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报考资格考生信息公示
（潜江市）

考生号 姓名 毕业中学 考生户籍地 监护人 监护人户籍地 申报类型

22429501****58 何嘉琪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何钱蓉 潜江市竹根滩镇青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68 黄润滋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黄小风 潜江市龙湾镇腰河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81 杨心怡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杨家凤 潜江市老新镇红卫村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84 颜梓誉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颜昌俊 潜江市老新镇徐场村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4 李华铖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王德英 潜江市王场镇红桥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20 邓世美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吴运芳 潜江市总口农场南东 7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1 周文雅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周治千 潜江市竹根滩镇前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0 龚星茹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唐菊英 潜江市浩口镇洪场村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8 刘晶会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刘晶会 潜江市泽口孙拐村一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61 刘显州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刘本春 潜江市周矶农场前进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96 关雨妍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关安良 潜江市竹根滩镇群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4 郭婉怡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张喜欢 潜江市泽口办事处沙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2 李志强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李永伟 潜江市总口农场北三 1-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0 刘雅丽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刘从艳 潜江市老新镇秀河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6 郑宇欢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郑兵林 潜江市王场镇前进村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7 杨晓晗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杨玉春 潜江市竹根滩镇董滩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3 孙雨婷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孙建建 潜江市老新镇三桥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74 李博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李宏刚 潜江市跃进村6组30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3 胡子雄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胡又军 潜江市老新镇板剅渊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4 李文瑄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王旭 潜江市园林办事处紫 9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5 罗斌源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朱红芝 潜江市竹根滩镇沙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0 唐远铜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唐流军 潜江市王场镇施场村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0 王袁烁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王丹丹 潜江市竹根滩镇青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23 李明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李敬波 潜江市张金镇土地口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2 彭伟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彭立平 潜江市王场镇代河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5 伍岩佳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伍卫华 潜江市老新镇记功村8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3 张惠子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张卫军 潜江市渔洋镇三叉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7 朱郭艳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朱辅云 潜江市龙湾镇赵河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28 刘祉豪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刘玉大 潜江市熊口镇剅湾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2 宋江豪 潜江市园林高级中学 潜江市 朱明义 潜江市老新镇刘场村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22 袁周乐 潜江市文昌高级中学 潜江市 袁琼 潜江市竹根滩镇青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0 张吕佳 潜江市文昌高级中学 潜江市 张玉亮 潜江市周矶镇茭芭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60 王蕊 潜江市文昌高级中学 潜江市 申新林 潜江市泽口街道孙拐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72 田紫玲 潜江市文昌高级中学 潜江市 田送波 潜江市熊口镇赵脑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92 唐文霞 潜江市文昌高级中学 潜江市 唐兵锋 潜江市积玉口镇关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8 徐子惠 潜江市文昌高级中学 潜江市 赵瑜 潜江市熊口农场八大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9 李华星 潜江市文昌高级中学 潜江市 周小姣 潜江市老新镇关桥村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93 李宇轩 潜江市文昌高级中学 潜江市 梁明英 潜江市周矶街道沿河 2组6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72 黄婉芩 潜江市文昌高级中学 潜江市 黄华 潜江市老新镇刘场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73 徐锡梦 潜江市文昌高级中学 潜江市 徐莉 潜江市老新镇全福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84 邵美琪 潜江市文昌高级中学 潜江市 邵建平 潜江市积玉口镇百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94 双紫惠 潜江市文昌高级中学 潜江市 双普安 潜江市总口农场雷台 4队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72 李子军 潜江市文昌高级中学 潜江市 李武生 潜江市杨市办事处黄 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84 朱鑫宇 潜江市文昌高级中学 潜江市 朱兰支 潜江市竹根滩镇朱湖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75 冯欣羽 潜江市文昌高级中学 潜江市 冯必雄 潜江市老新镇棉条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78 崔延鑫 潜江市文昌高级中学 潜江市 崔忠成 潜江市总口农场杨湾 2队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98 佘思源 华师潜江附属中学 潜江市 佘超平 潜江市总口农场平原 1队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81 刘洋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秦存峰 潜江市周矶镇茭芭村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96 杨诗齐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杨孝礼 潜江市渔洋镇快岭村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2 王子豪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周忠梅 潜江市潜阳西路9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7 肖诗琪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肖恒涛 潜江市竹根滩镇董滩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8 吴依婷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吴平安 潜江市竹根滩镇双桥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2 王慧如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王俊华 