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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取得 2020 年度广西卫生系列副高级职称
人员名单
(共 408 名)

一、取得卫生系列副高级职称人员（171 名）

（一）副主任护师（47 名）

都安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潘彩君 苏晗夏

凤山县人民医院：

罗丽川

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宜芳 江洪雁 梁秋艳 廖春峰 陆圣凤
莫良英 谭秋艳 韦秋美 杨莲芳 银云琳
祝菊蕊

河池市妇幼保健院：

韩彩先 刘振华 韦海琛

河池市复退军人医院(河池市第四人民医院)：

李 永 唐森尤

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医院（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

陈敏堂 陈素珍 陆利云 宁诚柳 覃 静
禤 慧

河池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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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婉婕 刘雪玲 陆芳利 陆霜白 谭柳春
吴婷玲 吴晓云

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

莫月英 唐 娟 邹丽红

河池市宜州区中医医院：

罗莉芳 韦巨红 吴海霞

河池市中医医院：

曾玉英 段颖冬 莫仁仕 彭美英 孙承会

南丹县人民医院：

黄 芳 莫春娥 莫莉莉

天峨县人民医院：

施卉婷

（二）副主任技师（17 名）

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向 柏

都安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唐曼妮

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

莫小杯

河池市妇幼保健院：

黄柳明 覃练坚

河池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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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雄鹰 唐保晖 韦 麒

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医院（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

容 黎

河池市人民医院：

陆 爽 唐雅兰 韦福庆 薛 莲

河池市宜州区妇幼保健院：

韦雪玲

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

廖东铮

河池市中医医院：

黄 翡 覃震常

（三）副主任药师（7 名）

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黄忠彪

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

雷玉琼 韦郑凯 张 剑

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医院（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

韦名誉 吴秀艳

河池市中医医院：

杨 椰

（四）副主任医师（1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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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黄忠健

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覃凯仁 覃 萍 谢奕雪

东兰县人民医院：

何小兰

都安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黄明江

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黄献萍 欧志光 潘利永 唐喜智 韦丽菊

凤山县人民医院：

黄孝锋 黄忠现

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

何 影 兰 朗 李姝瑾 凌 霄 龙 静
龙振江 潘常瑜 屈俊兴 孙树珂 覃 冠
谭世华 田永群 王俊杰 韦宇浩 温雅国
叶 萌 张文荣

河池市复退军人医院(河池市第四人民医院)：

周晓春

河池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芳念 黄 丽 谭艳珍

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医院（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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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贵东 莫显汉 欧雯梅 潘振雷 彭伟华
韦红梅 韦扬韬 许 鉴 张汉松

河池市人民医院：

蔡尚坤 陈 胜 黄德生 黄景智 兰青山
蓝碧波 陆丹宇 陆泳梁 罗晶丹 罗文昭
潘继壮 石德敏 覃兆捷 唐峰年 韦典君
韦 刚 韦龙宁 牙韩达 杨 刚

河池市宜州区第三人民医院（河池市第六人民医院）：

韦 斌

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

兰耐成 覃丽云

河池市宜州区中医医院：

李成智 陆意冬 毛旭彬 覃木卫 王启明
韦丹妮 韦凯云 周 良

河池市中医医院：

黄灵兄 黄 文 兰 卓 李 熠 廖汉亮
刘文英 陆玉敏 潘俊伶 潘文娟 潘志东
覃素娟 韦银霞 赵东燕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黄宇萍 覃宏写 韦海宜 韦加力 韦兰岚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莫翠琼

南丹县妇幼保健院：

韦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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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丹县人民医院：

付宏波 胡宗敏 黄赞才 马雪芳 潘丹丽
宋庆原

南丹县中医医院：

黄翌慧

二、取得卫生系列县级副高级职称人员（127 名）

（一）副主任护师（40 名）

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陈彩虹 杨思晨

巴马瑶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梁映慧

东兰县妇幼保健院：

黄丽艳

东兰县人民医院：

胡玉芬 覃丽华 韦春葵 韦柳春

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苏凤桃

凤山县妇幼保健院：

韦 妍

凤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蒲 锋

凤山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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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艳玲

河池市金城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谭红梅

河池市宜州区德胜镇中心卫生院：

韦顺广

河池市宜州区妇幼保健院：

覃爱菊

河池市宜州区工人医院：

梁林珍

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

刘 芬 韦东莲 吴美玉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廖 斌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吴丽环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黄玉丹 蒙晓洁 莫云娟 彭佩英 覃兰黎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李直晏 莫玲玲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中心卫生院：

吴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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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丹县大厂医院：

韦谊娜

南丹县人民医院：

庞雪梅 覃小梅 韦玉嫦 吴 静

南丹县中医医院：

王家丽

天峨县人民医院：

黄素华 廖美姨 罗春雨 韦小媛 杨春燕

（二）副主任技师（12 名）

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韦燕飞

大化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黄经贵

东兰县人民医院：

谭艳华

都安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韩俊锋

河池市宜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兰兆刚 丘桂鹏

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

谭春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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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谭壮志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韦亚洲

南丹县中医医院：

莫 勇

天峨县妇幼保健院：

王林洁

天峨县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

陆凤玲

（三）副主任药师（8 名）

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黄丽英

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蓝 艳 韦雪艳

都安瑶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韦 瑛

凤山县人民医院：

韦立锋

河池市宜州区第三人民医院（河池市第六人民医院）：

邵艳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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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梁梅洁

