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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130109210S3845康乐210大河中心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415杨玉茹210河北省鹿泉监狱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908荣婕鹏110河北省女子监狱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224杜晓彦250河北省威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建

材厂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1839张博坤250河北威远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建材厂医务室通过鹿泉市130109220S0607侯玉

英220际华3514制革制鞋有限公司职工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583王贞210鹿泉北方大学城李霞诊所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628石磊乐210鹿泉东方鼎鑫水泥有限公司医务

室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265蒋淑欣110鹿泉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0350刘玲玲250鹿泉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969白日增110

鹿泉计生医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0738陈晨250鹿泉冀联

医学专修学院附属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0739李辉250鹿

泉冀联医学专修学院附属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3456李少



然210鹿泉经济开发区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3487东晓

然210鹿泉经济开发区卫生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3497史

玉萍210鹿泉经济开发区卫生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1131

李猷博110鹿泉龙泉花园张淑欣诊所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472戎保录110鹿泉人民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386杨素强210鹿泉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894杨欣210鹿泉市白鹿泉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797聂丽娜210鹿泉市白鹿泉乡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569梁辉210鹿泉市白鹿泉乡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930孙博210鹿泉市超镪水泥有限公司医务室不

通过鹿泉市130109220S0173冯玉芳220鹿泉市陈再相口腔门诊

通过鹿泉市130109220S0090谢艳辉220鹿泉市陈再相口腔诊所

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394卞肖斌210鹿泉市大河镇城东桥西

队村第二卫生所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549许刚元150鹿泉市

大河镇杜童村第二卫生所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186翟彦

刚110鹿泉市大河镇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1624张淑

华1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1981冯志

强1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550贾志

宏1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765李彦

品1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20S0332安素

静12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341胡晓

红15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019梁科

星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224佘

晓彦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234佘

更岐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492李

志涛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538



徐国芹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614霍伟强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931曹立娟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950张树光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不通过鹿

泉市130109210S1954耿孟哲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不通过

鹿泉市130109210S1955庞金丽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不通

过鹿泉市130109210S2378周少恒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不

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2498姚永芳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

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2853贾志良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

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3388张培钊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

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3452赵莉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通

过鹿泉市130109210S3665田永伟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通

过鹿泉市130109210S3868高书巧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不

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3921刁志敏21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

通过鹿泉市130109240S0012任静辉24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院

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40S0098靳志光24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

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0657郝振忠25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

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0887师永强25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

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1409姜立强25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

生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2140张欢25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

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2152刘凝25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

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2180黄会玲250鹿泉市大河中心卫生

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40S0192高瑞佳140鹿泉市第二人民医

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440何慧茹1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

