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2020年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考试考生名单

序号 报考的培训专业 报考的学员类别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后4位

1 心血管内科 单位委培学员 雷云武 男 0637
2 心血管内科 单位委培学员 梁砚薷 女 3522
3 心血管内科 单位委培学员 赵佳 女 5449
4 心血管内科 社会化学员 张静 女 2361
5 心血管内科 社会化学员 刘源 男 0017
6 心血管内科 社会化学员 彭涛 男 5131
7 心血管内科 社会化学员 彭庆 女 0822
8 心血管内科 社会化学员 刘艳 女 0685
9 心血管内科 社会化学员 张秦娥 女 1345
10 心血管内科 社会化学员 韩钰灵 男 4954
11 心血管内科 社会化学员 张红玉 女 1324
12 心血管内科 社会化学员 吴惠容 女 6067
13 心血管内科 社会化学员 高中斌 男 8070
14 心血管内科 社会化学员 周勇 男 3396
15 心血管内科 社会化学员 何静 女 0021
16 心血管内科 社会化学员 刘季禹 男 0011
17 心血管内科 社会化学员 温宇翔 男 001X
18 心血管内科 社会化学员 黎容华 女 6447
19 肾脏内科 单位委培学员 张强 男 4275
20 肾脏内科 单位委培学员 赵任杰 女 4721
21 肾脏内科 单位委培学员 唐宇 男 0617
22 肾脏内科 社会化学员 罗紫月 女 4605
23 肾脏内科 社会化学员 张毅 女 2568
24 肾脏内科 社会化学员 王坤明 男 4514
25 肾脏内科 社会化学员 黄朝莲 女 4024
26 肾脏内科 社会化学员 谭雅文 女 0226
27 肾脏内科 社会化学员 李艳 女 8681
28 肾脏内科 社会化学员 陈怡慧 女 4888
29 肾脏内科 社会化学员 朱立同 男 6316
30 消化内科 社会化学员 吴常红 男 4017
31 消化内科 社会化学员 叶玉 女 252X
32 消化内科 社会化学员 陈飞帆 男 8392
33 消化内科 社会化学员 蒋艳 女 0920
34 消化内科 社会化学员 陈亮 男 6411
35 消化内科 社会化学员 刘艳 女 0685
36 消化内科 社会化学员 韩颖 女 0247
37 消化内科 社会化学员 周玲慧 女 5407
38 消化内科 社会化学员 彭玲 女 1149
39 消化内科 社会化学员 孙亿琳 女 2125
40 消化内科 社会化学员 林静 女 3424
41 小儿内科 社会化学员 陈鑫瑶 女 3123
42 小儿内科 社会化学员 罗蕾 女 5842
43 小儿内科 社会化学员 翟婷婷 女 4023
44 小儿内科 社会化学员 何佳俊 男 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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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老年医学科 本单位学员 周婷 女 6185
46 老年医学科 本单位学员 马珏瑞 女 2262
47 老年医学科 本单位学员 杨菁玉 女 6640
48 老年医学科 本单位学员 蒲春伶 女 0027
49 老年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徐华 女 1421
50 老年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李荣 女 968X
51 老年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吴惠容 女 6067
52 老年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何小静 女 044X
53 老年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廖书雯 女 7640
54 神经内科 本单位学员 黄睿 女 0046
55 神经内科 单位委培学员 段逵 男 0537
56 神经内科 单位委培学员 李洪霞 女 2429
57 神经内科 社会化学员 刘艳 女 0685
58 神经内科 社会化学员 周婕 女 4127
59 神经内科 社会化学员 杨文操 男 3391
60 神经内科 社会化学员 吴浩 男 1233
61 神经内科 社会化学员 尤洁 女 6848
62 神经内科 社会化学员 游彦慧 女 2528
63 神经内科 社会化学员 孙燕富 男 5138
64 泌尿外科 本单位学员 吕倩 女 0346
65 泌尿外科 单位委培学员 陈伟 男 3973
66 泌尿外科 单位委培学员 张斌 男 6016
67 泌尿外科 单位委培学员 曾伟 男 0775
68 泌尿外科 社会化学员 李启春 男 0318
69 泌尿外科 社会化学员 张新 男 021X
70 泌尿外科 社会化学员 吴俣婧 女 4525
71 泌尿外科 社会化学员 范前波 男 7057
72 泌尿外科 社会化学员 石波 男 1637
73 泌尿外科 社会化学员 蔡永川 男 3179
74 泌尿外科 社会化学员 王鲁业 男 0211
75 泌尿外科 社会化学员 张行行 男 4290
76 泌尿外科 社会化学员 萧展鹏 男 2813
77 泌尿外科 社会化学员 佟宇驰 男 3815
78 泌尿外科 社会化学员 江龙 男 8334
79 骨科 单位委培学员 何宇祺 男 5812
80 骨科 单位委培学员 林豪 男 941X
81 骨科 社会化学员 王朝杨 男 053X
82 骨科 社会化学员 马雯杰 男 3353
83 骨科 社会化学员 胡俊 男 6716
84 骨科 社会化学员 蒋丕银 男 1311
85 骨科 社会化学员 郭威 男 4137
86 骨科 社会化学员 谭代轩 男 5474
87 骨科 社会化学员 刘金鑫 男 0077
88 骨科 社会化学员 李光辉 男 4010
89 骨科 社会化学员 姚德虎 男 0817
90 骨科 社会化学员 康平 男 8576
91 骨科 社会化学员 温宇翔 男 001X
92 神经外科 单位委培学员 阿木约布 男 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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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神经外科 社会化学员 常辛欣 男 2018
94 神经外科 社会化学员 黄可丰 男 0513
95 神经外科 社会化学员 周阳 男 7114
96 神经外科 社会化学员 黄钦江 男 0796
97 神经外科 社会化学员 吴柯男 男 2015
98 妇产科 本单位学员 毛伴云 女 0027
99 妇产科 本单位学员 王玉珏 女 2162
100 妇产科 本单位学员 杨中玫 女 0023
