验医学部‐研究员 张亚斌 男 622424******204414

000000178 实验医学部‐研究员 周兴 男 510722******216056

000000179 药学部‐临床药师 陈嘉俊 男 350627******050011

000000180 药学部‐临床药师 韩贤儒 女 510922******160284

000000181 药学部‐临床药师 刘蕊 女 513001******220884

000000182 药学部‐调剂药师 蔡芮 女 510108******313925

000000183 药学部‐调剂药师 曹丹 女 511621******134089

000000184 药学部‐调剂药师 曾晓欢 女 510108******043325

000000185 药学部‐调剂药师 何中勤 女 513029******29326X

000000186 药学部‐调剂药师 胡云云 女 514030******145841

000000187 药学部‐调剂药师 黄肖 女 510726******10042x

000000188 药学部‐调剂药师 黄元霞 女 513423******060023

000000189 药学部‐调剂药师 李海鹚 女 513901******147148

000000190 药学部‐调剂药师 李敏 女 511023******014326

000000191 药学部‐调剂药师 李婷 女 513423******180723

000000192 药学部‐调剂药师 李晓梅 女 510823******248481

000000193 药学部‐调剂药师 刘红艳 女 513822******281766

000000194 药学部‐调剂药师 刘宇 女 510125******120942

000000195 药学部‐调剂药师 刘玉梅 女 513901******26662X

000000196 药学部‐调剂药师 罗燚婷 女 513821******072667

000000197 药学部‐调剂药师 邰晓伟 女 130523******252463

000000198 药学部‐调剂药师 唐国香 女 513427******083426

000000199 药学部‐调剂药师 王丽 女 342921******264826

000000200 药学部‐调剂药师 王平 女 510504******270320

000000201 药学部‐调剂药师 王倩 女 610222******040126

000000202 药学部‐调剂药师 王万花 女 511321******087603

时间：2021年10月
12日16:00—17:00
地点：2号楼模拟
医学教育培训中心

1楼10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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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203 药学部‐调剂药师 吴小娟 女 511681******072348

000000204 药学部‐调剂药师 吴悠 女 510623******283948

000000205 药学部‐调剂药师 向翠方 女 513022******227809

000000206 药学部‐调剂药师 徐小蓉 女 510824******152583

000000207 药学部‐调剂药师 杨芳 女 513721******297347

000000208 药学部‐调剂药师 杨宇慧 女 513101******090327

000000209 药学部‐调剂药师 易贝 女 513824******036227

000000210 药学部‐调剂药师 殷雅卓 女 510108******021828

000000211 药学部‐调剂药师 尹建华 女 510704******04172X

000000212 药学部‐调剂药师 余刘勤 女 513821******058045

000000213 药学部‐调剂药师 詹小燕 女 511002******290028

000000214 药学部‐调剂药师 张敏 女 513723******257007

000000215 药学部‐调剂药师 张瑶 女 510322******044108

000000216 药学部‐调剂药师 周灵 女 500231******296980

000000217 药学部‐调剂药师 祝慧 女 511025******170860

000000218 医务部‐质控人员 曹秀朋 男 522112******041613

000000219 医务部‐质控人员 程婉露 女 511126******033721

000000220 医务部‐质控人员 杜婉星 女 652801******015227

000000221 医务部‐质控人员 高立娟 女 500238******141365

000000222 医务部‐质控人员 黄彩霞 女 510722******193265

000000223 医务部‐质控人员 孔艺 女 510502******140747

000000224 医务部‐质控人员 李娇 女 511322******038181

000000225 医务部‐质控人员 李晓林 女 510922******21390x

000000226 医务部‐质控人员 李雪娜 女 510402******285120

000000227 医务部‐质控人员 林艳 女 511028******125726

000000228 医务部‐质控人员 刘丽 女 513822******069201

000000229 医务部‐质控人员 彭杰 女 429005******188769

000000230 医务部‐质控人员 祁联芬 女 510525******013023

000000231 医务部‐质控人员 任静 女 511321******166323

000000232 医务部‐质控人员 申芹 女 513229******138024

000000233 医务部‐质控人员 王婷婷 女 513029******201369

000000234 医务部‐质控人员 谢雅 女 513701******150149

000000235 医务部‐质控人员 熊婧 女 510411******010326

000000236 医务部‐质控人员 杨眉 女 513701******05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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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237 医务部‐质控人员 杨晓雯 女 500226******10002X

000000238 医务部‐质控人员 杨堰钞 女 510321******241304

000000239 医务部‐质控人员 叶同帆 女 500381******270822

000000240 医务部‐质控人员 张敏 女 500230******201604

000000241 医务部‐质控人员 张文艳 女 510322******298221

000000242 医务部‐质控人员 郑迪 女 510106******014422

000000243 医务部‐质控人员 郑瑞娟 女 511181******090667

000000244 医务部‐质控人员 周文印 男 510422******171012

000000245 医务部‐质控人员 朱俊英 女 330782******135425

000000246 后保部‐后勤保卫管理岗 冯强 男 511025******081514

000000247 后保部‐后勤保卫管理岗 高祥翔 男 511024******044112

000000248 后保部‐后勤保卫管理岗 易忠涛 男 510681******125018

000000249 后保部‐后勤保卫管理岗 张永强 男 510322******317176

时间：2021年10月
12日16:00—17:00
地点：2号楼模拟
医学教育培训中心

1楼100室

第 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