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大同大学2021年公开招聘进入面试人员名单

岗位 姓名 准考证号

大同大学专技1 任永莲 210115
大同大学专技1 王玮琪 210117
大同大学专技1 白秀兰 210103
大同大学专技1 王晓冰 210116
大同大学专技1 刘星芳 210120
大同大学专技1 任曼宇 210102
大同大学专技1 王志燕 210101
大同大学专技1 李俊玲 210121
大同大学专技1 周荣 210106
大同大学专技1 温柔 210118
大同大学专技1 秦晓红 210105
大同大学专技1 李媛媛 210104
大同大学专技1 王慧敏 210108
大同大学专技3 李昕 210128
大同大学专技3 林淑霞 210127
大同大学专技3 赵星雨 210125
大同大学专技4 王生 210212
大同大学专技4 侯欢 210208
大同大学专技4 王晓荣 210211
大同大学专技4 张建维 210201
大同大学专技4 宋慧 210210
大同大学专技4 崔璐璐 210203
大同大学专技5 张和茂 210214
大同大学专技5 要凯华 210217
大同大学专技5 陈晓 210216
大同大学专技6 杜晓强 210223
大同大学专技6 张宏涛 210218
大同大学专技6 白淑江 210225
大同大学专技7 鲁志彬 210303
大同大学专技8 刘畅远 210304
大同大学专技8 郭旭炜 210306
大同大学专技8 周丽娟 210305
大同大学专技8 王甜 21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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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学专技8 李文梁 210313
大同大学专技8 杨昆谕 210316
大同大学专技9 卢嘉欣 210325
大同大学专技9 白旸 210319
大同大学专技9 张少文 210323
大同大学专技10 史庆元 210409
大同大学专技10 李博 210403
大同大学专技10 孟庆云 210402
大同大学专技10 高小艳 210408
大同大学专技10 张彧婷 210406
大同大学专技10 李曼丽 210405
大同大学专技11 吕悦华 210504
大同大学专技11 吕娇娇 210517
大同大学专技11 白卫明 210509
大同大学专技11 张国雯 210525
大同大学专技11 周媛 210518
大同大学专技11 樊志清 210522
大同大学专技12 张文华 210604
大同大学专技12 孟斌 210612
大同大学专技12 赵立宇 210603
大同大学专技13 刘慧娟 210616
大同大学专技13 兰亚雪 210615
大同大学专技13 高婧 210626
大同大学专技14 李慧雯 210628
大同大学专技14 高健 210627
大同大学专技14 张宇鑫 210630
大同大学专技15 李理 210713
大同大学专技15 杨玉环 210716
大同大学专技15 李学林 210709
大同大学专技16 高珊 210802
大同大学专技16 李钰娇 210821
大同大学专技16 张凯 210803
大同大学专技17 史学迁 2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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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学专技17 王宁婧 210725
大同大学专技17 宣志 210724
大同大学专技19 张卉 210906
大同大学专技19 毕智琳 210912
大同大学专技19 王佳敏 210914
大同大学专技19 张安淼 210904
大同大学专技19 赵宇 210911
大同大学专技19 赵梧桐 210917
大同大学专技20 马元 210921
大同大学专技20 宁子涵 210920
大同大学专技20 宋迪雅 210922
大同大学专技21 康赟 210923
大同大学专技21 韩峰 210924
大同大学专技21 徐美园 210927
大同大学专技22 刘志俊 211021
大同大学专技22 郁少婷 211010
大同大学专技22 黄小雪 211006
大同大学专技23 李婷 210419
大同大学专技23 赵晓雯 210412
大同大学专技23 原阿茜 210413
大同大学专技23 任晓勇 210418
大同大学专技24 杨迎 210423
大同大学专技24 郭琴琴 210426
大同大学专技24 武丽姣 210427
大同大学专技25 武玉玲 211220
大同大学专技25 高倩芸 211427
大同大学专技25 李鸽 211422
大同大学专技25 陈丹 211304
大同大学专技25 魏亚岐 211115
大同大学专技25 姜小玲 211327
大同大学专技25 高欢欢 211421
大同大学专技25 苗丽娟 211218
大同大学专技25 董凯鸿 2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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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学专技25 刘瑶 211101
大同大学专技25 程旭 211317
大同大学专技25 李红平 211403
大同大学专技25 何智敏 211609
大同大学专技25 刘雁霞 211520
大同大学专技25 庞晓婷 211222
大同大学专技25 缑茹茹 211306
大同大学专技25 袁园 211406
大同大学专技25 胡丹 211119
大同大学专技25 李瑶瑶 211515
大同大学专技25 王美珍 211216
大同大学专技25 孙鹏懿 211328
大同大学专技25 牛垚跃 211411
大同大学专技25 王宇 211418
大同大学专技25 闫芳 211607
大同大学专技25 杜浩 211207
大同大学专技25 潘鹏华 211404
大同大学专技25 王昕 211522
大同大学专技25 张雅芳 211204
大同大学专技25 田雅芝 211329
大同大学专技25 李冰洁 211109
大同大学专技25 薛瑾 211130
大同大学专技25 李珮 211318
大同大学专技25 杨欢 211416
大同大学专技25 张瑨 211527
大同大学专技25 张艺 211613
大同大学专技26 杨泽坤 211711
大同大学专技26 高凯婕 211811
大同大学专技26 刘思瑶 211713
大同大学专技26 徐苗 212127
大同大学专技26 崔婧 211620
大同大学专技26 刘佳 212603
大同大学专技26 王鑫 21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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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学专技26 张晨阳 213123
大同大学专技26 郭文庆 213228
大同大学专技26 安平 211728
大同大学专技26 李慧敏 211807
大同大学专技26 杨小琪 212204
大同大学专技26 路超 211801
大同大学专技26 史晓艺 211927
大同大学专技26 王思瑶 213116
大同大学专技26 靳一通 211712
大同大学专技26 孙丽丽 211825
大同大学专技26 史佳萌 212507
大同大学专技27 魏文悦 213313
大同大学专技27 苏鑫 213306
大同大学专技27 刘怀绢 213311
大同大学专技27 刘子铭 213305
大同大学专技27 石晓峰 213312
大同大学专技27 韩胜男 213303
大同大学专技27 李慧敏 213309
大同大学专技27 魏智霞 213302
大同大学专技27 马瑞森 213308
大同大学专技28 常昊 211629
大同大学专技28 武姝璇 211625
大同大学专技28 张恒佳 211626
大同大学专技29 薛晏 213315
大同大学专技29 廉义章 213316
大同大学专技29 刘玮 213319
大同大学专技30 张晋铭 213322
大同大学专技30 柴静 213321
大同大学专技30 葛星 213320
大同大学专技31 高晓勇 213328
大同大学专技31 武建光 213329
大同大学专技31 陈智慧 213327
