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锡市人力资源和tl会保障局文件

锡人社职 〔2022〕 3号

关于公布 2021年江苏省无锡市社区卫生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评审结果的通知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各有关单位 :

接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江苏省职称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苏职称办 〔2022)19号 )文件通知,经江苏省无锡市

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钟进锋等 38

人已具备社区卫生专业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卞凤玉等 187人 已

具备社区卫生专业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上述人员取得社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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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时间自2021年 12月 4日 起算,现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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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书

`i/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邓卜盼I"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学科) 甘
“
乓;

回资格名称

钟进锋 tL阴市利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l 1←江区r亻EF即老
朱群亚 江阴市马镇卫生院 (江阴市徐霞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全科

`珲

囡弑涨医|帅 杉
无锡市梁溪区崇安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如
出口/

顾英姿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卫生院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内科 社区主任医师

滕海英
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卫生院 (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妇产科 社区主任医师

吴立强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卫生院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全科 社区主任医师

陈林志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上任医师

李宁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卫生院 (无锡市惠山区洛

社镇石塘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妇产科 社区主任医师

王亚敏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妇产科 社区主任医师

10 吴新燕 无锡市惠IL区 长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巾心 社区妇产科 社区上任医师

ll 严文魁 无锡市惠 lll[× 职业病防治院 社区全科 社区主任医师

12 --I  -||I 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外科 社区主任医师

13 黄南晨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卫生院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外科 社区主任医师

】4 谢澈 无锡市滨湖区蠡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仝科 社区上任医师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仝科 社区主任医师

16 陈晓蓉 无锡市新吴区新安医院 社区主任医师

17 王优良 无锡市新吴区新安医院 社区内科 社区主任医师

18 何心怡 无锡经济开发区华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妇产科 社区主任医师

19 吴建洪 无锡经济开发区太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上任医师

20 llf`|芳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超声、放射、

心电)诊断
社区主任医师

21 吴海燕 无锡市滨湖区荣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预防保健 社区主任医师

社区预防保健 社区主任医师99 赵 英 无锡市滨湖区蠡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3 邵皎巍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药学 社区主任药师

24 江素惠 江阴市利港医院 社区护理 社区主任护师

25 蒋建芬 江阴市利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主任护师

社区护理 社区主任护师26 刘敏霞 江阴市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7 陆瑞芬 江阴市周庄卫生院 (江阴市周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护理 社区主任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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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王晓 无锡市梁溪区上马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廴榭圭主亻抒狒
~

社区护理 i· -r1·ji.29 王新菊 无锡市梁溪区金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

· ·

社I无光申希'30 李明洁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卫生院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护理

31 王敏艳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藕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主任护师

刘收 社区护理 社区主任护师

王红芳 无锡市滨湖区河埒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主任护师

34 杨素君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卫生院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护理 社区主任护师

周玲玲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主任护师

36 王小娟 宜兴市新建镇卫生院 社区医疗技术(技 ) 社区主任技师

37 夏松 社区医疗技术(技 ) 社区主任技师

周爱华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医疗技术(技 ) 社区主任技师

卞风玉 江阴市周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40 ii∵ i 江阴市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妇产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41 花凯 江阴市新桥卫生院 (江阴市新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全利

42 宦丽萍 江阴市石庄卫生院 (江阴市璜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口腔 社区副主任医师

43 黄海宁 江阴京采口腔门诊部 社区口腔

44 江阴市澄西中学医务室 社区预防保健 社区副主任医师

45 毛彩红 江阴市利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妇产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46 钱德飞 江阴市河塘医院 社区外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47 万金华 江阴市顾山卫生院 (江阴市顾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48 魏灿宏 江阴英智澄江康复医院 社区内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49 徐东 江阴市新桥卫生院 (江阴市新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张 艳 江阴市新桥卫生院 (江阴市新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妇产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51 JⅡ ”I 江阴市新桥卫生院 (江阴市新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妇产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52 赵春成 江阴市夏港社区-E生服务中心 社区预防保健 社区副主任医师

