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榆林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募）工作人员和
2021年陕西省县及县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定向招聘医学类本科毕业生

榆阳区招聘岗位面试分组和时段安排表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语文一组

榆林市苏州中学

中学语文教师

7月2日 上午 29

高宇婕 4222071100504

雷采玉 4222071100515

马潇 4222071100514

李如月 4222071100511

榆林市第四中学

康小婷 4222071100916

马娜 4222071100817

韦瑶瑶 4222071100816

刘鑫 4222071100827

高晶晶 4222071100819

雷静 4222071100729

榆林市第十二中学

林园园 4222071100308

许翠 4222071100309

郭佳佳 4222071100217

曹乐乐 4222071100230

陈倩 4222071100130

张雨 4222071100214

榆林市第十四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张雪 4122071400214

高娜娜 4122071303811

马慧慧 4122071400123

王雪娇 4122071400218

刘佳 4122071303917

王攀 4122071304021

郭蓉蓉 4122071400113

王鑫 4122071303903

付雪丽 4122071303719

尹妮妮 4122071304023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语文一组

榆林市第十四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7月2日 上午 29

李欢欢 4122071303725

刘春妮 4122071303901

拓媛 4122071303929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7月2日 下午 24

曹慧敏 4122071301615

薛佳 4122071301317

赵悦 4122071301415

孙慧 4122071301307

刘娜 4122071301327

曹梦圆 4122071301315

王伟 4122071301527

项陆美 4122071301213

常丹 4122071301605

郝彩院 4122071301607

马小丹 4122071301424

万馨月 4122071301619

高小慧 4122071301722

刘洁 4122071301302

李荫强 4122071301517

谢宇卉 4122071301329

庞慧 4122071301811

陈爽 4122071301727

赵宁 4122071302510

成娜 4122071302322

王慧慧 4122071302405

宗雅馨 4122071302520

刘文杰 4122071302320

毕雅宁 4122071302427

语文二组

榆林市第十九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7月2日 上午 28

刘佳敏 4122071400909

刘亦婷 4122071400814

刘月霞 4122071400518

闫慧慧 4122071400701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语文二组

榆林市第十九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7月2日 上午 28

王颖 4122071400618

白雪 4122071400526

丁如璇 4122071400711

石园园 4122071400911

王雪 4122071400626

杨娜 4122071400502

李金转 4122071400503

张丹阳 4122071400810

艾卓卓 4122071400804

苏景 4122071400623

田雪儿 4122071400702

榆林市第二十三小学

郭美宁 4122071402116

冯莉 4122071402106

张焕 4122071402028

高梦洁 4122071401827

李锴 4122071402108

郭娜 4122071401704

张界界 4122071402101

刘巧慧 4122071401730

吕竹妮 4122071402012

刘赛君 4122071401915

王润润 4122071401813

边倩 4122071401902

张靖 4122071401927

榆林市第十三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7月2日 下午 22

惠芳 4122071303114

刘煊楠 4122071303322

梁倩 4122071303207

贺琪 4122071303118

曹振英 4122071303303

郝香香 4122071302728

白银霞 4122071302908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语文二组

榆林市第十三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7月2日 下午 22

郝玺超 4122071302815

杨茜 4122071302710

孙慧娜 4122071303204

梅宇 4122071302712

刘亚妮 4122071302903

李荣 4122071303124

李锋 4122071303004

刘瑞瑞 4122071303320

张瑞环 4122071302701

榆林市第二十二小学

刘权 4122071401416

乔建华 4122071401415

高雨洁 4122071401226

高佳惠 4122071401419

刘雪娇 4122071401420

李娜 4122071401324

数学一组

榆林市苏州中学

中学数学教师

7月2日 上午 33

李聪聪 4222071100624

雷婷 4222071100701

方娜娜 4222071100612

榆林市第四中学

李渊 4222071101014

任婵婵 4222071101012

朱宇翔 4222071101011

高菊 4222071101016

薛佳蓉 4222071101020

刘倩 4222071101021

榆林市第十二中学

李娜 4222071100411

郝娇 4222071100406

高雅茹 4222071100326

张英英 4222071100318

张栩瑞 4222071100415

艾利妮 4222071100409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杜川奇 4122071301920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数学一组

榆林市第十一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7月2日 上午 33 刘旭 4122071301828