大同大学专技32 高泽康 21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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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学专技32 李平 213401
大同大学专技32 宋亚军 213402
大同大学专技33 赵方超 213504
大同大学专技33 王雅楠 213512
大同大学专技33 董文强 213509
大同大学专技34 郭开宇 213525
大同大学专技34 刘志鑫 213526
大同大学专技34 武珉 213530
大同大学专技35 常茂枝 213805
大同大学专技35 董沛高 213812
大同大学专技35 李涛 213807
大同大学专技36 闫菊辉 213624
大同大学专技36 杜婧婧 213404
大同大学专技36 李淑芳 213409
大同大学专技36 鲁玉霞 213620
大同大学专技36 刘荣 213628
大同大学专技37 陈东鸽 213424
大同大学专技37 张茜 213415
大同大学专技37 杨谨翼 213418
大同大学专技38 赵颖 213702
大同大学专技38 黄翠 213703
大同大学专技38 王俊婷 213801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杨少鹏 213912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马超 213929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曹志强 213925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高诺 213920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薛雅丽 213906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张茜 213921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乔琳 214003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李慧 213902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翟璇 213901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王刚 213904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孟福斌 213926

第 6 页，共 8 页



山西大同大学2021年公开招聘进入面试人员名单

岗位 姓名 准考证号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张彩梅 214001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张磊 213927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田盛 213905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张文兴 213918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王鹏 213928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王荭 214005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袁涛 213914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王彪 213919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王佳茜 214004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刘小平 213924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王帅 214002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李丽婷 213913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刘倩 213923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王力敏 213909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燕慧敏 213930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马潮 213903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杨彩丽 213916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李普琦 213910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4 张桂方 213917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5 徐兴河 214011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5 牛宇宏 214010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6 冯英 214018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6 王晓耕 214016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6 任慧芳 214017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6 王婕 214019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6 白晋吉 214013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6 杜佳薇 214015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8 齐华 214021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8 潘佳琦 214022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8 王静 214023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9 张畅 214103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9 张中奇 214101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49 冯欣 21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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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50 金梅兰 214114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50 温仕倩 214113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50 钱璟 214115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51 王鑫 214029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51 杜钰婕 214027
大同大学附属医院专技51 刘洋 21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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