53 赵虎 江阴市新桥卫生院 (江阴市新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内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54 周勋华 江阴市顾山卫生院 (江阴市顾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55 陈安友 宜兴市高塍镇卫生院 社区外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56 李秀梅 宜兴市丁蜀镇卫生院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57 文刂JIE子 -衤刍 宜兴市宜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58 氵番f放 片 宜兴市芳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59 史悦 宜兴市高塍镇卫生院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60 孙秀林 宜兴市西渚镇卫生院 社区外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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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3

35

无锡市滨湖区荣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8

39

社区副主任医师

社区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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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 (学科) j 资格名称

61 田晓东 宜兴市新建镇卫生院 社区全科  l il l∶ [κ ~iF==l (1F。、∶iˉ

·
:

62 万雄 宜兴市芳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it[k岔 ll土 ′4I欠 ll f

63 吴鸽 椒 姻 !主亻I鹰妙PF宜兴市 「蜀镇卫生院 社区预防保健

64 夏云 宜兴市高塍镇卫生院 社区预防保健 社区副主任医师

65 勇超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66 张 清 宜兴市徐舍镇卫生院 社区妇产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67 周永清 宜兴市杨巷镇卫生院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68 管丹娜 无锡市梁溪区广瑞通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69 胡羽杰 无锡市梁溪区南禅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70 梁柯
无锡市梁溪区江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无锡市长

江康复医院 )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71 陆黎明 无锡市梁溪区黄巷街道刘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预防保健 社区副主任医师

马言清 无锡市梁溪区山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社区副主任医师73 孟 沽 无锡市梁溪区崇安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74 王梦漪 无锡市梁溪区金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75 翁青 无锡市梁溪区上马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76
无锡市梁溪区江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无锡市长

江康复医院 )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张肖凸晶

社区副主任医师77 周帆 无锡市梁溪区北大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仝科

78 无锡市梁溪区北大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口腔 社区副主任医师

79 无锡市梁溪区北大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80 朱怡强 无锡市梁溪区广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内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81 费晓华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卫生院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82 胡海波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卫生院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内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社区副主任医师华齐嘉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卫生院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外科

社区预防保健 社区副主任医师84 蒋蔚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卫生院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85 凌亮
无锡市锡山区云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无锡市锡

山区云林卫生院)

社区副主任医师86 刘炎琴 无锡市锡山区厚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妇产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87 吕斌华 无锡市锡山区厚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88 浦晓霞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卫生院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 r× 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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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宜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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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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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副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 专业 (学科 ) 资格名称序号 姓名

社区全科 礼区I;lJ宅仟医 JI|j89 氵Fl晓 阳 无锡市锡山区厚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聪 ∥和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卫生院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全科 礼区副主 {「 医 III阝90 石兆章

社区预防保健 社区illJ}亻 「医””91 肖爱武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卫生院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ll腔 什|g利 ti「 队帅92 杨萍
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卫生院 (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张丰华
无锡市锡山区云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无锡市锡

山区云林卫生院 )

社区全科93

张丽娥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卫生院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94

社区儿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95 周梅娲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卫生院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96 Fi激
萍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外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97 陈才春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杨市卫生院(无锡市惠山区洛社

镇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外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98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99 胡双
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卫生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妇产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100 李苗 无锡市惠山区职业病防治院 社区全科

lOl 刘叶文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卫生院(无锡市惠山区洛

社镇石塘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102 i￠孓钅艮 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儿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103 邵萍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杨市卫生院(无锡市惠山区洛社

镇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104 师艳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藕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妇产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105 时鸿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内科

106 宋静华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卫生院(无锡市惠山区洛

社镇石塘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妇产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lO7 i中 文JI爷 惠山谭文峰口腔诊所 社区口腔 社区副主任医师

