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一、中医（60 人） 

考生报名号 姓名 性别 

 

考生报名号 姓名 性别 

20210002BA1 朱万枢 男性 20210002RA1 黄双荣 男性 

20210000R71 莫富媚 女性 20210002Q21 黄椿净 女性 

20210002IW1 杨鸿慧 女性 20210000ML1 黄宇霜 男性 

20210002BT1 陈月新 女性 202100028W1 梁成铭 男性 

20210002FN1 黎舒华 男性 20210000S41 陆福贵 男性 

20210002EP1 何美红 女性 202100024I1 杨宗远 男性 

202100009V1 林鼎 男性 20210002H41 陈慧美 女性 

20210002HD1 胡艺琼 女性 20210002DY1 牟容怡 女性 

20210002BV1 冯广红 女性 20210001471 何雯 女性 

20210002CH1 麦钰彬 女性 20210002BE1 莫静华 女性 

202100029K1 王煜 男性 20210002F61 陈拔居 男性 

20210000R21 冯宇萍 女性 20210002L01 陈国煜 男性 

20210002OT1 孙诗杰 女性 202100027D1 胡翀 男性 

20210002H71 杨夏燕 女性 20210002ID1 熊婷 女性 

20210002CS1 林劼昀 女性 20210002B71 蓝敏敏 女性 



20210002B11 宋庆增 男性 20210002CW1 陈雪梅 女性 

20210002GR1 魏烨杉 女性 20210000ZR1 黄华舜 男性 

20210001ZM1 陈靖雄 男性 20210002BR1 张铮 男性 

202100024O1 何屹彬 女性 20210000PW1 赵洋洋 女性 

20210002I11 廖文琴 女性 202100008D1 牙琛艳 女性 

20210002E81 林秋营 女性 202100020N1 覃冠雄 男性 

20210000K31 李艳青 女性 20210000CB1 梁芸烽 男性 

20210002FB1 李严颢 男性 20210002NG1 吴紫坤 女性 

20210000M31 陆佳辰 男性 20210002DC1 倪光禧 女性 

20210000OH1 黄银敏 女性 20210002E51 邓乔尹 女性 

20210002O61 蒋文辉 男性 20210000WC1 黄镌铧 男性 

20210002F81 吴多 女性 20210002F01 徐睿 女性 

20210002611 李甲新 男性 202100028L1 覃静 女性 

20210002C91 张文乐 男性 20210000UM1 黄冠臻 男性 

20210002CY1 莫遥 女性 20210000O21 黄诗扬 男性 

 

二、中医全科 20 人（含订单定向 15 人） 

考生报名号 姓名 性别 

 

考生报名号 姓名 性别 

20210001ZG1 张敏 女性 202100020P1 卢永兴 男性 

202100027P1 李北桥 女性 202100021P1 郭树娴 女性 

202100025Z1 陈鸿博 男性 202100023C1 苏群程 女性 

20210002P01 郭飞 男性 20210002A61 苏宣衡 男性 

20210002T11 闫强强 男性 20210002A11 钟秀红 女性 



202100021U1 黄海风 女性 202100023I1 覃利鲜 女性 

20210002271 尹明东 男性 202100022C1 宾明媛 女性 

202100021X1 农丽霞 女性 20210002LG1 李舟雨 女性 

20210002301 覃惠芬 女性 202100023M1 奚经志 男性 

202100021W1 覃丽 女性 20210002211 黄小玲 女性 

 

三、单位委培学员（10 人） 

考生报名号 姓名 性别 

 

考生报名号 姓名 性别 

202100013O1 黄勇 男性 20210002QW1 庞玲玲 女性 

20210002QV1 李春妮 女性 20210000R81 陈绍坤 女性 

202100016G1 韦宇辛 男性 202100011E1 蔡盛城 男性 

20210002MT1 蒙萍 女性 20210000ZL1 卢燕华 女性 

202100011I1 韦莉莹 女性 20210002MI1 邓莹冰 女性 

 

四、本单位学员（11 人） 

考生报名号 姓名 性别 

 

考生报名号 姓名 性别 

20210002MG1 张蕙缨 女性 20210002BJ1 彭杰 男性 

20210001381 黄丽锋 女性 20210002BG1 刘原良 男性 

20210000K11 李抒娇 女性 20210002JB1 买鹏宇 男性 

20210002LK1 李梁慧智 女性 20210000VD1 黄盼 女性 

20210002881 姚通法 男性 20210000LJ1 刘江心 女性 

20210000PH1 王子恒 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