高瑞 4122071302121

马苗 4122071301917

高翻翻 4122071302013

曹宇欣 4122071302028

马波 4122071302020

刘静 4122071302025

刘婷婷 4122071302120

朱伟 4122071302022

王序序 4122071301913

武希雅 4122071302119

李小楠 4122071302007

李春 4122071301922

李朵 4122071302111

孙羽芸 4122071302204

苗晓晓 4122071301919

安宏宇 4122071302006

榆林市第十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7月2日 下午 29

亢永娅 4122071301102

高梦遥 4122071301126

李栓栓 4122071301201

刘丽芳 4122071301204

白陌阳 4122071301210

巩静恬 4122071301021

白云 4122071301011

高小红 4122071301017

孙春宇 4122071301211

杨娜 4122071301107

薛浩 4122071301115

任莹 4122071301202

榆林市第十二小学

李乐乐 4122071302617

刘洋洋 4122071302620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数学一组

榆林市第十二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7月2日 下午 29 高加楠 4122071302619

常瑜珠 4122071302621

韩佳佳 4122071302611

王榆斌 4122071302613

榆林市第十三小学

吴向东 4122071303529

燕甜媛 4122071303703

延昱昀 4122071303711

刘宇华 4122071303629

李荣萍 4122071303614

王凯慧 4122071303521

杨晓艳 4122071303525

蔡春柳 4122071303604

谷茜茜 4122071303528

续雨欣 4122071303520

王伟 4122071303618

数学二组

榆林市第十四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7月2日 上午 33

薛梦宇 4122071400410

李娜娜 4122071400329

高雅倩 4122071400408

冯庆雨 4122071400415

冯甜甜 4122071400305

杭颖琦 4122071400418

张格格 4122071400403

杨帆 4122071400419

王盼 4122071400330

曹玉 4122071400426

杨成玉 4122071400228

张宁 4122071400301

榆林市第二十二小学

杜欣宇 4122071401617

郝园飞 4122071401518

叶康康 4122071401605

云换换 4122071401519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数学二组

榆林市第二十二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7月2日 上午 33 李丹阳 4122071401527

