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临沂市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碎石岗位 公欣海 1728632112
2 临沂市人民医院 血管外科医疗岗位 段现利 1728633628
3 临沂市人民医院 口腔修复医疗岗位 盛艳娇 1728621822
4 临沂市人民医院 PET/CT诊断岗位 王亮亮 1728622711
5 临沂市人民医院 分子病理岗位B 何慧 1728623604
6 临沂市人民医院 病理技术岗位 时登娟 1728654825
7 临沂市人民医院 颅脑外伤岗位 孙一为 1728654522
8 临沂市人民医院 颅脑外伤岗位 王富贵 1728650624
9 临沂市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岗位 王文来 1728640615
10 临沂市人民医院 社会工作岗位 李春慧 1728522819
11 临沂市人民医院 党务工作办公室岗位 徐婷婷 1728361113
12 临沂市人民医院 临床护理岗位A 樊树芹 1728582924
13 临沂市人民医院 临床护理岗位A 杨淑红 1728571226
14 临沂市人民医院 临床护理岗位B 孙建芳 1728603118
15 临沂市人民医院 临床护理岗位B 赵玉 1728590518
16 临沂市人民医院 临床护理岗位B 张晓露 1728600721
17 临沂市人民医院 临床护理岗位B 刘行林 1728572927
18 临沂市人民医院 临床护理岗位B 孟令娟 1728575924
19 临沂市人民医院 临床护理岗位B 左依红 1728590223
20 临沂市人民医院 临床护理岗位B 周雨晓 1728603803
21 临沂市人民医院 临床护理岗位B 姜茂荣 1728580714
22 临沂市人民医院 临床护理岗位B 耿先华 1728584908
23 临沂市人民医院 临床护理岗位B 商令杰 1728602714

24 临沂市中医医院
消化内科医疗岗位A（中

医）
张丽娟 1728670102

25 临沂市中医医院
消化内科医疗岗位B（医

疗）
杜玉林 1728621003

26 临沂市中医医院
呼吸内科医疗岗位（中

医）
吴祥岷 1728672316

27 临沂市中医医院
心血管介入医疗岗位

（中医）
张杰 1728670523

28 临沂市中医医院
针灸推拿医疗岗位（中

医）
金维桂 1728672428

29 临沂市中医医院
针灸推拿医疗岗位（中

医）
石焕霞 1728671414

30 临沂市中医医院
针灸推拿医疗岗位（中

医）
刘福彩 1728672406

31 临沂市中医医院 妇科医疗岗位（中医） 王飞 1728672123
32 临沂市中医医院 妇科医疗岗位（中医） 张丽娜 1728671108
33 临沂市中医医院 妇科医疗岗位（中医） 赵燕飞 172867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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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临沂市中医医院
中医儿科医疗岗位（中

医）
李林 1728671430

35 临沂市中医医院
急诊急救医疗岗位（医

疗）
卢克红 1728631418

36 临沂市中医医院
腔镜外科医疗岗位（医

疗）
赵尔志 1728610419

37 临沂市中医医院 产科医疗岗位（医疗） 舒荣 1728630802
38 临沂市中医医院 产科医疗岗位（医疗） 王然然 1728621704
39 临沂市中医医院 眼科医疗岗位（医疗） 高焱 1728620205

40 临沂市中医医院
消化内镜医疗岗位（医

疗）
秦颖 1728651904

41 临沂市中医医院 泌尿外科岗位（医疗） 李明国 1728654930
42 临沂市中医医院 预防医学岗位（医疗） 袁堂伟 1728612630

43 临沂市中医医院
康复治疗科岗位（医

疗）
张丽 1728621308

44 临沂市中医医院
康复治疗科岗位（医

疗）
许诺 1728620807

45 临沂市中医医院 临床麻醉岗位（医疗） 陈泰山 1728612618
46 临沂市中医医院 临床麻醉岗位（医疗） 韩天娇 1728654521
47 临沂市中医医院 超声诊断岗位（医疗） 杨山 1728655114
48 临沂市中医医院 超声诊断岗位（医疗） 隽换换 1728651315
49 临沂市中医医院 影像诊断岗位（医疗） 陈晓军 1728650221
50 临沂市中医医院 影像诊断岗位（医疗） 刘鹏 1728612015
51 临沂市中医医院 医学检验岗位（检验） 邹倩倩 1728642302
52 临沂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A（护理） 公淼 1728573602
53 临沂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B（护理） 梁月宁 1728577915
54 临沂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B（护理） 肖阳妮 1728590622
55 临沂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B（护理） 陈廷廷 1728576906
56 临沂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B（护理） 杨中萍 1728575925
57 临沂市中医医院 护理岗位B（护理） 王小静 1728573629

58 临沂市中医医院
公共事业管理岗位（综

合类）
宋晓雪 1728352930

59 临沂市中医医院
行政管理岗位（综合

类）
潘宜兴 1728311320

60 临沂市中医医院 会计岗位（综合类） 宋子莹 1728462908
61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张健 1728590517
62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胡元花 1728584308
63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孔令晓 1728600616
64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李晓华 1728575003
65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邱晓梅 1728600512
66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苑忠芬 1728582726
67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牛丹丹 1728584207
68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仲宝利 1728583330
69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丁娜 1728602817
70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许吉玲 1728581922
71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刘琪 1728576027
72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王淼 1728592501