108 万燕 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妇产科

109 张含玮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妇产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110 张志新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卫生院(无锡市惠山区洛

社镇石塘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外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lll 葛宏丿
′

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l12 顾少华 无锡市滨湖区蠡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II3 罗培华 无锡市滨湖区河埒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l腔 社区副主任医师

社区副主任医师

社区副主任医师

社区副主任医师

社区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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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 (学科 )
`
於 黎

一
资格名称

114 马琪良 无锡市滨湖区河埒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训上任医 JI|i

l15 糜琰虹 无锡市滨湖区河埒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η 礻|∶ 区副主任医帅

社区illl主 ∫「医师l16 邢 花 无锡市滨湖区蠡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预防保健

117 张亚丹 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仝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曹林鸿 无锡市新吴区硕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外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l19 陈俞峰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120 黄小洁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仝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口 ±
曰 刀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街道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122 王芳 无锡市新吴区新安医院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123 杨金和 无锡市新吴区梅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内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124 杨萍 社区全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无锡市新吴区新安医院

125 郑鸽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礼区 '′ 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126 冯玮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医务室 社区内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127 沈奇 无锡经济开发区太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内科 社区副主任医师

128 宜兴市杨巷镇卫生院
社区 (超声、放射、

心电)诊断
社区副主任医师

社区副主任医师129 吴亚敏 宜兴市张渚镇卫生院
社区 (超声、放射、

心电)诊断

社区副主任医师130 |轲 智丿) 无锡市梁溪区南禅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超声、放射、

心电)诊断

社区副主任医师131 唐文娟 无锡市梁溪区扬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超声、放射、

心电)诊断

社区副主任医师132 刘宇波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 (超声、放射、

心电)诊断

社区副主任医师张海燕 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泉分中心
社区 (超声、放射、

心电)诊断

134 黄燕 江阴市云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中医 社区副主任中医师

社区中医 社区副主任中医师135 李宗保 江苏大众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致和堂诊所

社区副主任中医师136

`J子

煎 宜兴市新建镇卫生院 社区中医

社区中医全科 社区副主任中医师137 戴丹 无锡市梁溪区广瑞通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中医全科 社区副主任中医师138 侯诂明 无锡市梁溪区黄巷街道刘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中医 社区副主任中医师139 无锡市梁溪区惠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中医 社区副主任中医师汤军 无锡市梁溪区扬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中医全科 社区副主任中医师141 尤云超 无锡市梁溪区惠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副主任中医师142 张成 无锡市梁溪区山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中医全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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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学科 ) 资格名称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社区中医

J=

副 0任 中队社 区143 陈玲红
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卫生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中医 社 |κ 副 :L任 中医师144 郭明辉 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45 杨慧伟 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泉分中心 社区中医全科 社|-副 t任中D(师

社区副主任中医师146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卫生院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中医全科

社区副主任中医师147 朱敏元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卫生院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中医

148 雷焱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中医 社区副主任中医师

社区副主任中医师149 冯淳 无锡经济开发区太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中医

150 华欣欣 无锡经济开发区华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中医 社区副主任中医师

151 ●l△ △
, 江阴市云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药学 社区副主任药师

152 张雪雁 社区药学 社区副主任药师

社区副主任药师153 周夏艳 宜兴市万石镇卫生院 社区药学

154 任晓云 无锡市惠山区职业病防治院 社区药学 社区副主任药师

155 苏从芹 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药学 社区副主任药师

156 企芝
′
1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药学 社区副主任药师

157 钱旭辉 无锡市新吴区新安医院 社l-药学 社区副主任药师

158 钱富春 江阴市新桥卫生院 (江阴市新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中药学 社区副主任中药师

159 王微 江阴市新桥卫生院 (江阴市新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中药学 社区副主任中药师

强 莹 无锡市梁溪区崇安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中药学 社区副主任中药师

161 |加日)l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卫生院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中药学 社区副主任中药师