李艳艳 4122071401621

李妮妮 4122071401608

蔡杰 4122071401522

高林鑫 4122071401526

榆林市第二十三小学

董格格 4122071402208

陈诗雅 4122071402211

尤瑞雪 4122071402309

王佳慧 4122071402229

樊欣宇 4122071402318

武咪咪 4122071402201

乔馨荣 4122071402128

吴楚 4122071402224

郭伟 4122071402130

王美美 4122071402230

余潇 4122071402314

魏美娟 4122071402205

榆林市逸夫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7月2日 下午 30

党飞艳 4122071402507

李彩彩 4122071402518

刘慧 4122071402325

贺盼盼 4122071402511

屈慧昕 4122071402526

曹媛媛 4122071402412

王璐 4122071402428

王芸 4122071402406

杨甜甜 4122071402601

高梦园 4122071402414

曹晓慧 4122071402330

高拉拉 4122071402502

王振艳 4122071402413

王茵 4122071402525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数学二组

榆林市逸夫小学

小学数学教师 7月2日 下午 30
任伟波 4122071402503

榆林市第十九小学

任可欣 4122071401106

孟子妮 4122071400930

张方树 4122071401114

赵英健 4122071401019

李宇曦 4122071401126

郭媛媛 4122071401015

范卓 4122071400928

党婧婷 4122071401123

李婵婵 4122071401021

白雪君 4122071401008

韩玲玲 4122071401023

陈振雁 4122071401102

燕娜娜 4122071401210

王力 4122071401024

边成虎 4122071401104

医疗卫生组

榆阳区补浪河乡卫生院 医学影像

7月3日 上午 52

刘慧梅 20222210425

李健 20222210426

高秋芳 20222210501

榆阳区巴拉素镇中心卫生院 临床 医学影像学

刘慧梅 5222071700515

贺胤韬 5222071700514

李林霞 5222071700518

榆阳区上盐湾镇清泉卫生院 西医临床 李荫富 20222211929

榆阳区麻黄梁镇卫生院

临床医学

曹丽 20222211025

刘新 20222211024

曹宏溥 20222211017

中医

吴文如 20222211103

张清 20222211107

白杨 20222211109

榆阳区马合镇卫生院

西医临床

苏腾 20222211523

田治东 20222211527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医疗卫生组

榆阳区马合镇卫生院

西医临床

7月3日 上午 52

谢忠浩 20222211526

医学影像

高艳 20222211617

李林霞 20222211530

刘二丽 20222211609

榆阳区鱼河峁镇卫生院
临床

医学影像学

高艳 5222071700423

陈京京 5222071700427

庄威 5222071700422

榆阳区岔河则卫生院
临床

中西医临床医学

冯彩宁 5122071700322

贺博 5122071700329

苏腾 5122071700325

榆阳区榆阳镇中心卫生院

中西医临床

赵张涛 20222210116

李建美 20222210101

张婧 20222210114

贾治博 20222210104

黄庆桓 20222210107

韩丽丽 20222210118

公共卫生

赵蓉 20222210124

左小霞 20222210122

许瑞 20222210125

中医

辛娜娜 20222210212

刘晓 20222210206

刘小丽 20222210129

药房

刘丹 20222210229

刘琪 20222210315

叶政 20222210420

榆阳区小纪汗镇卫生院

临床医学

张晓丽 20222211206

高晶晶 20222211124

刘慧 20222211203

护理

刘紫焱 20222211323

王慧婷 20222211504

张田田 20222211219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医疗卫生组

榆阳区金鸡滩镇卫生院 护理

7月3日 上午 52

马婷 20222210519

苏淑平 20222210514

贺婷婷 20222210907

榆阳区镇川镇中心卫生院 护理

常严丹 20222211723

高蓉蓉 20222211726

黑晓密 20222211805

医疗卫生组

榆阳区人民医院
临床 儿科临床

7月3日 下午 41

李娜 5222071700415

临床 内科学 白洁 5222071700418

榆阳区中医医院

临床
临床医学

祁晶晶 5222071700623

高源 5222071700708

王堃 5222071700520

张光亚 5222071700713

贺娜 5222071700612

王菲菲 5222071700727

中医
中医学

刘世茸 5122071700411

贺云 5122071700412

赵鑫 5122071700409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技术

王娜 5522071701001

郝珊珊 5522071700926

榆阳区妇幼保健院
临床

临床医学

任小婵 5222071700729

薛转娥 5222071700728

榆林市星元医院

临床医师
内科学(呼吸系病)

赵丹 5222071700804

李姗 5222071700808

李丹 5222071700802

封晓 5222071700806

刘美芳 5222071700803

临床医师
内科学(消化系病)

王媛 5222071700812

高宇洁 5222071700811

任丹丹 5222071700813

临床医师
内科学(心血管病学)

毕悦 5222071700814

徐婷婷 5222071700818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医疗卫生组

榆林市星元医院

临床医师
内科学(心血管病学)

7月3日 下午 41

薛玉英 5222071700816

临床医师
神经病学

李娟 5222071700823

方焕焕 5222071700824

张万祺 5222071700821

临床医师
耳鼻咽喉科学

白娜 5222071700830

李荣荣 5222071700829

临床医师 口腔临床医学 曹莉 5222071700903

临床医师
妇产科学

吴启芳 5222071700904

白美艳 5222071700905

临床医师
皮肤病与性病学

李华 5222071700911

常高杰 5222071700909

临床医师 病理学与病理生
理学、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

马新财 5222071700912

临床医师 中西医结合基础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王婕 5222071700918

史桐凡 5222071700916

詹佳佳 5222071700919

护理岗 位护理学 蒋旗 5422071700921

综合一组
（三支一扶、
农业系统）

榆阳区巴拉素镇公共服务中心 三支一扶

7月3日 上午 34

张帆 1122070601803

张思 1122070601805

韦明慧 1122070601806

榆阳区巴拉素镇社会保障服务站 三支一扶
许静 1122070601814

赵凯 1122070601815

榆阳区上盐湾镇公共服务中心
220713110575

三支一扶

高振华 1122070601905

刘瑞 1122070601901

董湘 1122070601818

榆阳区上盐湾镇公共服务中心
220713110576

三支一扶 刘欢 1122070601914

榆阳区马合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三支一扶

符玉川 1122070601918

常慧璇 1122070601923

康乐 1122070601925

榆阳区镇川镇经济综合服务站 三支一扶
李慧勇 1122070602001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综合一组
（三支一扶、
农业系统）

