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绍兴市上虞区卫生健康系统拟聘用人员公示名单(二)

序号 用人单位 报考职位 姓名 毕业时间、院校及专业 学历 备注

1 上虞人民医院 (1003)中西医结合 程小峰 2013.07福建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 研究生

2 上虞人民医院 (1004)妇科 卢琴音 2014.06南华大学临床医学 本科

3 上虞人民医院 (1006)急诊、重症医学 龚冯威 2020.06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临床医学 本科

4 上虞人民医院 (1006)急诊、重症医学 吴宁超 2019.07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 本科

5 上虞人民医院 (1007)麻醉科 常玮 2016.07皖南医学院麻醉学 本科

6 上虞人民医院 (1008)口腔科 金伊佳 2017.07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口腔医学 本科

7 上虞人民医院 (1010)推拿科 陈敬佳 2020.06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针灸推拿学 本科

8 上虞人民医院 (1010)推拿科 冯豪杰 2019.06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 本科

9 上虞人民医院 (1011)护理 宋佳囡 2020.06浙江中医药大学护理 本科

10 上虞人民医院 (1011)护理 马稼颖 2019.06绍兴文理学院护理 本科

11 上虞人民医院 (1011)护理 俞央央 2019.06温州医科大学护理学 本科

12 上虞人民医院 (1011)护理 朱雲雲 2019.06绍兴文理学院护理 本科

13 上虞人民医院 (1011)护理 陈锡萍 2020.06绍兴文理学院护理学 本科

14 上虞人民医院 (1012)护理 沈芳琳 2020.06温州医科大学护理学 本科

15 上虞人民医院 (1012)护理 蔡曼妤 2020.07九江学院护理学 本科

16 上虞人民医院 (1012)护理 孙佳楠 2020.06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护理学 本科

17 上虞人民医院 (1012)护理 张钦洋 2020.06绍兴文理学院护理学 本科

18 上虞人民医院 (1012)护理 钱梦缘 2020.06绍兴文理学院护理学 本科

19 上虞人民医院 (1012)护理 苗钰盼 2020.06绍兴文理学院护理学 本科

20 上虞人民医院 (1012)护理 邵榕榕 2020.06温州医科大学护理学 本科

21 上虞人民医院 (1012)护理 张聪华 2020.06台州学院护理学 本科

22 上虞人民医院 (1012)护理 章清波 2020.06绍兴文理学院护理学 本科

23 上虞人民医院 (1012)护理 朱美静 2020.06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护理学 本科

24 上虞人民医院 (1015)放射科 鲁妍萱 2020.07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医学影像技术 本科

25 上虞人民医院 (1015)放射科 陈宇 2019.06新疆医科大学厚博学院医学影像技术 本科

26 上虞人民医院 (1015)放射科 梁洁灵 2020.07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医学影像技术 本科

27 上虞人民医院 (1015)放射科 王烨佳 2019.07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医学影像技术 本科

28 上虞人民医院 (1016)血库 郑梁 2014.07贵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 本科

29 上虞人民医院 (1017)医学检验 沈利超 2016.06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医学检验 本科

30 上虞人民医院 (1017)医学检验 季蒙蒙 2019.07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医学检验技术 本科

31 上虞人民医院 (1017)医学检验 叶婷 2019.06绍兴文理学院医学检验技术 本科

32 上虞人民医院 (1018)中药房 卢珲 2020.06浙江中医药大学中药学 本科

33 上虞人民医院 (1018)中药房 叶腾 2020.07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中药学 本科

34 上虞妇幼保健院 (2002)超声科 杨意美 2019.06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临床医学 本科

35 上虞妇幼保健院 (2003)助产 张杨莹 2018.06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助产 大专

36 上虞妇幼保健院 (2003)助产 何锡丹 2018.06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助产 大专

37 上虞妇幼保健院 (2004)护理 周佳苹 2016.06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护理学 本科

38 上虞妇幼保健院 (2004)护理 孙清涛 2020.06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护理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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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上虞妇幼保健院 (2004)护理 任一丹 2019.06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护理学 本科

