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1-5 批人工耳蜗评审结果

序号 申请编号 姓名 户籍地 评审结果 序号 申请编号 姓名 户籍地 评审结果

1 C202108060 庞坤 广西百色市 通过 26 C202108031 覃建澎 广西河池市 通过

2 C202108061 冯腾乐 广西玉林市 通过 27 C202108071 张薇 河北张家口市 通过

3 C202108056 陈宇凡 广西玉林市 通过 28 C202108087 柏浩硕 河北邢台市 通过

4 C202108059 李富斌 广西玉林市 通过 29 C202106076 董一帆 河北衡水市 未通过

5 C202108080 黄楚涵 广西南宁市 通过 30 C202108070 于霖泽 河北保定市 未通过

6 C202108085 刘馨予 广西桂林市 通过 31 C202108078 朱梓昕 河北张家口市 通过

7 C202108091 王露影 广西桂林市 通过 32 C202108072 张佳乐 河北邯郸市 通过

8 C202108084 雷振玥 广西南宁市 通过 33 C202108052 王忆彤 河北沧州市 通过

9 C202108068 农柠霜 广西南宁市 通过 34 C202108053 宁振邦 河北沧州市 通过

10 C202108058 韦北仪 广西河池市 通过 35 C202106103 席天铄 河北石家庄市 通过

11 C202108066 钟羽彤 广西来宾市 通过 36 C202108067 刘雨轩 山西吕梁市 通过

12 C202108038 周树权 广西南宁市 通过 37 C202108041 陈雨希 山西运城市 通过

13 C202108007 赵苡曦 广西南宁市 通过 38 C202106098 雷雨彤 山西长治市 通过

14 C202106053 霍丽锦 广西梧州市 通过 39 C202106069 乔翰泽 山西长治市 通过

15 C202104020 吴亦珂 广西柳州市 未通过 40 C202108095 卢浩宸 山西临汾市 未通过

16 C202108050 陆誉发 广西贵港市 通过 41 C202108014 李梓旭 山西运城市 通过

17 C202108039 姚尚杰 广西贵港市 通过 42 C202108019 张城福 云南普洱市 通过

18 C202108089 周君宇 广西玉林市 通过 43 C202108040 张正兰 云南德宏州 通过

19 C202108102 王学平 广西玉林市 通过 44 C202108037 石昊宸 新疆乌鲁木齐市 通过

20 C202108035 卢柃锡 广西河池市 通过 45 C202108024 刘子晴 河南鹤壁市 通过

21 C202108006 吴小清 广西钦州市 通过 46 C202108063 张怡彤 河南商丘市 通过

22 C202108011 蓝子皓 广西来宾市 未通过 47 C202108062 晏梓菲 河南鹤壁市 未通过

23 C202106104 蒙嘉乐 广西河池市 通过 48 C202108017 王汇龙 河南驻马店市 通过

24 C202108001 黄佳莹 广西梧州市 通过 49 C202108016 原均轩 河南新乡市 通过

25 C202108036 韦荣诗 广西来宾市 未通过 50 C202106096 周嘉瑶 河南鹤壁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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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C202106040 田文亮 河南三门峡市 通过 74 C202108046 刘宸希 湖南邵阳市 通过

52 C202108028 刘丞尧 河南南阳市 通过 75 C202108047 刘先钰 湖南岳阳市 通过

53 C202108018 王庆诚 河南濮阳市 通过 76 C202106045 吴梓涵 湖南怀化市 通过

54 C202108049 方辞博 河南驻马店市 未通过 77 C202108033 黄宇轩 湖南娄底市 通过

55 C202108106 刘梓琪 河南许昌市 通过 78 C202108009 陈理成 湖南岳阳市 通过

56 C202108096 裴家喆 河南濮阳市 通过 79 C202108055 曹旭尧 山东菏泽市 通过

57 C202108012 武广俊 河南安阳市 通过 80 C202104062 田雨轩 湖北宜昌市 未通过

58 C202108003 李俊衡 河南三门峡市 未通过 81 C202108045 刘沁柠 广东云浮市 通过

59 C202108054 邓一燃 江西赣州市 通过 82 C202108015 罗诗静 广东肇庆市 未通过

60 C202108104 张晓晓 江西吉安市 通过 83 C202108005 温锦河 广东湛江市 通过

61 C202108057 易泽安 江西宜春市 通过 84 C202108004 温锦源 广东湛江市 通过

62 C202108077 王彤彤 江西宜春市 未通过 85 C202108103 许文轩 广东茂名市 未通过

63 C202108044 吴一欢 江西上饶市 未通过 86 C202108105 洪一宸 广东湛江市 未通过

64 C202108064 余俊健 江西抚州市 通过 87 C202108081 廖福达 广东湛江市 通过

65 C202106009 聂昕晨 江西吉安市 通过 88 C202108075 谢凯灵 广东梅州市 未通过

66 C202108023 宛子健 江西九江市 未通过 89 C202108094 陈雨露 广东茂名市 通过

67 C202108092 王君睿 四川成都市 通过 90 C202106102 何美娣 广东茂名市 通过

68 C202108076 曾文萱 四川成都市 通过 91 C202108020 肖天佑 广东清远市 未通过

69 C202108043 曹梓萌 四川遂宁市 通过 92 C202108029 唐思妍 广东揭阳市 通过

70 C202108082 阳鑫 湖南衡阳市 通过 93 C202108093 金悦涵 浙江台州市 未通过

71 C202108022 黄语熙 湖南衡阳市 通过 94 C202108013 王俊皓 浙江金华市 通过

72 C202108042 李雨馨 湖南永州市 未通过 95 C202108048 庄源 江苏徐州市 通过

73 C202108034 陈凯 湖南永州市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