162 无锡市新吴区梅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中药学 社区副主任中药师

163 孔玉军 江阴市陆桥卫生院 (江阴市华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64 缪丹 江阴市周庄卫生院 (江阴市周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65 l+爰
·
I 江阴市云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66 仕 u..∶
: 江阴市夏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67 张 良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68 自小仙 宜兴市张渚镇卫生院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I69 陈巧莲 宜兴市张渚镇卫生院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70 乐宁芳 宜兴市宜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71 汤亚芳 宜兴市万石镇卫生院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72 工琰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73 徐琦 宜兴市丁蜀镇卫生院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8

江阴市陆桥卫生院 (江阴市华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160

宜兴市张渚镇卫′L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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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 (学科 ) 资格名称

174 陈银静 无锡市梁溪区南禅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l 礻|∶ |`(`{;刂 i1∶ 亻F扣
.l1|f

175 冯静 无锡市梁溪区清名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亻t[κ 副主任护师

176 顾 艳 无锡市梁溪区清名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仕Lκ 。jJ」 ∶任护0f

177 马谢泓 无锡市梁溪区扬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78 邵 菁 无锡市梁溪区广瑞通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吴燕君 无锡市梁溪区清名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80 徐扬 无锡市梁溪区迎龙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81
无锡市梁溪区江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无锡市长

江康复医院 )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82 虞 I】 娜
无锡市梁溪区江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无锡市长

江康复医院 )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83 rt亻 |;冒, 无锡市梁溪区惠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84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85 周嘉华 无锡市梁溪区南禅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86 顾黎敏 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lx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87 李友芳 无锡市锡山区厚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88 王燕霞 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89 杨佳英
无锡市锡山区云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无锡市锡

山区云林卫生院 )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90 张春燕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卫生院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91 冯燕芳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藕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社区副主任护师192 华 钗 无锡市惠山区前洲街道社区 1J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193 季津津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94 李娜
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卫生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上任护师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195 钱恒英 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96 强 凤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卫生院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197 任燕
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卫生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198 徐艳芹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199 杨卉蓝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杨市卫生院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

镇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200 杨丽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杨市卫生院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

镇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201 俞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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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萍 无锡市梁溪区山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学科) f :ET资格名称

202 张寿梅 社区护理

`

社 Lκ 副 :|∶ 任护””

报和

社区副 -l∶ 任护帅203 刘艳艳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卫生院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护理

204 鲍风熙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无锡市新吴区江溪街道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5 霍 云 无锡市新吴区新安医院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206 李海艳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207 王迅燕 无锡市新吴区新安医院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208 工志芳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道社区卫生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209 夏间风 无锡市新吴区江溪街道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210 徐敏慧 无锡市新吴区新安医院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211 严青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212 尤韩妹
无锡市新区硕放医院 (无锡市新吴区硕放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213 俞凌燕 无锡市新吴区梅村街道社区1!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214 朱文艳 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鸿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215 姜梅 无锡市老年人托养中心无锡市残疾人托养中心医务室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216 钱丽红 无锡经济开发区华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张伟 无锡经济开发区太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护理 社区副主任护师

218 蒋芳华 宜兴市大华镇卫生院 社区医疗技术(技 ) 社区副主任技师

219 朱冬梅 宜兴市高塍镇卫生院 社区副主任技师

220 李 宣 无锡市梁溪区北大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医疗技术(技 ) 社区副主任技师

221 徐东海
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卫生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
社区医疗技术(技 )

099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医疗技术(技 )

223 陈丽艳 无锡市滨湖区河埒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医疗技术(技 ) 社区副主任技师

224 惠娟 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医疗技术(技 ) 社区副主任技师

225 陆金冬 无锡市新吴区新安医院 社区医疗技术(技 ) 社区副主任技师

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1月 29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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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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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医疗技术(技
)

社区副主任技师

张敏华 社区副主任技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