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试人员名单

序号 准考证号 姓名 单位名称
招聘
岗位

1 20210010120 杨梦栖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1

2 20210010324 韩冰芬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2

3 20210010325 李雅妮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2

4 20210010328 李振北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2

5 20210010318 吴晓伟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2

6 20210010320 乔梓超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2

7 20210010630 娄敏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3

8 20210010704 周红芳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3

9 20210010712 秦俊刚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3

10 20210010629 靳江华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3

11 20210010627 李红彪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3

12 20210010814 委秀利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3

13 20210010904 刘鹏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4

14 20210010920 徐艳敏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4

15 20210011006 秦含娇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5

16 20210011002 曹慧敏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5

17 20210011003 贾玉娇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5

18 20210011118 赵伟洁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6

19 20210011110 石颖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6

20 20210011202 杨俊连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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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准考证号 姓名 单位名称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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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210011311 李燕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7

22 20210011414 郎常青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7

23 20210011425 杨亚琴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7

24 20210011428 李静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7

25 20210011408 宋姣娟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7

26 20210011301 张凯璐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7

27 20210011506 王慧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28 20210011523 宁丽霞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29 20210011525 靳丝丝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30 20210011716 和冰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31 20210011711 李宁维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32 20210011605 刘艳婷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33 20210011715 李甜甜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34 20210011508 王林平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35 20210011617 焦芬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36 20210011511 王晓晓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37 20210011519 牛雯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38 20210011616 任慧丽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39 20210011502 吕君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40 20210011512 张静茹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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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210011601 王慧梅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42 20210011518 娄慧敏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43 20210011606 张红霞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44 20210011630 李伟佳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8

45 20210011926 秦海燕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9

46 20210011930 王浩锋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9

47 20210011918 李思思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9

48 20210011912 常瑶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10

49 20210012015 朱晓彤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10

50 20210011915 张英杰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10

51 20210012001 马晋阳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11

52 20210011906 付瑶强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11

53 20210011909 张进 陵川县人民医院 专技11

54 20210010407 程俊杰 潞城镇分院 专技2

55 20210010409 李玲燕 潞城镇分院 专技2

56 20210010327 张玲芬 潞城镇分院 专技2

57 20210010604 赵凤斌 马圪当乡分院 专技3

58 20210010801 王军胜 马圪当乡分院 专技3

59 20210010818 郭思敏 附城镇分院 专技4

60 20210010910 王良燕 附城镇分院 专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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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20210010928 刘梦珂 附城镇分院 专技4

62 20210011017 王欣 夺火乡分院 专技5

63 20210011016 韩蕾 夺火乡分院 专技5

64 20210011015 张萌云 夺火乡分院 专技5

65 20210011115 郎梦茹 杨村镇分院 专技6

66 20210011218 赵芳芳 杨村镇分院 专技6

67 20210011122 陈超 杨村镇分院 专技6

68 20210011430 韩平 礼义镇分院 专技7

69 20210011607 李飞荣 六泉乡分院 专技8

70 20210011810 付茜茜 六泉乡分院 专技9

71 20210011806 赵妮妮 六泉乡分院 专技9

72 20210011723 张欣 六泉乡分院 专技9

73 20210010124 原梦雪 平城镇分院 专技10

74 20210010125 刘斌斌 平城镇分院 专技10

75 20210010211 靳淑芳 平城镇分院 专技11

76 20210010222 刘苗苗 平城镇分院 专技11

77 20210010215 张田田 平城镇分院 专技11

78 20210010227 秦晓珂 西河底镇分院 专技12

79 20210010308 买雅琪 西河底镇分院 专技12

80 20210010228 李淑茜 西河底镇分院 专技12



面试人员名单

序号 准考证号 姓名 单位名称
招聘
岗位

81 20210010315 买燕 西河底镇分院 专技13

82 20210010314 姜斌 西河底镇分院 专技13

83 20210010316 张善玉 西河底镇分院 专技13

84 20210010112 牛曼曼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1

85 20210010123 梁锦芳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1

86 20210010403 高晓辉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2

87 20210010319 李齐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2

88 20210010602 娄永辉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3

89 20210010530 侯明峰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3

90 20210010622 徐一智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3

91 20210010916 姬玉叶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4

92 20210010918 张喜航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4

93 20210010901 常怡然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4

94 20210011009 都慧芳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5

95 20210011010 郭黎幸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5

96 20210011026 王盛男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6

97 20210011229 徐慧敏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6

98 20210011123 牛泽超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6

99 20210011319 张宇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7

100 20210011306 王鑫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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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20210011303 李娜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7

102 20210011315 秦玉卉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7

103 20210011402 赵海鑫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7

104 20210011410 张强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7

105 20210011529 杨晓丰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8

106 20210011501 王小冰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8

107 20210011703 罗敏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8

108 20210011805 尚阿妮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9

109 20210011725 吴莉娅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9

110 20210012103 李孟慧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10

111 20210012104 王鑫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10

112 20210012102 李宇斌 陵川县中医院 专技10

113 20210010110 原雅梦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1

114 20210010119 段林杰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1

115 20210010118 张娟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1

116 20210010108 王香玉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1

117 20210010114 武乔伟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1

118 20210010111 赵云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1

119 20210010406 李洋洋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2

120 20210010418 王美霞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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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20210010419 宋瑜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2

122 20210010401 魏亚丽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2

123 20210010416 张敏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2

124 20210010321 牛博菲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2

125 20210010422 秦彦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2

126 20210010329 毕欢欢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2

127 20210010402 王优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2

128 20210010426 陈李英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3

129 20210010612 秦姣姣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3

130 20210010618 马扬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3

131 20210010705 冯瑶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3

132 20210010502 郭京瑶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3

133 20210010501 李娜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3

134 20210010912 王晨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4

135 20210010903 牛香玲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4

136 20210010826 王子旗 陵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专技4

137 20210010106 黄贵军 礼义镇分院 乡招村用3

138 20210010105 赵慧莉 礼义镇分院 乡招村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