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djy2020 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学生名单公示

为贯彻落实《市人社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关于做好求职创业补贴发

放工作的通知》（津人社办发〔2019〕122 号）文件精神，我院积极

组织符合条件的 2020 届毕业生填报申请，经过审核，现将符合求职

创业补贴申请的学生名单公布如下：

序号 姓名 专业 序号 姓名 专业 序号 姓名 专业

1 张明荣 临床医学 31 潘伊玲 医学检验技术 61 赵家鑫 医学影像技术

2 张志豪 临床医学 32 孙坤妹 医学检验技术 62 叶培钰 口腔医学

3 吴克冰 临床医学 33 王 璇 医学检验技术 63 何安定 口腔医学

4 王 婧 临床医学 34 于佳洋 医学检验技术 64 王国琴 口腔医学

5 胡 欣 临床医学 35 牛广萍 医学检验技术 65 李伟玲 口腔医学

6 张玉洁 临床医学 36 杨炳钊 医学检验技术 66 耿淼淼 口腔医学

7 石怀成 临床医学 37 邓雨霞 眼视光学 67 张鸿彦 护理学

8 毕玉龙 临床医学 38 张焕生 眼视光学 68 郑小凤 护理学

9 吴 涵 临床医学 39 覃晓辉 眼视光学 69 何锦涛 护理学

10 李健敏 临床医学 40 董继雄 眼视光学 70 梁正梅 护理学

11 郭 莹 临床医学 41 杜永琴 眼视光学 71 姚娇娇 护理学

12 陈明玥 临床医学 42 陈 鑫 眼视光学 72 颜 旭 护理学

13 王 赞 临床医学 43 顾 婕 眼视光学 73 魏丽娜 护理学

14 乔宗佑 临床医学 44 马 靖 眼视光学 74 姜文静 护理学

15 郑志强 临床医学 45 陈燕强 眼视光学 75 龙丽莎 护理学

16 蒋忠义 临床医学 46 曹鑫鑫 眼视光学 76 杨 琴 护理学

17 裴丽珺 临床医学 47 叶 政 医学影像技术 77 龚荣毫 护理学

18 刘 森 临床医学 48 屠博宇 医学影像技术 78 丁云会 护理学

19 李贞慰 临床医学 49 张 凯 医学影像技术 79 何 丽 护理学

20 王红民 临床医学 50 杨富宝 医学影像技术 80 张 伟 护理学

21 马富强 临床医学 51 李 磊 医学影像技术 81 王华昭 护理学

22 赵双喜 临床医学 52 张晓建 医学影像技术 82 母 倩 护理学

23 刘宏亮 临床医学 53 侯苗苗 医学影像技术 83 李一彤 护理学

24 吴 迪 临床医学 54 周群彬 医学影像技术 84 李 锐 护理学

25 曾 利 临床医学 55 张 强 医学影像技术 85 刘艳萍 护理学

26 赵 博 医学检验技术 56 姜 博 医学影像技术 86 张 雪 护理学

27 黄春花 医学检验技术 57 卢焕新 医学影像技术 87 贾钰琳 护理学

28 孙玉露 医学检验技术 58 张玉洁 医学影像技术 88 王 娜 护理学

29 朱宏燕 医学检验技术 59 徐黎丽 医学影像技术 89 张力丹 护理学

30 吕碧媚 医学检验技术 60 李连秀 医学影像技术 90 李文慧 护理学



序号 姓名 专业 序号 姓名 专业 序号 姓名 专业

91 刘晓曼 护理学 108 黄 骁 药学 125 凤云霞 药学

92 柴培泽 护理学 109 何艾柳 法学 126 刘方美 药学

93 周小琮 药学 110 潘 曼 药学 127 马 静 药学

94 张小雨 药学 111 牛力涵 药学 128 罗文英 药学

95 张雅楠 药学 112 周 靖 药学 129 梅统祥 法学

96 刘克勇 法学 113 汪子然 法学 130 任 虎 药学

97 王 栋 法学 114 李 季 法学 131 文智强 法学

98 张鑫宇 法学 115 董茹亮 法学 132 朱星陶 公共事业管理

99 庞耀威 法学 116 李建鑫 法学 133 姚 惠 市场营销

100 王乙玉 法学 117 徐 梅 法学 134 宋 交 公共事业管理

101 柳洋洋 药学 118 杨玉洲 药学 135 曹佳琦 公共事业管理

102 郭 婕 法学 119 杜高财 药学 136 李天芝 公共事业管理

103 赵学旗 法学 120 王泽琳 药学 137 王 莉 公共事业管理

104 薛国栋 法学 121 杜春丽 药学 138 于福娟 市场营销

105 刘洪兰 药学 122 王文鑫 药学 139 巩承舜 市场营销

106 韦纪池 药学 123 马 锋 法学 140 蔡玲敏 公共事业管理

107 赵德艳 药学 124 王 博 法学 141 姚权发 市场营销

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2019 年 11 月 8 日-2019 年 11 月 14 日）。

如有异议，请向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反映。

联 系 人：张世丹

联系电话：022-63301001

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

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