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市直公立医院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递补
进入面试人员名单

准考证号 报名序号 姓名 性别 报考部门 报考岗位 报考专业 总分 排名 备注

1712580202 11428 马存花 女 莱芜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医疗类(B) 68.2 1 放弃无递补

1712581005 02482 安广浩 男 莱芜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 医疗类(B) 65.2 2 放弃无递补

1712581014 10132 彭静 女 莱芜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糖尿病科 医疗类(B) 60.7 1 放弃无递补

1712580205 03402 李婷 女 莱芜市人民医院 内分泌糖尿病科 医疗类(B) 57.1 2 放弃无递补

1712581717 00650 李悦 女 莱芜市人民医院 中医科 中医类(E) 71.6 3 放弃

1712581810 10856 张琳 女 莱芜市人民医院 中医科 中医类(E) 69.3 4 放弃

1712581628 03765 郝飞 女 莱芜市人民医院 中医科 中医类(E) 67.8 5 放弃

1712581507 04115 柳凯 男 莱芜市人民医院 中医科 中医类(E) 63.2 8 递补

1712581818 07682 郭雪 女 莱芜市人民医院 中医科 中医类(E) 59.9 10 递补

1712581726 01823 李燕玮 男 莱芜市人民医院 中医科 中医类(E) 58.7 11 递补

1712581208 12205 王之浩 男 莱芜市人民医院 普外科1 医疗类(B) 62 1 放弃无递补

1712580512 10093 程玉 女 莱芜市人民医院 烧伤外科 医疗类(B) 68.1 1 放弃无递补

1712581901 13255 史庆之 男 莱芜市中医医院 产科 中医类(E) 68.6 3 放弃无递补

1712581627 04030 申阳 男 莱芜市中医医院 急诊科 中医类(E) 46.2 3 放弃无递补

1712581304 02714 赵萍 女 莱芜市中医医院 药学部 药学类(C) 73.2 1 放弃无递补

1712581522 07963 刘瑶 女 莱芜市中医医院 心病科 中医类(E) 73.9 1 放弃

1712581508 01521 赵广丰 男 莱芜市中医医院 心病科 中医类(E) 68.1 4 递补

1712581802 10712 张晓艳 女 莱芜市中医医院 肛肠科 中医类(E) 49 1 放弃无递补

1712581606 03798 王聪 男 莱芜市中医医院 针灸科 中医类(E) 63.6 2 放弃无递补

1712581503 10330 王昊晟 男 莱芜市中医医院 推拿科 中医类(E) 72.4 1 放弃无递补

1712580914 10540 杨继美 女 莱芜市中医医院 放射科 医疗类(B) 53.9 2 放弃无递补

1712580810 13422 王雪莲 女 莱芜市中医医院 超声科 医疗类(B) 55.6 3 放弃无递补

1712580302 04789 高璐璐 男 莱芜市中医医院 社区服务中心 医疗类(B) 61.4 1
资格审查
不合格



1712580230 12320 亓倩 女 莱芜市中医医院 社区服务中心 医疗类(B) 48.7 4 递补

1712580715 13193 付媛 女 莱芜市中医医院 心电图室 医疗类(B) 61.1 3 放弃

1712580505 10884 王颖 女 莱芜市中医医院 心电图室 医疗类(B) 56.1 5 递补

1712581225 06590 祝祥贺 男 莱芜市妇幼保健院 临床医学 医疗类(B) 63.9 3 放弃无递补

1712580701 09002 肖楠 女 莱芜市妇幼保健院 临床医学 医疗类(B) 59.5 11 放弃无递补

1712580105 04340 王永敬 男 莱芜市妇幼保健院 临床医学 医疗类(B) 59.1 14 放弃无递补

1712580704 08792 赵梅 女 莱芜市妇幼保健院 临床医学 医疗类(B) 58.2 16 放弃无递补

1712580619 00358 李振 男 莱芜市妇幼保健院 临床医学 医疗类(B) 52.9 24 放弃无递补

1712580510 02903 陶新超 男 莱芜市妇幼保健院 临床医学 医疗类(B) 46 29 放弃无递补

1712582124 03365 刘艳艳 女 莱芜市妇幼保健院 护理 护理类(F) 64.3 3 放弃

1712582211 01987 李鹏飞 女 莱芜市妇幼保健院 护理 护理类(F) 57.6 7 递补

1712582210 00175 褚媛媛 女 莱芜市妇幼保健院 助产士 护理类(F) 46.7 6 放弃

1712582120 02833 贾传美 女 莱芜市妇幼保健院 助产士 护理类(F) 45.1 7 放弃

1712582230 05325 潘婷婷 女 莱芜市妇幼保健院 助产士 护理类(F) 42.1 12 递补

1712580809 02760 张康 男 莱芜市皮肤病防治所 口腔医学 医疗类(B) 52.5 3 放弃

1712580915 04013 丁玮 女 莱芜市皮肤病防治所 口腔医学 医疗类(B) 48.7 4 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