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及下属单位2019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总成绩

单位：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时间：2019-11-30

组别 序号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考生名 总成绩 名次

第1组 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学教学 张晨霞 87.90 1

第1组 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学教学 程敏 83.90 2

第1组 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学教学 李帅妙 0.00 缺考

第1组 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医学教学1 刘晨曦 0.00 缺考

第1组 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医学教学1 张楠 0.00 缺考

第1组 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医学教学1 黄菲菲 0.00 缺考

第1组 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医学教学2 李焱琳 83.00 1

第1组 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医学教学 贾松松 90.40 1

第1组 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医学教学 凌莎莎 90.20 2

第1组 1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临床教学4 李媛 0.00 缺考

第1组 1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临床兽医学教学 李建建 92.96 1

第1组 1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药剂学教学（中药学方向） 尹婷 86.80 1

第1组 1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药剂学教学（中药学方向） 王亚宇 82.64 2

第1组 1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药剂学教学（中药学方向） 弓剑升 81.00 3

第1组 1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药剂学教学（药剂学方向） 景莎莎 82.20 1

第1组 1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预防兽医学教学 史晨婕 91.80 1

第1组 1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预防兽医学教学 席柔 89.52 2

第1组 1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预防兽医学教学 尹姣姣 0.00 缺考

第1组 1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预防兽医学教学 贡鑫 0.00 缺考

第1组 2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预防兽医学教学 冯倩 0.00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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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及下属单位2019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总成绩

单位：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时间：2019-11-30

组别 序号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考生名 总成绩 名次

第2组 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李大鹏 88.60 1

第2组 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靳彩霞 87.44 2

第2组 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杨丽 87.30 3

第2组 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张芝源 86.68 4

第2组 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高晋晋 86.54 5

第2组 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高乾鹍 86.54 5

第2组 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臧亚男 86.50 7

第2组 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孙晓霞 86.10 8

第2组 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段钧 85.38 9

第2组 1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谢淘 85.22 10

第2组 1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张莉 84.96 11

第2组 1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李明明 84.82 12

第2组 1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孟妞 84.60 13

第2组 1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文心灵 84.38 14

第2组 1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朱彦蓉 83.74 15

第2组 1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石飞 83.22 16

第2组 1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孙文文 83.14 17

第2组 1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邢飞越 80.80 18

第2组 1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张瑜 0.00 缺考

第2组 2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杨建 0.00 缺考

第2组 2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刘凌晓 0.00 缺考

第2组 2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学 田旭辉 0.00 缺考

第2组 2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张彬 85.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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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及下属单位2019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总成绩

单位：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时间：2019-11-30

组别 序号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考生名 总成绩 名次

第2组 2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王瑶瑶 84.50 2

第2组 2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张玉婧 84.46 3

第2组 2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侯玉亭 84.20 4

第2组 2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韩榕 83.76 5

第2组 2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贾祎庭 83.46 6

第2组 2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段丛笑 83.36 7

第2组 3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王琳 83.34 8

第2组 3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郑慧璇 83.30 9

第2组 3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王霞 83.26 10

第2组 3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张婉秋 83.24 11

第2组 3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赵澎鑫 83.06 12

第2组 3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李恬 82.98 13

第2组 3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张蓉 82.52 14

第2组 3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席亚静 82.00 15

第2组 3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张若晖 81.84 16

第2组 3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王丽霞 81.42 17

第2组 4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吴云 81.04 18

第2组 4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薛晶 0.00 缺考

第2组 4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杜秀宇 0.00 缺考

第2组 4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陈夏仙 0.00 缺考

第2组 4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郭萌 0.00 缺考

第2组 4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薛辰阳 0.00 缺考

第2组 4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吉志华 0.00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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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及下属单位2019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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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组 4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郑文文 0.00 缺考

第2组 4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张乐乐 0.00 缺考

第2组 4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教学 范一帆 0.00 缺考

主考官签字： 监督员签字：                      记分员签字： 第 4 页，共 17 页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及下属单位2019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总成绩

