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考岗位 准考证号 姓名

护理1 202201017 李熙

护理1 202201003 刘昂

护理1 202201030 周雪锋

护理1 202201005 邢千里

护理1 202201032 孙秋萍

护理1 202201013 孙平

护理1 202201018 周安娜

护理1 202201021 邢龙腾

护理1 202201008 徐晓雅

护理1 202201020 黄凯

护理2 202202010 李士豪

护理2 202202030 褚逸然

护理2 202202017 黄旭

护理2 202202012 樊文杰

护理2 202202014 张道玲

护理2 202202002 颜坤

护理2 202202026 潘韩

护理2 202202049 尹晨

护理2 202202046 赵薇

护理2 202202019 孔令琴

护理2 202202038 邓启蒙

护理2 202202020 刘汝佳

护理2 202202025 郑修严

护理2 202202006 褚文雪

护理2 202202042 李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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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岗位 准考证号 姓名

护理3 202203020 李响

护理3 202203081 江小涵

护理3 202203077 董芷歌

护理3 202203067 胡岳

护理3 202203001 盛誉

护理3 202203018 马悦

护理3 202203066 赵文雅

护理3 202203071 赵宜雯

护理3 202203062 牛力

护理3 202203023 孙萍

护理3 202203051 杜鑫玉

护理3 202203074 李晓倩

护理3 202203034 李童

护理3 202203065 王子涵

护理3 202203021 蒋艳秋

护理4 202204013 陈书立

护理4 202204004 冯露

护理4 202204045 刘鑫迪

护理4 202204049 张梦雨

护理4 202204041 马君

护理4 202204068 朱子轩

护理4 202204047 商睿

护理4 202204071 李春祺

护理5 202205014 刘春晖

护理5 202205024 谢润民

护理5 202205017 尹作鹏

护理5 202205003 李振兴

护理5 202205023 贺楠楠



报考岗位 准考证号 姓名

护理5 202205008 马利

护理5 202205032 孟娜

护理5 202205015 尹丽

护理5 202205028 孙璐璐

护理5 202205012 韩姣

护理5 202205022 梁凯莉

护理6 202206001 贺晓媛

护理6 202206003 杨盛鉴

护理6 202206002 周忠政

护理7 202207003 龙小晗

护理7 202207001 李香

护理8 202208022 郑玮

护理8 202208007 韩蒙

护理8 202208019 徐萍

护理8 202208029 许斌方

护理8 202208043 贾澳琪

护理8 202208025 徐铮

护理9 202209026 吴永康

护理9 202209039 孙鸿飞

护理9 202209058 张莉

护理9 202209031 杜悦

护理9 202209042 徐华

护理9 202209015 崔璐璐

护理9 202209017 廉婷婷

护理9 202209066 韩雪

护理9 202209010 田波

护理9 202209062 刘念

护理9 202209040 刘厚荣



报考岗位 准考证号 姓名

护理9 202209050 王丽

护理9 202209005 王馨平

护理9 202209061 杜明

护理10 202210002 赵众蕊

护理10 202210001 刘丹

护理10 202209060 谢佳璐

护理10 202203012 王梦茹

护理10 202209013 魏瑜

孤独症训练教师 202216077 沈童

孤独症训练教师 202216003 王希同

孤独症训练教师 202216008 单思淇

孤独症训练教师 202216021 褚宏秀

孤独症训练教师 202216083 郝燕

孤独症训练教师 202216013 鲁小钰

孤独症训练教师 202216009 杨硕

孤独症训练教师 202216002 王静

药师 202215004 刘彤

药师 202215001 程颖颖

药师 202215005 刘泰然

药师 202215003 杨建

康复技师1 202211109 郭士超

康复技师1 202211061 唐若凯

康复技师1 202211159 郝明志

康复技师1 202211103 王艺

康复技师1 202211011 杨鑫

康复技师1 202211116 陈霏

康复技师1 202211002 曹延志

康复技师1 202211055 岳中天



报考岗位 准考证号 姓名

康复技师1 202211068 张浩然

康复技师1 202211079 张秀前

康复技师2 202212001 吴家宝

康复技师2 202212002 贺勇智

康复技师2 202212003 鲍家祥

针灸治疗师 202213017 李新雅

针灸治疗师 202213015 梁林

针灸治疗师 202213031 王玉杰

挂号收款员 202217008 孟哲

挂号收款员 202217001 王莎莎

心理咨询（测验）师 202214002 刘潇繁

心理咨询（测验）师 202214008 宋逸楠

计算机工程师 202218003 张曦

计算机工程师 202218004 张苒

互联网导诊医师 202219001 张平

互联网导诊医师 202219002 孙华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