40 上虞妇幼保健院 (2005)西药房 陈倩倩 2019.07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药学 本科

41 上虞妇幼保健院 (2006)中药房 王雅丽 2019.06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中药学 本科

42 上虞第二人民医院 (3001)临床科室(内科、外科、急诊科、儿科、麻醉科) 陈诗怡 2020.07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临床医学 本科

43 上虞第二人民医院 (3003)放射科 杨亚妃 2017.06吉林医学院医学影像技术 大专

44 上虞第二人民医院 (3004)心电图 袁宁一 2019.06山东协和学院临床医学 大专

45 上虞第二人民医院 (3005)中医科 金筠馨 2020.07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中医学 本科

46 上虞第二人民医院 (3006)护理 顾绮 2020.06绍兴文理学院护理学 本科

47 上虞第二人民医院 (3006)护理 赵雪璐 2018.06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护理 本科

48 上虞第二人民医院 (3006)护理 朱依丽 2019.06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护理学 本科

49 百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001)放射科 王天琪 2020.06杭州医学院医学影像技术 大专

50 百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003)妇幼保健科 朱双霞 2011.06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 大专

51 丰惠中心卫生院 (5002)药剂 诸莉清 2011.06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药学 本科

52 丰惠中心卫生院 (5003)康复技术 赵蓉蓉 2020.07温州医科大学康复治疗学 本科

53 丰惠中心卫生院 (5004)针灸推拿 余慧 2018.07江西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 本科

54 小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001)临床 许震涛 2019.07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 本科

55 小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002)护理 徐梅君 2014.06温州医科大学护理学 本科

56 永和镇卫生院 (7001)针灸科 施幸妤 2017.06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针灸推拿学 大专

57 沥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501)中药房 徐梦云 2012.07浙江农林大学中药学 本科

58 上虞中医医院(城南医院) (9001)骨伤科 季瑞达 2020.06北华大学外科学 研究生

59 上虞中医医院(城南医院) (9010)病理科 周正豪 2020.06浙江中医药大学医学检验技术 本科

60 上虞中医医院(城南医院) (9012)护理 杨柠梅 2018.06温州医科大学护理学 本科

61 上虞中医医院(城南医院) (9012)护理 丁梦娇 2018.07丽水学院护理学 本科

62 上虞中医医院(城南医院) (9012)护理 姜悦 2020.06浙江中医药大学护理学 本科

63 上虞中医医院(城南医院) (9012)护理 张玲菠 2019.06温州医科大学护理学 本科

64 上虞中医医院(城南医院) (9013)护理 陈敏 2019.06台州学院护理学 本科

65 上虞中医医院(城南医院) (9013)护理 吴佳蔚 2020.06温州医科大学护理学 本科

66 上虞中医医院(城南医院) (9013)护理 刘玉琪 2020.06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护理学 本科

67 上虞中医医院(城南医院) (9013)护理 朱梦琦 2019.06丽水学院护理学 本科

68 上虞中医医院(城南医院) (9013)护理 沈梦 2018.06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护理学 本科

69 上虞中医医院(城南医院) (9014)药剂科 陈倩倩 2014.06郑州大学药学 本科

70 上虞中医医院(城南医院) (9015)公共卫生科 黄顺琴 2017.07重庆医科大学预防医学 本科

71 上虞区皮肤病防治院 (1101)中医皮肤科 刘旭敏 2019.06江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学院中医学 本科

72 道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301)护理 钱晓芳 2014.06湖州师范学院护理学 本科

73 道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301)护理 宣艳 2019.06温州医科大学护理学 本科

74 东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03)中药剂科 柴子吟 2015.07云南中医学院中药学 本科

75 章镇中心卫生院 (1402)口腔科 何安达 2019.07杭州医学院口腔医学 大专

76 盖北镇卫生院 (8001)护理 罗桑双 2020.06绍兴文理学院护理学 本科

77 东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02)五官科 曾杭妙 2017.06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临床医学 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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