73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蒋传芹 1728581821
74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程燕 1728585017
75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伊秀云 1728590623
76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郑学玫 1728584407
77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刘雪 1728571806
78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伊树凤 1728581929
79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庞雅静 1728584507
80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薛念英 1728574027
81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许向 1728583107
82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李颖 1728602318
83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张喜梅 1728577927
84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战祥美 1728604430
85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李敏 1728575517
86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吉春丽 1728582703
87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段希彬 1728603718
88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张晓玉 1728601815
89 临沂市中心医院 护理岗位（护理） 杜丽芹 1728592930
90 临沂市中心医院 消化内科岗位（医疗） 胡爱艳 1728655602
91 临沂市中心医院 肺功能室岗位（医疗） 王升玲 1728632327
92 临沂市中心医院 检验科岗位（检验） 齐佳 1728641227

93 临沂市中心医院
健康管理中心专业技术

岗位（医疗）
李雨露 1728622623

94 临沂市中心医院
健康管理中心专业技术

岗位（医疗）
郭春霞 1728632901

95 临沂市中心医院
健康管理中心专业技术

岗位（医疗）
李林 1728620203

96 临沂市中心医院
信息技术岗位（综合

类）
卢沛良 1728321029

97 临沂市中心医院
财务管理岗位（综合

类）
尹明玉 1728350407

98 临沂市中心医院
财务管理岗位（综合

类）
王丹 1728373511

99 临沂市中心医院
财务管理岗位（综合

类）
刘洋 1728371725

100 临沂市中心医院
总务电气工程岗位（综

合类）
国文人 1728361624

101 临沂市中心医院
总务暖通工程岗位（综

合类）
陈晓欣 1728372130

102 临沂市中心医院
保卫科电气、消防工程

岗位（综合类）
张永尚 1728550709

103 临沂市中心医院
生物医学工程岗位（综

合类）
孟令豪 1728343510

104 临沂市中心医院
宣传科专业技术岗位

（综合类）
刘明 1728351309

105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妇科医疗B 许鑫鑫 1728653823
106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妇科医疗B 张雪 1728620915
107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妇科医疗C 王志美 1728672427



108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妇科医疗C 曹媛媛 1728670910
109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产科医疗岗位 张慧慧 1728653426
110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产科医疗岗位 周冒秀 1728654316
111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儿科医疗G 杜春春 1728672610
112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新生儿科医疗岗位 袁利 1728620812
113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内科医疗A 刘晓杰 1728651728
114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内科医疗C 全伟 1728610102
115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内科医疗D 王鹏 1728631428
116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内科医疗E 葛祥丽 1728653427
117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内科医疗F 王海莹 1728611715
118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外科医疗A 王大玮 1728611930
119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外科医疗B 刘潇 1728612421
120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外科医疗B 尹乐乐 1728632320
121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外科医疗C 刘景刚 1728623805
122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口腔医疗A 董妍 1728653519
123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口腔医疗B 张朋梅 1728622923
124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口腔医疗C 王聪 1728611514
125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眼科医疗A 夏静 1728623026
126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皮肤病医疗岗位 李帅 1728613522
127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皮肤病医疗岗位 刘金鹏 1728613118
128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麻醉岗位 张恩惠 1728610610
129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麻醉岗位 王园园 1728654130
130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麻醉岗位 杨舒楠 1728620713
131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麻醉岗位 杨园园 1728633612
132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影像诊断A 吕辉洋 1728653122
133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影像诊断B 张宝伟 1728640207
134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影像诊断B 张俊凤 1728650518
135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影像诊断D 彭善芳 1728655209
136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影像诊断D 宋庆英 1728614004
137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影像诊断D 张路 1728623309
138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影像诊断D 张利杰 1728632709
139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影像诊断D 王蕾 1728631119
140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影像诊断D 张芯剑 1728632812
141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儿童保健岗位 范长红 1728613508
142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儿童保健岗位 张盟 1728630515
143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检验岗位 李永丽 1728642810
144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检验岗位 陈茂欣 1728642608
145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检验岗位 郝姝桦 1728641021
146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检验岗位 盖林林 1728641905
147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医学检验岗位 张雪强 1728640915
148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曹燕燕 1728620323
149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刘思佳 1728632022
150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杨鑫 1728623827
151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王增林 1728623528
152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贺小涵 1728620616
153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杨柳荟 1728640212
154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彭雪婷 1728622810