单位：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时间：2019-11-30

组别 序号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考生名 总成绩 名次

第3组 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化学教学 杨彩蓉 93.96 1

第3组 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化学教学 徐艳 90.78 2

第3组 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化学教学 郭莉 88.99 3

第3组 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化学教学 曹冬霞 87.46 4

第3组 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化学教学 李霞 86.90 5

第3组 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化学教学 贾艳蓉 86.62 6

第3组 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化学教学 廉赛 75.24 7

第3组 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化学教学 段丽娜 0.00 缺考

第3组 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裴亚楠 96.09 1

第3组 1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张娜（1990.11.2） 93.35 2

第3组 1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冀鹏 93.22 3

第3组 1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成书星 92.88 4

第3组 1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成璐 92.58 5

第3组 1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田莉莉 91.81 6

第3组 1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解春霞 91.54 7

第3组 1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曹丹华 90.98 8

第3组 1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董丽君 90.94 9

第3组 1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罗晶月 90.83 10

第3组 1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马恬 90.42 11

第3组 2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武巧菊 90.42 11

第3组 2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李端端 89.33 13

第3组 2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徐同彤 88.92 14

第3组 2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和小甜 88.8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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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及下属单位2019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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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组 2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张娜（1986.8.12） 88.86 16

第3组 2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王璐洋 88.74 17

第3组 2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王蓉 87.78 18

第3组 2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韩少芬 87.75 19

第3组 2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韩静 85.79 20

第3组 2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张书敏 85.14 21

第3组 3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谢戬恒 79.60 22

第3组 3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刘琴琴 0.00 缺考

第3组 3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王琼英 0.00 缺考

第3组 3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李阳阳 0.00 缺考

第3组 3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岳思思 0.00 缺考

第3组 3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刘婧 0.00 缺考

第3组 3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王瑞琪 0.00 缺考

第3组 3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李晋雅 0.00 缺考

第3组 3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赵娜 0.00 缺考

第3组 3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李娜 0.00 缺考

第3组 4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贺小婷 0.00 缺考

第3组 4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吴若男 0.00 缺考

第3组 4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赵智岗 0.00 缺考

第3组 4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教学2 梁瑞娟 0.00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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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及下属单位2019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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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序号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考生名 总成绩 名次

第4组 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教学 徐晨晨 83.85 1

第4组 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教学 吴瑞聪 88.04 1

第4组 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教学 梁瑞 87.44 2

第4组 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教学 乔振亚 85.96 3

第4组 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教学 赵晓芳 85.38 4

第4组 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教学 胡志惠 85.28 5

第4组 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教学 李依蔚 82.14 6

第4组 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教学 郭妮丽 82.09 7

第4组 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教学 张熙卓 0.00 缺考

第4组 1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教学 许佳 0.00 缺考

第4组 1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教学 崔琛瑶 0.00 缺考

第4组 1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教学 赵浩林 89.60 1

第4组 1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教学 张建丽 88.40 2

第4组 1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教学 李新 87.00 3

第4组 1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教学 车江轩 84.54 4

第4组 1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教学 闫红玲 0.00 缺考

第4组 1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教学 吕游 0.00 缺考

第4组 1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教学 马丁 0.00 缺考

第4组 1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教学 李甜 0.00 缺考

第4组 2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教学 袁宇杰 0.00 缺考

第4组 2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3 张壮志 85.34 1

第4组 2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教学1 张海龙 85.94 1

第4组 2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教学1 刘兰喜 0.00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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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组 2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教学2 赵静 88.88 1