过鹿泉市130109110S0493梁娜1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701董雷1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050张玉1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231李旭强1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504贾亚青1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746刘立群1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884董新波1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131杜红蕾1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356梁潇栗1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751李春红1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952韩成1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40S0102刘爱霄14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50S0026李红英15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50S0263魏少奎15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50S0337李晓峰15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169薛彩茹210鹿泉市第六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691霍苗苗2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701赵静210鹿泉市第六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770李玉倩2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939张玲2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000王晓卫2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747任志强2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597任坤朋2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724张晓鹏21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036张东霞250鹿泉市第六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094段巍冉25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281陈亚楠25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991杨卫波25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2099李春辉250鹿泉市第六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2147周磊250鹿泉市第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479陈彦霞1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805张立业1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921任亚英1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114张剑茹1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941范少辉1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222史力光1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298李佳杰1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332李小军1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397史蕾1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636张磊1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774郑新景110鹿泉市第三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140S0217张沙14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40S0276董荣叶14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40S0338董风龙14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50S0205王贝蕾15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50S0342冯永强15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50S0369董国斌15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50S0391路立锋15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50S0403刘军峰15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072李君利2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936张晓娜2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954李彦国210鹿泉市第三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115魏新涛2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353柳营营2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392刘磊2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478李翠娟210鹿泉市第三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494解博2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538毕光亮2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941张丽茹210鹿泉市第三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191任亚芬210鹿泉市第三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482郝立芝210鹿泉市第三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548曹振亮2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550王欣210鹿泉市第三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551刘乾2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556任维菊210鹿泉市第三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607林哲210鹿泉市第三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690康韶庚2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804施会鑫2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831卢淑芳2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838董兴国2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188冯建凯2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662刘玉国21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011杜书军22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125石建磊22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140赵青220鹿泉市第三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172邢珊22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190胡树静25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832李桂娴25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166张曲25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455张浩亮25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464赵娟娟25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569魏立翠250鹿泉市第三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642宋谦25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748赵立霞250鹿泉市第三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527杜博飞250鹿泉市第四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860安晓娜110鹿泉市第四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614周倩娜110鹿泉市第四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957冯军宏110鹿泉市第四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140S0121高斌140鹿泉市第四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150S0230梁晨光150鹿泉市第四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114杜志成210鹿泉市第四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787赵萍210鹿泉市第四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185康浩明210鹿泉市第四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205杨国英210鹿泉市第四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458孙胜男210鹿泉市第四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475李静210鹿泉市第四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857康彦涛210鹿泉市第四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068高欢220鹿泉市第四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826周倩恩250鹿泉市第四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332范苏宁250鹿泉市第四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2096安海霞250鹿泉市第四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2135郝然250鹿泉市第四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013刘昭110鹿泉市第五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493赵宁110鹿泉市第五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014李彤220鹿泉市妇幼保健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095张豪11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431韩惠娟11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137张博11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774封云丽11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585刘庆君11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215赵亮21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460刘丽娜21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022王朝21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642尤鹏飞21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648王守敬21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193付荣21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246王雅然21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355吴素娟21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361石昆21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047邵伟奇22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075董晓楠22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502张坤明25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393梁丽娜25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912李玉军25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2061常晓艳250鹿泉市妇幼保健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278王永生110鹿泉市高新区方台村第三卫生所

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850牛贺佳210鹿泉市高新区方台村第

三卫生所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382陈彦强210鹿泉市河北

威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建材厂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464柏

莎150鹿泉市华康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20S0078郭红220鹿泉

市华康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0891高建召250鹿泉市华康

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0524邵利明250鹿泉市黄壁庄卫生



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735郄志华110鹿泉市黄壁庄镇卫

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878刘慧敏110鹿泉市黄壁庄镇卫

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885武敬昆110鹿泉市黄壁庄镇卫

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197张彦丽210鹿泉市黄壁庄镇卫

生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780张韩卫210鹿泉市黄壁庄镇

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830康荣丽210鹿泉市黄壁庄镇

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0034张立新250鹿泉市黄壁庄镇

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1629王彦芬250鹿泉市黄壁庄镇

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1142常红敏210鹿泉市黄壁庄镇

沿村卫生所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2022杜春艳250鹿泉市获

鹿真卫生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40S0210卞理振140鹿泉市获

鹿镇三街新村卫生所通过鹿泉市130109220S0072卢亚男220鹿

泉市获鹿镇双存口腔诊所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297张彩

玲11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1723聂俊

峰11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246冯钟

煦11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659刘伟

伟11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40S0359张

林14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093杨新

娣15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395夏冰150

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125武志英210鹿

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127聂海平210鹿泉

市获鹿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129翟娜210鹿泉市

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141聂如岩210鹿泉市获

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356高洁210鹿泉市获鹿镇

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1113郄会园210鹿泉市获鹿镇卫

生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2417薛诚21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



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3577陈俊缝21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

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20S0064赵鹏22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

