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1-2 批·人工耳蜗体外机升级评审结果

序号 编号 姓名 户籍地 评审结果 序号 编号 姓名 户籍地 评审结果

1 P202012088 展国杰 甘肃省白银市 不通过 21 P202102033 杨明凤 四川省绵阳市 不通过

2 P202012075 朵志轩 甘肃省古浪县 不通过 22 P202012087 山程壤 四川省成都市 不通过

3 P202102009 刘琦 甘肃省平凉市 不通过 23 P202102017 刘桐瑜 四川省宜宾市 通过

4 P202102049 古锦源 贵州省安顺市 通过 24 P202102045 王如意 四川省成都市 不通过

5 P202102050 何兴 贵州省铜仁市 通过 25 P202102002 张佳悦 陕西省铜川市 通过

6 P202012074 常字刚 云南省大理州 通过 26 P202102015 王道龙 陕西省安康市 通过

7 P202102001 曹绍才 云南省红河州 通过 27 P202102011 闫敬豪 陕西省榆林市 通过

8 P202102063 李荣佳 云南省文山州 不通过 28 P202102062 李美含 黑龙江省大庆市 通过

9 P202102048 孙竟超 云南省昭通市 不通过 29 P202012027 白敬斌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通过

10 P202102061
哈斯铁尔.伊

斯玛尔
新疆乌鲁木齐市 通过 30 P202012073 王治博 吉林省桦甸市 通过

11 P202102043 尹字康 新疆和硕县 通过 31 P202012077 王佐 吉林省长春市 通过

12 P202102064 马珺瑶 新疆乌苏市 通过 32 P202012064 尹荣楠 河北省保定市 不通过

13 P202102026 海苗苗 河南省安阳市 通过 33 P202012102 靳博轩 河北省沧州市 不通过

14 P202102020 张恩守 河南省信阳市 通过 34 P202012083 王梓淇 河北省邢台市 通过

15 P202102021 张恩哲 河南省信阳市 不通过 35 P202102051 杨春伟 河北省张家口市 通过

16 P202102041 毛艺璇 河南省新乡市 不通过 36 P202012006 董艺萌 河北省保定市 通过

17 P202012066 杨涛 宁夏吴忠市 通过 37 P202012014 付在硕 河北省邢台市 不通过

18 P202102034 唐沙 四川省崇州市 通过 38 P202012019 畅兴 河北省邢台市 不通过

19 P202102024 郭雨露 四川省自贡市 通过 39 P202012084 代鹏辉 安徽省亳州市 不通过

20 P202102006 袁雨涵 四川省凉山州 通过 40 P202012098 刘奥翔 安徽省蚌埠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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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P202012097 张玉虎 安徽省阜阳市 通过 57 P202102023 郝宇德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不通过

42 P202102035 朱梓煊 江西省高安市 不通过 58 P202102065 赵若彤 山东省济南市 通过

43 P202102012 熊永康 江西省九江市 不通过 59 P202102028 陈永顺 山东省临沂市 通过

44 P202102044 阙嵩皓 江西省南昌市 不通过 60 P202102031 孙乐 山东省栖霞市 通过

45 P202102022 朱韵 江西省上饶市 通过 61 P202102052 刘文叶 山东省寿光市 通过

46 P202012016 匡威 江西省九江市 不通过 62 P202012069 孙国瑨 山东省淄博市 通过

47 P202012082 徐向阳 湖南省常德市 通过 63 P202102005 柳研 山东省胶州市 不通过

48 P202012103 黄皓 湖南省郴州市 通过 64 P202102004 李越 山东省青岛市 通过

49 P202102027 祝一凡 湖北省黄冈市 不通过 65 P202102003 高文静 山东省胶州市 通过

50 P202102053 刘泽新 湖北省京山市 通过 66 P202102038 刘文琪 江苏省宿迁市 通过

51 P202102029 高大钦 湖北省十堰市 不通过 67 P202012054 吴迪 江苏省盐城市 通过

52 P202102008 程杰 重庆市城口县 通过 68 P202012021 李君泽 天津市津南区 不通过

53 P202012081 郑印粮 重庆市南岸区 通过 69 P202012092 陈泽浩 浙江省杭州市 通过

54 P202102059 王麒云 重庆市沙坪坝区 不通过 70 P202012086 蔡亚男 浙江省丽水市 通过

55 P202102054 高睿奇 重庆市长寿区 通过 71 P202012047 陈创 浙江省温州市 通过

56 P202102058 徐萌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