第4组 2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投资与理财教学 米娟 91.71 1

第4组 2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投资与理财教学 张蓉 89.94 2

第4组 2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投资与理财教学 兰玲瑜 89.58 3

第4组 2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投资与理财教学 邵珂 85.87 4

第4组 2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投资与理财教学 李新 83.88 5

第4组 3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投资与理财教学 解蓉 83.74 6

第4组 3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投资与理财教学 靳江燕 80.90 7

第4组 3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投资与理财教学 席雅斋 0.00 缺考

第4组 3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教学 武靓 90.59 1

第4组 3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教学 李婷婷 89.30 2

主考官签字： 监督员签字：                      记分员签字： 第 8 页，共 17 页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及下属单位2019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总成绩

单位：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时间：2019-11-30

组别 序号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考生名 总成绩 名次

第5组 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形体训练教学 张志 92.52 1

第5组 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形体训练教学 李佳琦 91.62 2

第5组 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形体训练教学 马超伦 89.26 3

第5组 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形体训练教学 荀艺华 84.18 4

第5组 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形体训练教学 畅瑞晨 0.00 缺考

第5组 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形体训练教学 曹鑫 0.00 缺考

第5组 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1 张月 94.10 1

第5组 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1 侯宇鑫 90.48 2

第5组 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1 闫超 89.90 3

第5组 1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1 薛英英 89.10 4

第5组 1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1 郭慧敏 88.32 5

第5组 1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1 刘晋雅 88.04 6

第5组 1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1 吴爱萍 87.60 7

第5组 1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1 张蕊 86.66 8

第5组 1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1 李瑾 86.00 9

第5组 1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1 张华 84.76 10

第5组 1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1 郭泽亮 82.94 11

第5组 1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1 张恩华 82.38 12

第5组 1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1 武帅 82.08 13

第5组 2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1 吴琦 77.70 14

第5组 2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1 侯敏娜 0.00 缺考

第5组 2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张宇迪 89.60 1

第5组 2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杨欢 89.56 2

主考官签字： 监督员签字：                      记分员签字： 第 9 页，共 17 页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及下属单位2019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总成绩

单位：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时间：2019-11-30

组别 序号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考生名 总成绩 名次

第5组 2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张茜娜 88.08 3

第5组 2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宋静 87.38 4

第5组 2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王鹏粉 87.08 5

第5组 2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胡俊乐 87.00 6

第5组 2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李璐 84.70 7

第5组 2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吴昊 84.46 8

第5组 3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孙克斌 84.44 9

第5组 3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张雅洁 84.18 10

第5组 3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杨彬 82.96 11

第5组 3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徐烨 82.74 12

第5组 3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房昱 77.34 13

第5组 3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李超（男） 0.00 缺考

第5组 3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杨彦红 0.00 缺考

第5组 3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陈佳星 0.00 缺考

第5组 3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李超（女） 0.00 缺考

第5组 3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温兰 0.00 缺考

第5组 4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教学2 史明杰 0.00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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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组 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耿建勋 90.54 1

第6组 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张贤 90.20 2

第6组 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冯艳金 89.74 3

第6组 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吉冰璇 89.20 4

第6组 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李卉 89.06 5

第6组 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刘婷 88.40 6

第6组 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王怡 87.90 7

第6组 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郭素民 87.90 7

第6组 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乔晓梅 87.66 9

第6组 1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刘亚茹 87.46 10

第6组 1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冯琳璎 87.32 11

第6组 1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赵鑫 86.78 12

第6组 1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赵雅婷 86.32 13

第6组 1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卫莹丽 86.10 14

第6组 1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朱祯慧 85.90 15

第6组 1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陕嘉楠 85.26 16

第6组 1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郭亚蓉 85.14 17

第6组 1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李亚文 85.00 18

第6组 1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冯玲 84.98 19

第6组 2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刘萱 84.90 20

第6组 2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柴艳萍 84.74 21

第6组 2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黄菲 84.46 22

第6组 2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杨露 84.3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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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职业技术学院及下属单位2019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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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组 2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蔡小霞 84.10 24