101 妇产科 单位委培学员 唐琳 女 1222
102 妇产科 单位委培学员 郭晶 女 6022
103 妇产科 社会化学员 李倩 女 1622
104 妇产科 社会化学员 余光容 女 302X
105 妇产科 社会化学员 谢蕙霞 女 5806
106 妇产科 社会化学员 蒋萍萍 女 0021
107 妇产科 社会化学员 姜莉萍 女 0021
108 妇产科 社会化学员 周杨 女 138X
109 妇产科 社会化学员 李家瑶 女 1149
110 妇产科 社会化学员 程红 女 7764
111 妇产科 社会化学员 谢美龄 女 0829
112 妇产科 社会化学员 万露 女 5749
113 急诊医学科 本单位学员 黄贵祥 男 3518
114 急诊医学科 本单位学员 谢婷 女 7248
115 急诊医学科 本单位学员 许海东 女 2620
116 急诊医学科 本单位学员 周洪平 男 0096
117 急诊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苟凯 男 2613
118 急诊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丁莎 女 3824
119 急诊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杨俊 男 2935
120 急诊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李光辉 男 4010
121 急诊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佟宇驰 男 3815
122 皮肤科 社会化学员 晋兆谦 女 5588
123 皮肤科 社会化学员 黄雪琦 女 5921
124 皮肤科 社会化学员 余凡 女 7540
125 皮肤科 社会化学员 苏欣 女 0620
126 皮肤科 社会化学员 佟宇驰 男 3815
127 皮肤科 社会化学员 李艳 女 8681
128 皮肤科 社会化学员 彭玲 女 1149
129 眼科 单位委培学员 何巍 男 2734
130 眼科 单位委培学员 刘向峰 女 1628
131 眼科 社会化学员 刘明心 女 0029
132 眼科 社会化学员 夏雨 女 5163
133 眼科 社会化学员 张梦雪 女 3229
134 眼科 社会化学员 尹利 女 6721
135 眼科 社会化学员 张新成 男 1754
136 检验医学科 本单位学员 杨佳 男 0014
137 检验医学科 本单位学员 孙昌瑞 男 5216
138 检验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曾锋波 男 3218
139 检验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虞秀芳 女 0924
140 检验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杨珑静 女 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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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检验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马素英 女 0863
142 检验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罗丹 女 0426
143 检验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刘小涵 女 2581
144 检验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张利娟 女 7122
145 超声医学科 本单位学员 王胰 女 0265
146 超声医学科 本单位学员 陈玲玲 女 5101
147 超声医学科 本单位学员 梁羽 男 4811
148 超声医学科 本单位学员 宋军 男 0051
149 超声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文幸 女 9421
150 超声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何秀平 女 2942
151 超声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刘丽彬 女 1323
152 超声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杨珑静 女 0746
153 超声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徐茂丽 女 1844
154 超声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严喜 女 2226
155 超声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刘蕾 女 8268
156 全科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熊朗 男 7296
157 全科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周红梅 女 7968
158 全科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骆春梅 女 3060
159 全科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余汶泽 男 0039
160 全科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施阳 女 2548
161 全科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易晓岚 女 8785
162 全科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袁立 女 7546
163 全科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赵琴 女 4200
164 全科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佟宇驰 男 3815
165 全科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张一茹 女 0028
166 全科医学科 社会化学员 陈洁 女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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