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考岗位 姓名 准考证号

综合管理-101 薛亮 3101010102

综合管理-103 王鑫颖 3101030110

综合管理-105 张国苗 3101050112

综合管理-106 杨帆 3101060121

综合管理-108 吴艳 3101080326

综合管理-108 任军伟 3101080519

综合管理-109 孔燕平 3101090615

综合管理-110 桑文剑 3101100911

综合管理-110 胡菲菲 3101100820

综合管理-111 谢振园 3101110921

综合管理-112 马冉 3101120930

综合管理-114 陈星 3101141021

综合管理-115 郭翔 3101151318

综合管理-115 周建军 3101151116

综合管理-115 路然 3101151208

综合管理-116 李鑫 3101161402

综合管理-117 乔田峰 3101171505

综合管理-117 刘广元 3101171415

综合管理-117 王文 3101171430



报考岗位 姓名 准考证号

综合管理-117 马列 3101171413

综合管理-118 鹿金钊 3101181511

综合管理-118 曹金鑫 3101181513

综合管理-119 郑景芳 3101191608

综合管理-119 郭伟 3101191607

综合管理-119 米雪 3101192505

综合管理-119 刘珍 3101192907

定向岗位-120 柳冠宇 3101203003

定向岗位-120 李昊 3101203014

综合管理-121 王秀杰 3101213017

综合管理-122 张振洲 3101223019

综合管理-124 陶青松 3101243109

综合管理-125 刘桂涛 3101253215

综合管理-126 魏光锋 3101263303

综合管理-127 唐会宝 3101273311

综合管理-128 徐跃 3101283315

综合管理-128 王伟伟 3101283317

综合管理-129 孙晓 3101293324

综合管理-129 郭金艳 3101293322

综合管理-130 郑艺雯 3101303418



报考岗位 姓名 准考证号

综合管理-131 宋健 3101313506

综合管理-132 张秀秀 3101323510

综合管理-133 张岩 3101333514

综合管理-134 李玲 3101343518

综合管理-135 杨亚 3101353609

综合管理-137 许晓梦 3101373726

综合管理-138 秦鹏 3101383730

定向岗位-139 胡艳艳 3101393806

定向岗位-139 侯文浩 3101393814

综合管理-140 柳潇 3101404703

综合管理-140 王斌 3101404904

综合管理-140 张志敏 3101405015

综合管理-140 丁玲 3101405018

综合管理-140 王庆功 3101404906

综合管理-140 夏露露 3101404930

综合管理-141 孙虎玉 3101415227

综合管理-141 张成 3101415411

综合管理-141 李文鹏 3101415423

综合管理-141 王明 3101415225

综合管理-141 姜艳 3101415222



报考岗位 姓名 准考证号

综合管理-141 张景然 3101415306

综合管理-141 黄锡滨 3101415326

综合管理-143 李国勇 3101435503

综合管理-144 张晶晶 3101445507

专业技术-145 许兴超 3101455515

专业技术-146 曹尧 3101465611

专业技术-147 李龙 3101475829

医疗-201 刘超 3102016101

医疗-201 武英楷 3102016102

医疗-203 张美 3102036113

医疗-205 谢媛 3102056123

医疗-206 苗华 3102066127

医疗-207 孙奇 3102076207

医疗-208 宁风云 3102086408

医疗-208 屈新 3102086730

医疗-208 信敬友 3102086616

医疗-208 刘睿文 3102086713

医疗-208 高莹 3102086313

医疗-208 张利伟 3102086704

医疗-208 吴国庆 3102086810



报考岗位 姓名 准考证号

医疗-208 张荣 3102086813

医疗-208 巩敏 3102086604

医疗-208 龚振振 3102086618

医疗-208 李文 3102086312

医疗-208 王进龙 3102086716

医疗-208 王晴 3102086301

医疗-208 朱业琪 3102086505

医疗-208 樊令红 3102086627

医疗-208 周园园 3102086425

护理-209 柳辉 3102097011

护理-209 徐敏 3102097208

护理-209 周艳艳 3102097005

护理-209 房红艳 3102097303

护理-209 赵素秋 3102097118

护理-209 张慧 3102097427

护理-209 崔文革 3102097621

医疗-210 刘娟 3102107709

医疗-210 邱齐 3102107725

医疗-211 徐如意 3102117729

医疗-212 韩慧 3102127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