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兴区2018年公开招聘医疗单位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拟聘用人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毕业院校 专业 学历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1 郑乐 女 1996.01 佳木斯大学 康复治疗学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医院 康复技师

2 汤旭芳 女 1995.11 武汉体育学院 运动康复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医院 康复技师

3 杨袆蕾 女 1996.09 杭州医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专科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医院 康复技师

4 孟家慧 女 1990.10 齐鲁医药学院 临床医学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医院 心电图医生

5 徐家豪 男 1994.07 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 中医学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医院 中医医生

6 叶增月 女 1985.12 浙江大学远程教育 护理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医院 护理

7 吴智智 女 1990.03 湖州师范学院 护理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医院 护理

8 闵建英 女 1988.04 北京大学 护理 专科 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卫生院 护理

9 董月莉 女 1993.03 湖州师范学院 护理 专科 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卫生院 护理

10 黄晓东 男 1988.07 湖州师范学院 临床医学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卫生院 临床医生

11 何颖峰 女 1982.03 浙江省湖州卫生学校 社区保健 中专 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中心卫生院 B超医生

12 宋椿苹 男 1980.03 浙江省湖州卫生学校 社区医学 中专 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中心卫生院 全科医生

13 丁佳 女 1981.06 浙江省嘉兴卫生学校 社区医学 中专 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中心卫生院 社区医生

14 陈帆 男 1995.09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中医学 专科 湖州市吴兴区环渚龙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床医生

15 陈姣龙 女 1987.03  九江学院 临床医学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康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床医生

16 马爱丽 女 1989.12 浙江大学本科远程教育学院 护理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护理2



17 吴芬芬 女 1991.05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护理系 护理 专科 湖州市吴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护理2

18 李苏苏 女 1982.07 湖州师范学院 护理 专科 湖州市吴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护理2

19 钱琦 女 1987.12 温州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B超医生

20 吴欢欢 女 1981.09 湖州师范学院 临床医学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B超医生

21 周月红 女 1983.03 温州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临床医生4

22 童艳 女 1994.05 温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护理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护理1

23 沈风平 女 1978.12 温州医学院 临床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卫生院 临床医生

24 沈晰 女 1991.06 湖州师范学院 临床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卫生院 临床医生

25 甘文燕 女 1991.09 湖州师范学院 临床医学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月河飞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床医生

26 张春燕 女 1985.07 湖州师范学院护理系 护理 专科 湖州市吴兴区凤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护理

27 刘合巧 男 1986.03 福建医科大学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凤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床医生

28 王炼炼 女 1989.11 温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凤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床医生

29 康倩倩 女 1989.03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中医学 中医学 专科 湖州市吴兴区凤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床医生

30 杨惠惠 女 1990.01 湖州师范学院 护理学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朝阳爱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护理

31 胡萍 女 1984.03 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 护理学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朝阳爱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护理

32 肖明志 男 1990.07 赣南医学院 临床医学 专科 湖州市吴兴区朝阳爱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床医生

33 孙洁 女 1991.07 湖州师范学院 临床医学 本科 湖州市吴兴区朝阳爱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床医生

34 徐永芳 女  1994.03 温州医科大学 护理 专科 湖州市吴兴区杨家埠龙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