155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史云雷 1728632315
156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周婷 1728632726
157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郝苗 1728632110
158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许婷婷 1728611711
159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季荣娟 1728610121
160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潘越 1728610827
161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赵晓宇 1728622910
162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王光伟 1728612701
163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马任驰 1728620212
164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韩振君 1728620624
165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许晴 1728610106
166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郭建营 1728654406
167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郑爽 1728633605
168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刘晓阳 1728610214
169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陈震 1728630304
170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孙鲁春 1728653930
171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全腾飞 1728611513
172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徐磊 1728613324
173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许增丽 1728623216
174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黄友亮 1728653003
175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赵楠楠 1728623625
176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季丽 1728631027
177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临床医疗岗位 冯浩 1728613210
178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营养学岗位 高新深 1728650216
179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药学A 刘自玲 1728662125
180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药学B 刘景芳 1728661015
181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药学C 王磊 1728660112
182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A 刘璐 1728581427
183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张玉华 1728576324
184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张晓蒙 1728600702
185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郑白雪 1728602117
186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王金红 1728574729
187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尹德娜 1728592518
188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高岩 1728576803
189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杜晓宇 1728590729
190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陈红 1728577909
191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付丽 1728584121
192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刘超华 1728590106
193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潘维爽 1728600517
194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谢阿平 1728581424
195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沈开芳 1728604008
196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崔会萍 1728584624
197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席琳娜 1728572821
198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李孝丽 1728574608
199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黄洋洋 1728577622
200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张月容 1728571619
201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万晓青 1728573013



202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刘学兰 1728583421
203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张保丽 1728582828
204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李东伟 1728590508
205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李心平 1728570922
206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王媛 1728602203
207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陈蒙爱 1728604330
208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罗珍珍 1728582819
209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李静 1728580407
210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汤涵慧 1728603412
211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樊欣 1728577926
212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柳茜 1728574312
213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赵宇 1728584621
214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袁晖 1728574829
215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刘乃军 1728577804
216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朱飞 1728571710
217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宋卫玲 1728593202
218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王康芳 1728577510
219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王晓云 1728581822
220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张路明 1728583128
221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程芮 1728591124
222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B 代建秀 1728602107
223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C 王前卫 1728576628
224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C 王桂平 1728580723
225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C 刘振 1728590115
226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C 赵智慧 1728601215
227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C 田娜 1728576321
228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C 王笑妍 1728601725
229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C 刘文倩 1728583708
230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C 李飞 1728591424
231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C 吴真真 1728590102
232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护理C 王洛英 1728571308
233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助产岗位 孙亚苹 1728593702
234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助产岗位 范宗美 1728592114
235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助产岗位 柳荣霞 1728576429
236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助产岗位 朱晓磊 1728574813
237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助产岗位 尹晓玲 1728591203
238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助产岗位 王娟 1728603114
239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助产岗位 颜田蕾 1728580306
240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助产岗位 付瑞敏 1728573723
241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助产岗位 王珺 1728573927
242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助产岗位 陈士莲 1728573825
243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卫生管理岗位 杨付英 1728410509
244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卫生管理岗位 田丽娟 1728502225
245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卫生管理岗位 刘璇 1728351808
246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卫生管理岗位 隋学强 1728341929
247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会计岗位 高源 1728523520
248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会计岗位 张希娟 1728460505



249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计算机管理岗位 周鹏 1728320623
250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计算机管理岗位 闫丽 1728553527
251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审计岗位 于洋 1728382119
252 临沂市妇女儿童医院 宣传岗位 郑相海 1728323527
253 临沂市肿瘤医院 肿瘤放疗（医疗） 任爱华 1728632608

254 临沂市肿瘤医院
泌尿外科医疗岗位（医

疗）
林瑞 1728620415

255 临沂市肿瘤医院 会计岗位（综合类） 秦阳 1728343318

256 市精神卫生中心
精神科医疗岗位（医

疗）
张清清 1728652408

257 市精神卫生中心
精神科医疗岗位（医

疗）
曹其轩 1728630319

258 市精神卫生中心 临床医疗岗位（医疗） 薛念强 1728652423
259 市精神卫生中心 临床医疗岗位（医疗） 周侠 1728610921
260 市精神卫生中心 临床护理岗位（护理） 刘蕾 1728577504
261 市精神卫生中心 临床护理岗位（护理） 李敏 1728590103
262 市精神卫生中心 信息科岗位（综合类） 吴学艳 1728312002

263 市精神卫生中心
公共事业管理岗位（综

合类）
高艺瑄 1728441623

264 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
医学检验教学岗位（检

验）
孙彩云 1728642127

265 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
康复治疗学教学岗位A
（限男性）（医疗）

王玉朋 1728613407

266 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
康复治疗学教学岗位B
（限女性）（医疗）

徐亚萍 1728611119

267 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
临床医学教学岗位A（限

男性）（医疗）
李建彬 1728651121

268 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
临床医学教学岗位B（限

女性）（医疗）
孙文娟 1728651109

269 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 药学教学岗位（药学） 王钰翔 1728661807

270 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
医学影像学教学岗位

（医疗）
徐晓雨 1728612717

271 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
心理学教学岗位（综合

类）
武永梅 1728422712

272 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
计算机教学岗位A（限男

性）（综合类）
张立涛 1728492330

273 临沂市皮肤病防治所 临床病理岗位（医疗） 李静 1728650905
274 临沂市医学会办公室 专业技术岗位 王晓慧 172865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