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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夏媛 女 护理01 第一组 01 合格

2 陈晓霞 女 护理01 第一组 02 合格

3 李旭艳 女 护理02 第一组 03 合格

4 龙丽园 女 护理02 第一组 04 合格

5 莫清丽 女 护理02 第一组 05 合格

6 吴龙妹 女 护理02 第一组 06 合格

7 王学萍 女 护理02 第一组 07 合格

8 刘燕 女 护理02 第一组 08 合格

9 董晓汉 女 护理02 第一组 09 合格

10 冯显娟 女 护理03 第一组 10 合格

11 王瑞英 女 护理03 第一组 11 合格

12 王正艳 女 护理03 第一组 12 合格

13 李富娟 女 护理03 第一组 13 合格

14 韦应红 女 临床01 第一组 14 合格

15 樊红梅 女 临床01 第一组 15 合格

16 王仁群 女 临床02 第一组 16 合格

17 黄廷娟 女 临床03 第一组 17 合格

18 胡霞 女 临床03 第一组 18 合格

19 张思明 女 临床03 第一组 19 合格

20 石雪连 女 临床03 第一组 20 合格

21 李祖月 女 临床03 第一组 21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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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罗慧 女 临床03 第一组 22 合格

23 郑冬霞 女 临床03 第一组 23 合格

24 崔桃燕 女 临床03 第一组 24 合格

25 杨大群 女 临床03 第一组 25 合格

26 刘莉 女
临床、中医、中西医

04
第一组 26 合格

27 张明利 女
临床、中医、中西医

04
第一组 27 合格

28 王广辉 女 中医康复05 第一组 28 合格

29 刘太玉 女 放射医师07 第一组 29 合格

30 杨雪 女 放射医师07 第一组 30 合格

31 陈钰 女 放射医师07 第一组 31 合格

32 韦满琴 女 检验医师08 第一组 32 合格

33 王成霞 女 检验医师08 第一组 33 合格

34 陈炳华 女 检验医师09 第一组 34 合格

35 覃慢软 女 信息管理10 第一组 35 合格

36 龙晓红 女 药师12 第一组 36 合格

37 张伶俐 女 药师12 第一组 37 合格

38 范婷婷 女 药师13 第一组 38 合格

39 许定乾 女 药师13 第一组 39 合格

40 谢寒 女 药师13 第一组 40 合格

41 杨万秀 女 行政管理14 第一组 41 合格

42 潘金文 男 护理01 第二组 42 合格



序
号

姓名
性
别

报考岗位 分组情况
体检抽
签序号

体检情况 备 注

丹寨县人民医院2018年公开招聘备案制工作人员入围体
检人员体检情况公示

43 吴如四 男 护理02 第二组 43 合格

44 黄珍武 男 临床01 第二组 44 合格

45 吕建毅 男 临床03 第二组 45 合格

46 蒙红勇 男 临床03 第二组 46 合格

47 李培生 男 临床03 第二组 47 合格

48 刘项 男 临床03 第二组 48 合格

49 文顺德 男 临床03 第二组 49 合格

50 胡星杰 男 临床03 第二组 50 合格

51 罗志雄 男 临床03 第二组 51 合格

52 黄皓 男 临床03 第二组 52 合格

53 王仁贵 男 临床03 第二组 53 合格

54 彭弘 男 临床03 第二组 54 合格

55 肖胜 男 临床03 第二组 55 合格

56 周承钰 男 临床03 第二组 56 合格

57 杨俊 男 临床03 第二组 57 合格

58 李全 男
临床、中医、中西医

04
第二组 58 合格

59 朱义 男
临床、中医、中西医

04
第二组 59 合格

60 郑鑫 男
临床、中医、中西医

04
第二组 60 合格

61 金付荣 男
临床、中医、中西医

04
第二组 61 合格

62 李雄 男 放射医师06 第二组 62 合格

63 汤友元 男 放射医师07 第二组 63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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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张青 男 放射医师07 第二组 64 合格

65 龙刚 男 检验医师08 第二组 65 合格

66 杨成智 男 财务管理11 第二组 66 合格

67 王盛 男 药师13 第二组 67 合格

68 宋世勇 男 行政管理14 第二组 68 合格

    以上公示内容，公示时间为2018年10于26日至10月28日止，共3天，如有异议者，欢迎
在公示期内请持有效身份证和面试准考证统一于2018年10月28日前来丹寨县人民医院人事科
查询。

                                                 丹寨县人民医院

                                                             2018年10月26日

    人事科咨询电话：139852925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