过鹿泉市130109220S0088赵龙22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不通过

鹿泉市130109220S0143王彦飞22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不通过

鹿泉市130109220S0240刘蔓丽22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

泉市130109220S0605杜森22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40S0197白蛟魁24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135王磊25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234乔瑛25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458杨丽25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650石英谦25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675田静25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774贾伟涛25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013李会朝25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074郝爱霞25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148刘科25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853封晓敏25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963杨秀丽25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997张军伟25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423王伟东210鹿泉市获鹿镇卫生院鹿泉市联合

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056聂康150鹿泉市获鹿镇郑家庄

村卫生所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060陈胤210鹿泉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062任军辉210鹿泉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2303李茹210鹿泉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1209李艳红110鹿

泉市计生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40S0092安爱竹140鹿泉市计



生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40S0168杜雪丽240鹿泉市计生医院

通过鹿泉市130109220S0579孙少雷220鹿泉市际华3514制革制

鞋有限公司职工医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537李津110鹿

泉市际华三五一四制革制鞋有限公司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956于会朋250鹿泉市老干部门诊部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959邢春涛250鹿泉市老干部门诊部通过鹿泉

市130109150S0318谢亚楠150鹿泉市李村镇后东毗村卫生所通

过鹿泉市130109110S2420李建科110鹿泉市李村镇南胡庄村第

二卫生所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061付永刚210鹿泉市李村镇

闫同村第二卫生所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269杨新敏210鹿泉

市李村镇郑村卫生所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0159李爱强250鹿

泉市李村镇郑村卫生所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1984苗秀

美210鹿泉市李村中心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2740王彩

艳210鹿泉市李村中心卫生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1711王

华阳250鹿泉市李村中心卫生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206

沈科丽110鹿泉市鹿泉宾馆医务室通过鹿泉市130109240S0190

牛东旭240鹿泉市牛进科中医诊所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40S0191卢芳240鹿泉市牛进科中医诊所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102郭晓凯1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370董慧110鹿泉市人民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456郭威1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483李晓莉1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521王杰1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650曾芬110鹿泉市人民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694李宝军1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956张艳1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100王岩1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218薛芳1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447王勇1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547时建林1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675李少伟1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210骆娴1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20S0308刘淑娟12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113李俊芬2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250侯哲2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314谷怀雨2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377王坤210鹿泉市人民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758杜吉利210鹿泉市人民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172陈敬慈2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356王静2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763牛岳龙2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298王囡2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378王艳霞21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726刘亮210鹿泉市人民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031尹君220鹿泉市人民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121王丁倩22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40S0352谢更强24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230史家辉250鹿泉市人民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487曹坤25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689李玲25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818侯晓莎25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835赵玲250鹿泉市人民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282王晶250鹿泉市人民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319田立红250鹿泉市人民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522杨二潮250鹿泉市人民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717沈建丛250鹿泉市人民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2094刘晓静250鹿泉市人民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428聂海涛110鹿泉市三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411张永俭210鹿泉市三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40S0085董亚敏240鹿泉市三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676周计坤110鹿泉市山尹村乡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777冯少飞210鹿泉市山尹村乡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490路凯210鹿泉市山尹村乡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973王超然210鹿泉市山尹村乡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392冯晶210鹿泉市山尹村乡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190刘楠220鹿泉市山尹村乡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196赵静霞220鹿泉市山尹村乡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855杨丽伟250鹿泉市山尹村乡卫生院不通过鹿

泉市130109250S1483李伟250鹿泉市上庄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40S0251崔馨140鹿泉市上庄镇韩庄村卫生所通过鹿

泉市130109120S0038王志刚120鹿泉市上庄镇立新口腔通过鹿

泉市130109120S0050卢伟120鹿泉市上庄镇立新口腔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926李佳250鹿泉市上庄镇南庄村卫生所不通过

鹿泉市130109210S0570戎翠萍210鹿泉市上庄镇上庄村卫生所

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2529刘彦霞210鹿泉市上庄镇台头村卫

生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1108吴伟奎250鹿泉市上庄镇台

头卫生所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071王敬110鹿泉市上庄镇

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114王亭11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