天峨县人民医院：

韦资源

（四）副主任医师（67 名）

巴马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韦爱英

巴马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世光 覃永洪

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黄忠康

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覃金浪 韦东杰 韦正群 韦竹影

东兰县妇幼保健院：

韦芳红

东兰县人民医院：

梁玉萍 陆林瑞 韦 敦 韦振鹏 韦祖胜

都安一宇医院：

邓 峰 罗勤勤

凤山县妇幼保健院：

龙彩葵 宋美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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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兴勉

凤山县人民医院：

龙超勤 龙达领 龙美团 朱德胜

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妇幼保健院：

苏宝宏

河池市金城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何 毅 覃丽锐

河池市宜州区妇幼保健院：

谭美彩

河池市宜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淑清

河池市宜州区人民医院：

李春英 罗向甫 莫启才 韦建宁 韦太洁
吴年腾 伍胜明

河池市宜州区中医医院：

黎艳玲 蒙锦旭 牙金兰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艾滋病防治中心：

卢维耐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川山镇中心卫生院：

樊秀郁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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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慧瑛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陆桂甫 罗泽娟 覃祖善 韦阳林 韦永光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中心卫生院：

王红俭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黄令果 卢伟师 覃 颖 谭纯玉 韦春凡
韦 钢 吴宇虹 赵 科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兰 茂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陈文杰 韦 兴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韦明娜

南丹县城关镇卫生院：

石利寒

南丹县大厂医院：

余玉强

南丹县人民医院：

袁世娥

南丹县中医医院：

柏世海



－15－

天峨县人民医院：

何升荣 黄尤多 李艳丹

宜州宜山医院：

杨 军

三、取得卫生系列自治区挂牌督战县“双定向”县级副高级职

称人员（65 名）

（一）副主任护师（24 名）

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蓝春桃 陆爱燕 韦慧星

都安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韩林苡 黄 霞 陆艳和 吴琳琳

都安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潘云娟

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梁素文 陆桂小 陆柳依 欧阳彩霞 潘艳琴
韦丹玲 韦仕曼 韦鲜艳 韦 欣 韦秀利

都安一宇医院：

黄冬静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罗 薇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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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荟如 何婉琳 欧昌静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覃海燕

（二）副主任技师（2 名）

大化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谭翠云

都安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羡华

（三）副主任药师（2 名）

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蓝 辉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吴才能

（四）副主任医师（37 名）

大化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韦敏玲

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李 青

都安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陈寒春 黄柳林 卢焕华 韦桂新 韦红叶

都安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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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秀花 黄 琼 蓝树友 蓝艳赳 梁江斌
林宇婷 韦贞舟

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黄凤川 黄 景 黄 敏 陆青秘 罗江静
苏春莹 唐春兰 唐毓敏 韦 恒 韦理连
韦丽华 韦永维 周有际

都安瑶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黄海浪 黄 慎 韦俊庚 韦茂盛

都安一宇医院：

兰 前 潘一宇 韦 青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潘 严 韦家成 韦罗军

四、取得卫生系列乡镇卫生服务机构副高级职称人员（32 名）

（一）副主任护师（7 名）

东兰县大同乡卫生院：

覃 兰

东兰县东兰镇卫生院：

覃小环

东兰县长乐镇卫生院：

莫彩兰

河池市金城江区侧岭乡卫生院：

唐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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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池市金城江区六甲镇卫生院：

陈兰瑛

河池市宜州区德胜镇中心卫生院：

何凤枝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中心卫生院：

韦柳培

（二）副主任技师（1 名）

河池市宜州区德胜镇中心卫生院：

陆海波

（三）副主任药师（3 名）

巴马瑶族自治县燕洞镇卫生院：

莫海慧

东兰县大同乡卫生院：

覃 龙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东兴镇中心卫生院：

韦美玉

（四）副主任医师（21 名）

大化瑶族自治县大化镇卫生院：

陆鲜桃 韦 寿

大化瑶族自治县都阳镇中心卫生院：

韦崇觉 韦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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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瑶族自治县贡川乡中心卫生院：

韦金红

河池市金城江区河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韦 洁

河池市金城江区六甲镇卫生院：

黄毅兰

河池市金城江区六圩镇卫生院：

陆红日

河池市宜州区德胜镇中心卫生院：

唐应娜 韦真怀

河池市宜州区怀远镇中心卫生院：

潘卫华 唐青竹

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乡卫生院：

韦明东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大安乡卫生院：

兰克用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中心卫生院：

罗洁红 蒙 进 莫邦更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卫生院：

罗东花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黄金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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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丽萍

天峨县八腊瑶族乡老鹏卫生院：

田世雁

天峨县六排镇卫生院：

王恩敏

五、取得卫生系列自治区挂牌督战县“双定向”乡镇卫生服务

机构副高级职称人员（13 名）

（一）副主任护师（4 名）

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卫生院：

罗晓庆 潘丽永

都安瑶族自治县高岭镇中心卫生院：

韦素成

都安瑶族自治县下坳中心卫生院：

韦玉妍

（二）副主任药师（2 名）

都安瑶族自治县保安中心卫生院：

银志气

都安瑶族自治县拉烈中心卫生院：

廖理宁

（三）副主任医师（7 名）

大化瑶族自治县都阳镇中心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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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逢林

大化瑶族自治县岩滩镇中心卫生院：

韦建晖

都安瑶族自治县澄江镇卫生院：

罗启周 韦月容

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镇中心卫生院：

陆丽欢

都安瑶族自治县拉烈中心卫生院：

黄琴青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乔善乡中心卫生院：

郭华松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河池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