榆阳区镇川镇经济综合服务站 三支一扶

7月3日 上午 34

王星月 1122070601928

榆阳区鱼河峁镇社会保障服务站 三支一扶

白帅 1122070602010

张倩 1122070602019

樊茗涵 1122070602017

榆阳区鱼河峁镇公共服务中心 三支一扶
高浩轩 1122070602022

王帅 1122070602024

榆阳区大河塔镇社会保障服务站 三支一扶

刘春莉 1122070602026

纪向玲 1122070602025

李丹丹 1122070602027

榆阳区麻黄梁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三支一扶

张博 1122070602108

杨希超 1122070602106

徐亚雷 1122070602103

榆阳区小壕兔乡公共服务中心 三支一扶

王菲儿 1122070602110

石清钰 1122070602111

李军 1122070602112

榆阳区岔河则乡退役军人服务站 三支一扶

赵俊俊 1122070602125

崔涛 1122070602121

白万涛 1122070602117

榆阳区红石桥乡退役军人服务站 三支一扶

梁硕 1122070602215

殷悦博 1122070602225

任芳腩 1122070602321

综合一组
（三支一扶、
农业系统）

榆阳区大河塔区域农业技术推广站 农技推广

7月3日 下午 29

张艺馨 1122070404225

刘佳佳 1122070404224

李向南 1122070404306

榆阳区青云区域农业技术推广站 农技推广

马文会 1122070404420

陈艳 1122070404418

高蓉 1122070404423

榆阳区鱼河峁区域农业技术推广站 农技推广

纪奋梅 1122070404518

乔燕 1122070404506

高翔 1122070404516

王文霞 1122070404514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综合一组
（三支一扶、
农业系统）

榆阳区镇川区域农业技术推广站 农技推广

7月3日 下午 29

常龙 1122070404616

郑小霞 1122070404609

榆阳区巴拉素区域农业技术推广站 农技推广

冯利 1122070404701

胡涛 1122070404630

王海林 1122070404720

榆林市榆阳区农业科技培训中心 农业技术

杨倩 1122070404810

折兆珠 1122070404804

辛凤丹 1122070404811

白晶雨 1122070404817

李天星 1122070404822

王际焱 1122070404812

榆林市榆阳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检验中
心

质量检验

冯荦荦 1122070404904

贾蓉 1122070404908

马小红 1122070404827

榆林市榆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业技术

陈欣悦 1122070404919

周彩娥 1122070404923

孙宇慧 1122070404911

李雯睿 1122070404913

刘娜 1122070404921

综合二组
（林业、水利
、畜牧系统）

榆阳区农村供水安全中心 农业技术

7月3日 上午 36

李敏 1122070500828

马昭 1122070500816

李羿奎 1122070500826

榆阳区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事务中心 水利水土

刘旭超 1122070500930

李虎军 1122070500929

姬腾达 1122070500927

榆林市榆阳区水旱灾害防治中心 河湖治理

马梓臻 1122070501009

刘念 1122070501004

刘雨 1122070501010

榆林市榆阳区水资源服务中心

信息管理

陈帅帅 1122070501015

尚荣荣 1122070501013

刘文欢 1122070501017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综合二组
（林业、水利
、畜牧系统）

榆林市榆阳区水资源服务中心

财务会计

7月3日 上午 36

崔爽 1122070501020

薛娟娟 1122070501021

边慧芳 1122070501022

榆阳区镇川区域畜牧兽医工作站 畜牧兽医

胡乔 1122070501028

雷军军 1122070501027

白小花 1122070501102

榆阳区鱼河峁区域畜牧兽医工作站 畜牧兽医

刘美宁 1122070501114

顾盼盼 1122070501117

钟锐 1122070501115

榆阳区青云区域畜牧兽医工作站 畜牧兽医

郝晨曲 1122070501120

张旦梅 1122070501204

赵伟 1122070501126

榆阳区麻黄梁区域畜牧兽医工作站 畜牧兽医

郭晓芳 1122070501218

贺阿建 1122070501216

张宁宁 1122070501207

榆阳区牛家梁区域畜牧兽医工作站 畜牧兽医

张政轩 1122070501230

陈硕 1122070501223

白亮亮 1122070501229

榆阳区小壕兔区域畜牧兽医工作站 畜牧兽医

牛海媛 1122070501313

高渊博 1122070501302

张园园 1122070501306

榆阳区补浪河区域畜牧兽医工作站 畜牧兽医

陈姝羽 1122070501328

吉小云 1122070501401

刘彧凯 1122070501403

综合二组
（林业、水利
、畜牧系统）

榆阳区巴拉素林场 林业技术

7月3日 下午 26

马志伟 1122070500130

王愿斌 1122070500201

杜峥 1122070405015

贾原 1122070404926

常镤戈 1122070500207

艾雷 1122070500114

宋逸政 1122070500127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综合二组
（林业、水利
、畜牧系统）