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093贾11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不

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951李鑫11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不通

过鹿泉市130109140S0326贡敬本14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不通

过鹿泉市130109150S0225闫长海15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通过

鹿泉市130109150S0491孙艳丽15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通过鹿

泉市130109150S0526常学龙15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070李军峰21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863李鑫21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963肖彦兵21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027闫旭21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720王志彬21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750焦勋21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333范小燕21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846张宁21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194秦旭阳22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230康秀莲22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263史科22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40S0340王健24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053王晓乾25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737王学智250鹿泉市上庄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289赵娜110鹿泉市上庄镇小李庄村卫生所通过

鹿泉市130109110S2292史飞飞110鹿泉市上庄镇小李庄村卫生

所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3296任晓青210鹿泉市上庄镇小楼村

卫生所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0345任亚各250鹿泉市上庄镇

小宋楼卫生所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177赵进亮150鹿泉市石

井乡栈道村第一卫生所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2469王庆国210



鹿泉市石井乡栈道村第一卫生所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1546

宋晓丽210鹿泉市寺家庄镇高迁北街村卫生所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668段立茹250鹿泉市寺家庄镇南龙贵村卫生所

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042刘亚坤1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

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1280田雪茹1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

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1584王娜1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通

过鹿泉市130109110S1614徐红革1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通

过鹿泉市130109110S2254解小存1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通

过鹿泉市130109110S2641王雁杉1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不

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693梁超1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不

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707李香平1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

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039耿会利15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

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413段卫凯15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

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1271高红燕2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

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1366康晓曲2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

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1394谷守红2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

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1610梁坤2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通

过鹿泉市130109210S2274王艳娜2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通

过鹿泉市130109210S2342王立申2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不

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2348董美坤2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院

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2368李冰冰2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

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2475张海雷2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

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2503梁中华2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

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3146许文库21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生

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20S0086田云丛220鹿泉市寺家庄镇卫

生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0690梁晶婵250鹿泉市寺家庄镇



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1531杜美平250鹿泉市寺家庄镇

卫生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2967牛翠敏210鹿泉市铜冶镇北

故邑村卫生所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559牛晓佳150鹿泉市铜

冶镇北故邑卫生所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296张静150鹿泉

市铜冶镇南甘子村卫生所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0995杨蕾250

鹿泉市铜冶镇南甘子村卫生所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501李

立朋110鹿泉市铜冶镇南李家庄村卫生所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162赵海清110鹿泉市铜冶镇南李家庄村卫生所

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596耿广110鹿泉市铜冶镇南任村卫生

所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156赵利凯110鹿泉市铜冶镇南铜冶

村第二卫生所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2904李峥岚210鹿泉市铜

冶镇南张庄村卫生所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1340赵超锋250鹿

泉市铜冶镇西良厢村卫生所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2246张建

勃210鹿泉市小宋楼卫生所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2260李立

佳210鹿泉市小宋楼卫生所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068马娥110

鹿泉市冶和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795喻伟光110鹿泉市

冶和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796朱稷兴110鹿泉市冶和医

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1128李净兵110鹿泉市冶和医院通过

鹿泉市130109110S2436仝彤110鹿泉市冶和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461张士周110鹿泉市冶和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532孙锋110鹿泉市冶和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778张涛110鹿泉市冶和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50S0229王妍150鹿泉市冶和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576牛彦敏210鹿泉市冶和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631谷占魁210鹿泉市冶和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714宫玉凤210鹿泉市冶和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206任彩君210鹿泉市冶和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663任彦霄210鹿泉市冶和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716任永利210鹿泉市冶和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40S0289张峻民240鹿泉市冶和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120S0300李宏伟120鹿泉市一街村第二卫生所不通过

