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肿瘤医院 ）2020年第二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进入试工（含试工考核）人员名单

序号
报考岗

位编码
报考科室名称 姓名 性别 族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 备注

1 3044 肺内科（二病区） 哈拉哈提·吐尔逊 女 哈萨克族 1993-12-26 中共预备党员 硕士

2 3044 肺内科（二病区） 马雪莲 女 汉族 1993-05-20 共青团员 硕士

3 3044 肺内科（二病区） 赵艳 女 汉族 1994-07-10 中共党员 硕士

4 3044 肺内科（二病区） 阿不力克木江·阿地力 男 维吾尔族 1990-10-16 群众 硕士

5 3044 肺内科（二病区） 迪娜·艾尼瓦尔 女 哈萨克族 1993-07-29 共青团员 硕士

6 3045 重症医学科 努尔比亚·艾合买提 女 维吾尔族 1990-02-04 中共党员 硕士

7 3045 重症医学科 布乐布丽·波拉提 女 哈萨克族 1992-05-02 中共党员 硕士

8 3045 重症医学科 王聪 男 汉族 1992-04-28 群众 硕士

9 3045 重症医学科 杨凯 男 汉族 1993-12-21 共青团员 硕士

10 3045 重症医学科 罗霞 女 回族 1987-05-30 群众 硕士

11 3045 重症医学科 罗茜 女 汉族 1993-12-08 共青团员 硕士

12 3046 乳腺头颈外科 楚永刚 男 汉族 1993-08-17 共青团员 硕士

13 3046 乳腺头颈外科 付伟 男 汉族 1990-12-28 群众 硕士

14 3046 乳腺头颈外科 艾尼孜尔·亚里坤 男 维吾尔族 1992-08-24 中共党员 硕士

15 3046 乳腺头颈外科 阿依达尔·佳力哈斯 男 哈萨克族 1987-06-17 群众 硕士

16 3048 胸外科(二病区) 尼加提·塔西甫拉提 男 维吾尔族 1994-11-18 共青团员 硕士

17 3048 胸外科(二病区) 哈依纳尔·卡克赞 男 哈萨克族 1990-07-07 群众 硕士

18 3048 胸外科(二病区) 玉苏甫·艾比布力 男 维吾尔族 1987-09-19 群众 硕士

19 3048 胸外科(二病区) 米尔夏提·米吉提 男 维吾尔族 1993-02-02 共青团员 硕士

20 3048 胸外科(二病区) 阿布拉江·卡米力 男 维吾尔族 1991-01-29 群众 硕士

21 3049 介入诊疗科 萨德尔别克·艾麦提 男 柯尔克孜族 1991-01-05 中共党员 硕士

22 3049 介入诊疗科 买吾拉尼·阿不都热依木 男 维吾尔族 1990-07-31 群众 硕士

23 3049 介入诊疗科 艾白都拉·阿布都哈白尔 男 维吾尔族 1993-09-18 共青团员 硕士

24 3050 妇科中心 赛星月 女 回族 1993-02-06 共青团员 硕士

25 3050 妇科中心 曲·启明 女 蒙古族 1992-09-02 群众 硕士

26 3053 胸腹放射治疗科 潘广鹏 男 汉族 1984-03-22 中共党员 硕士

27 3053 胸腹放射治疗科 张洋 女 汉族 1988-06-15 中共党员 硕士

28 3054 急诊科 买吾拉尼江·加马力 男 维吾尔族 1989-09-23 群众 硕士

29 3054 急诊科 买提库尔班·买吐送 男 维吾尔族 1992-09-18 群众 硕士

30 3056 内镜诊治科 夏米里江·塔依尔 男 乌孜别克族 1989-09-27 中共党员 硕士

31 3056 内镜诊治科 吐尔逊阿依·热夏提 女 维吾尔族 1992-05-04 群众 硕士

32 3056 内镜诊治科 阿仙·乌日娜 女 蒙古族 1993-09-22 共青团员 硕士



序号
报考岗
位编码

报考科室名称 姓名 性别 族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 备注

33 3057 检验科 王静 女 汉族 1993-01-24 共青团员 硕士

34 3057 检验科 孙倩楠 女 汉族 1993-08-10 共青团员 硕士

35 3058 检验科 尚晓倩 女 汉族 1994-09-19 中共党员 硕士

36 3059 磁共振室 谢伊代·苏力坦 女 维吾尔族 1992-06-17 群众 硕士

37 3059 磁共振室 阿里米热·艾来提 女 维吾尔族 1994-01-28 共青团员 硕士

38 3059 磁共振室 孙哲 女 汉族 1990-07-27 中共党员 硕士

39 3059 磁共振室 艾克旦·艾斯卡尔 女 维吾尔族 1991-01-18 群众 硕士

40 3060 磁共振室 地力沙尔·海尔拉 女 维吾尔族 1995-06-01 共青团员 本科

41 3060 磁共振室 木哈拜提·阿布来提 女 维吾尔族 1992-03-27 中共党员 硕士

42 3060 磁共振室 阿拉法提·依明 男 维吾尔族 1997-07-17 共青团员 本科

43 3060 磁共振室 迪里达尔·玉素甫 女 维吾尔族 1997-11-10 共青团员 本科

44 3061 放射物理技术科 邹德洋 男 汉族 1991-11-07 群众 硕士

45 3061 放射物理技术科 张小芳 女 汉族 1992-05-02 群众 硕士

46 3061 放射物理技术科 曹瑜 女 汉族 1987-06-28 中共党员 硕士

47 3062 放射物理技术科 艾孜买提江·吐尔逊 男 维吾尔族 1993-11-29 共青团员 本科

48 3062 放射物理技术科 买尔孜亚·吐尔逊 女 维吾尔族 1997-07-14 共青团员 本科

49 3062 放射物理技术科 弗尔凯特·帕拉提 男 维吾尔族 1994-06-02 共青团员 本科

50 3063 疼痛科 阿地拉尔·玉素甫 女 维吾尔族 1993-11-04 共青团员 硕士

51 3063 疼痛科 阿卜杜萨拉木·阿卜杜合力力 男 维吾尔族 1993-03-03 共青团员 硕士

52 3063 疼痛科 娜迪拉·迪力夏提 女 维吾尔族 1989-06-09 群众 硕士

53 3064 疼痛科 汪慧 女 汉族 1998-07-16 共青团员 本科

54 3064 疼痛科 热甫开提·穆合塔尔 男 维吾尔族 1996-08-17 共青团员 本科

55 3064 疼痛科 努尔比耶姆·斯提买买提 女 维吾尔族 1997-09-27 共青团员 本科

56 3065 体检科 赛福亚·阿不都热依木 女 维吾尔族 1993-04-05 共青团员 硕士

57 3065 体检科 白热美提·吾坎 女 柯尔克孜族 1990-11-15 群众 硕士

58 3065 体检科 项冉 女 汉族 1991-03-23 中共党员 硕士

59 3065 体检科 米拉依·卡斯木 女 维吾尔族 1991-12-01 群众 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