榆阳区巴拉素林场 林业技术

7月3日 下午 26

赵梦甜 1122070500121

刘芳 1122070405029

榆阳区麻黄梁黄土地质公园开发建设中心 综合宣传

王媛媛 1122070500317

李翔鹰 1122070500711

张僖缨 1122070500628

胡浩浩 1122070500410

张雨萌 1122070500515

郭文娟 1122070500519

榆林市榆阳区林业和种苗工作站 园林管理

庄媛 1122070500730

刘娜 1122070500725

贺钰洁 1122070500722

雷莉 1122070500804

王润润 1122070500729

鲁客 1122070500720

榆林市榆阳区森林草原火灾防控中心 法律

刘云芳 1122070500807

任敏敏 1122070500809

张雨青 1122070500808

刘妮 1122070500806

刘天 1122070500810

综合三组
（党校、教体
、司法、能源
、文化、住建

系统）

榆林市职业教育中心

旅游管理教师

7月3日 上午 38

王璐 4222071101101

李楠 4222071101029

牛波鱼 4222071101128

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教师

刘娜 4222071101211

高丹娜 4222071101213

李晶晶 4222071101206

信息教师

薛博文 4222071101223

王真真 4222071101227

郭钲 4222071101229

电子商务教师

吴玉 4222071101417

李淑瑶 4222071101421

刘艳娥 4222071101407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综合三组
（党校、教体
、司法、能源
、文化、住建

系统）

榆林市职业教育中心

会计教师

7月3日 上午 38

武晶晶 4222071101523

秦朔迷 4222071101526

张田田 4222071101505

汽车工程教师

田适华 4222071101530

曹倩 4222071101612

吴琼 4222071101613

榆阳区学生后勤服务中心 食品安全

张容 1122070601630

张艳红 1122070601611

贺帅帅 1122070601619

榆阳区委党校 教师岗
张美娟 4222071100102

苗泽玲 4222071100101

榆阳区法律援助中心 法律援助

高慧琴 1122070502130

郑乐乐 1122070502202

贾艳林 1122070502218

艾禹辰 1122070502119

王凤慧 1122070502123

榆阳区矿山安全生产救护队 矿山救护

孙景雄 1122070501625

陈雄雄 1122070501514

曹世锋 1122070501516

张亚男 1122070502001

高玉梅 1122070501528

任芳 1122070501508

常苗苗 1122070501608

刘毛毛 1122070501513

何永恒 1122070501704

马丽 1122070502009

综合三组
（党校、教体
、司法、能源
、文化、住建

系统）

榆阳区广播电视传输中心

技术维护

7月3日 下午 24

任亚梅 1122070600824

乔桥 1122070600919

符小波 1122070600913

综合文秘

李佳蓉 1122070601216

乔建波 1122070601323



面试组别 事业单位名称（全称） 岗位简称 面试日期
面试
时段

面试
人数

姓名 考号 备注

综合三组
（党校、教体
、司法、能源
、文化、住建

系统）

榆阳区广播电视传输中心

综合文秘

7月3日 下午 24

姬加榆 1122070601027

榆阳区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文物保护

庄袁俊琦 1122070601510

王佳嫒 1122070601516

贾宇辉 1122070601514

榆林市星元图书楼 档案管理

高子荃 1122070601523

杨彩彩 1122070601517

刘茸茸 1122070601519

榆阳区物业服务指导中心

财务管理

郝彩云 1122070502612

贾旭娜 1122070502803

郝亚利 1122070502901

赵梦宇 1122070502621

刘月 1122070502508

闫若桐 1122070502510

综合管理

雷腾 1122070600407

高扬 1122070600403

高宁宁 1122070600514

郝永华 1122070600313

呼腾飞 1122070600315

白高鹏 1122070600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