鹿泉市130109110S0002李志和110鹿泉市宜安镇卫生院通过鹿

泉市130109110S2712关海周110鹿泉市宜安镇卫生院不通过鹿

泉市130109210S0994李志勇210鹿泉市宜安镇卫生院不通过鹿

泉市130109210S1224李翰210鹿泉市宜安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2349常凯210鹿泉市宜安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026贡少洁210鹿泉市宜安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942贡兰英210鹿泉市银山中西医临床研究所社

区卫生服务站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157李磊150鹿泉市迎春

诊所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1091许丁木210鹿泉市迎春诊所

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1128田永锋210鹿泉市迎春诊所不通过

鹿泉市130109250S1253张社光250鹿泉市迎春诊所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250杜昌松220鹿泉市永红口腔门诊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260刘沙沙220鹿泉市永红口腔诊所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140S0015张立明140鹿泉市中国人民解放军6411工厂

医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691王三怡110鹿泉市中国人民

解放军六四一一工厂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20S0025李晨

鹏220鹿泉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四一一工厂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272张建岗110鹿泉市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715卢文静110鹿泉市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010姜林峰110鹿泉市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1700高伟110鹿泉市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40S0223王岐140鹿泉市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40S0399李存良140鹿泉市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181辛玉佳210鹿泉市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557李淑珂210鹿泉市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1967梁伟210鹿泉市中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074谷彦坤210鹿泉市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183牛喜梅220鹿泉市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624段海叶220鹿泉市中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015郭玉娜250鹿泉市中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1137梁建250鹿泉市中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546谷安250鹿泉四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120S0312郭争光120鹿泉争光口腔诊所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635张松颂110石家庄傅山中医肿瘤医院通过鹿

泉市130109110S0880吕宁110石家庄傅山中医肿瘤医院不通过

鹿泉市130109110S2523张静110石家庄傅山中医肿瘤医院通过

鹿泉市130109210S0449赵萌210石家庄傅山中医肿瘤医院通过

鹿泉市130109210S0828聂妍210石家庄傅山中医肿瘤医院不通

过鹿泉市130109210S2172朱伟光210石家庄傅山中医肿瘤医院

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3430于红霞210石家庄傅山中医肿瘤

医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0125孙伟250石家庄傅山中医肿

瘤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1915张爱菊250石家庄鹿泉市联

合医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042张永华110石家庄医学高

等医学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20S0124孙英

杰220石家庄医学高等医学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50S0040尚燕150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

附属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40S0248王宠爱240石家庄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附属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018张晓

叶110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0165华杰110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

医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323韩娜娜110石家庄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0450杜巧哲110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328王娴110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

医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653白利肖110石家庄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696赵美勤110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20S0148朱巧云120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

区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40S0119杜向青140石家庄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40S0126杜志良140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140S0290黄玉涛140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

区医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140S0378张俊玲140石家庄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032陈燕150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50S0055于新龙150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

区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068刘晓东150石家庄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095谷峰林150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50S0167刘晓静150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

区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548张珍芳150石家庄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031齐鹏静210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0036杨明210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

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10S0418于曾洋210石家庄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20S0002杨艳新220石

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026朱晓琳220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

区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20S0165孙凯凯220石家庄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20S0175康典

朝220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228沈志佳220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

区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20S0289姜英超220石家庄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0115刘久

志250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0146李万芳250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

区医院不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0742贺伟250石家庄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250S1815胡利芳250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医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50S2148郭丽250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冀联校区

医院通过鹿泉市130109150S0143魏少杰150寺家庄镇卫生院通

过鹿泉市130109210S1318高兴国210寺家庄镇卫生院不通过鹿

泉市130109210S3592刘海维210寺家庄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210S3915程晓艳210寺家庄镇卫生院不通过鹿泉

市130109220S0127史剑勇220寺家庄镇卫生院通过鹿泉

市130109110S2071康艳军110新华区天苑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通过鹿泉市130109110S2393杨晓云110中国人民解放

军六四一一工厂医院通过鹿泉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