第6组 2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边洪芬 84.10 24

第6组 2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孙晓杰 84.06 26

第6组 2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张利 84.00 27

第6组 2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房娟娟 83.98 28

第6组 2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乔志攀 83.84 29

第6组 3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谢春花 83.68 30

第6组 3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郝婧 83.48 31

第6组 3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常凯 83.24 32

第6组 3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王晓璐 82.96 33

第6组 3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金鑫 82.84 34

第6组 3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郝晓慧 82.80 35

第6组 3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吴晓薇 82.78 36

第6组 3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何峰 82.72 37

第6组 3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李娜 82.52 38

第6组 3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安茜 82.48 39

第6组 4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史海涛 82.24 40

第6组 4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王川 82.14 41

第6组 4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黄德峰 81.92 42

第6组 4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张莹 81.90 43

第6组 4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贾晟菊 0.00 缺考

第6组 4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孔悦 0.00 缺考

第6组 4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吕志超 0.00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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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序号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考生名 总成绩 名次

第6组 4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曹孟艳 0.00 缺考

第6组 4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梁翠芳 0.00 缺考

第6组 4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郝锐 0.00 缺考

第6组 5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曹文佳 0.00 缺考

第6组 5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赵娜 0.00 缺考

第6组 5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郭俊燕 0.00 缺考

第6组 5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高亚卉 0.00 缺考

第6组 5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程娜娜 0.00 缺考

第6组 5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张孟丽 0.00 缺考

第6组 5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霍昱竹 0.00 缺考

第6组 5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教学 王洁 0.00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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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组 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麻醉科 杨培 85.30 1

第7组 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外科 焦庭芳 86.60 1

第7组 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外科 原元凯 83.40 2

第7组 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二 邢昱晶 87.80 1

第7组 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二 王圣佳 86.20 2

第7组 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二 杨秀玲 85.74 3

第7组 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二 白建华 85.60 4

第7组 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二 贾林飞 84.36 5

第7组 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二 张瑞红 84.10 6

第7组 1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二 郭俊杰 82.72 7

第7组 1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二 雷虎英 82.40 8

第7组 1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二 薄  亮 82.20 9

第7组 1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二 王燕华 80.14 10

第7组 1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二 赵  乐 79.40 11

第7组 1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二 李  婷 78.10 12

第7组 1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二 温海栋 77.80 13

第7组 1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三 王润梅 91.10 1

第7组 1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三 张慧琴 87.10 2

第7组 1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三 郭连梅 85.40 3

第7组 2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三 刘丽菲 84.70 4

第7组 2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三 冯  娜 83.30 5

第7组 2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一 李鹏飞 84.10 1

第7组 2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一 李建峰 83.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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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组 2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一 董  芳 81.80 3

第7组 2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医疗一 陈  琴 81.7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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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组 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赵小方 89.84 1

第8组 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孟艳莉 88.70 2

第8组 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张秀娟 86.28 3

第8组 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秦文杰 84.70 4

第8组 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张  静 84.68 5

第8组 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石红宇 84.38 6

第8组 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岳慧慧 83.76 7

第8组 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梁  璠 83.28 8

第8组 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梁海瑞 83.18 9

第8组 1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安菲菲 83.14 10

第8组 1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王璐璐 82.68 11

第8组 1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张霞霞 82.32 12

第8组 1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陈  菲 81.84 13

第8组 1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孙永霞 81.66 14

第8组 1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吕丽华 81.64 15

第8组 1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赵  娜 81.22 16

第8组 1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常晶晶 80.80 17

第8组 1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李  雪 80.64 18

第8组 19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郭婷婷 80.64 18

第8组 20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尹临平 80.50 20

第8组 21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李  娜 79.88 21

第8组 22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赵海燕 79.40 22

第8组 23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胡颖华 79.2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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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组 24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郝丽君 79.06 24

第8组 25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卫  婧 77.90 25

第8组 26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姚  尧 76.84 26

第8组 27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续小丽 76.22 27

第8组 28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尉蔚云 0.00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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