潜江市周矶农场戴湖 2队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4 宋羽童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宋先永 潜江市浩口镇南湾村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5 邱晗悦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邱洪波 潜江市竹根滩镇泗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8 彭义东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彭礼军 潜江市渔洋镇马家村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1 马雨欣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邬守群 潜江市总口农场南东 4队6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83 徐诗伟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徐超先 潜江市熊口镇李场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84 涂紫涵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涂其文 潜江市熊口镇贡士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0 袁思忆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袁祥龙 潜江市杨市街道联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2 粟颖奇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康垂友 潜江市浩口镇同心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1 湛正豪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湛文煌 潜江市渔洋镇从家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2 高代洪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高启海 潜江市后湖农场关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3 关舒凯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关洪涛 潜江市竹根滩镇丁湖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5 张硕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朱署珍 潜江市高石碑镇窑堤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6 谈家璐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谈际华 潜江市老新镇老新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21 胡志炫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胡飞 潜江市老新镇烈士村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3 周书磊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陈阳珍 潜江市白鹭湖农村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4 毛陈星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毛光英 潜江市竹根滩镇左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8 胡洋名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杨锡贵 潜江市竹根滩镇沙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8 刘建辉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刘拥军 潜江市竹根滩镇田店 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60 吴芷灵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吴则强 潜江市熊口镇青年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64 王尹琴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尹华军 潜江市熊口镇瞄场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70 丁亚利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丁义兵 潜江市竹根滩镇丁湖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1 朱慕怡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朱方勇 潜江市竹根滩镇朱湖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4 代璐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康彩梅 潜江市竹根滩镇扬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68 黄诗琴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黄兵兵 潜江市老新镇田李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69 王慜慧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王进 潜江市竹根滩镇东门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72 王金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王占军 潜江市渔洋镇金城村 6 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87 向家杜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恩施自治州巴东向传华 巴东县官渡口镇前面 0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2 胡文丽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胡伟平 潜江市竹根滩镇沙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8 吴依梦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吴运平 潜江市高石碑镇兴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3 周世林 潜江市竹根滩高级中学潜江市 林立 潜江市老新镇附属村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5 郑相微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门市沙洋县郑雪莲 沙洋县李市镇永久村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22 彭玉琪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彭本洪 潜江市王场镇代河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9 姚佩君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武汉市江汉区聂冬梅 潜江市王场镇符岭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1 沈大海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黄菊姣 潜江市张金镇画家湖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5 张彩艳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金东枝 潜江市竹根滩镇泗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64 彭晓倩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彭祥彪 潜江市熊口镇河东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0 郑思杰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郑成功 潜江市沱口村九组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5 朱方烁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朱显武 潜江市竹根滩镇左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23 付晶哲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张书珍 潜江市王场镇河岭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0 郭雷蕾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郭文娟 潜江市竹根滩镇夫尔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83 许诗杰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陈晓红 潜江市王场镇许台村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1 胡雨佳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胡礼军 潜江市熊口镇白果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3 李乐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曹朝荣 潜江市后湖农场天新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9 龚紫怡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白晓琴 潜江市老新镇龚家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23 董伟豪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董春艳 潜江市竹根滩镇董滩 8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4 邹士杰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关宏美 潜江市后湖农场流塘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4 何国爽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何楚池 潜江市熊口镇贡士存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7 郭宇秋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徐冬梅 潜江市熊口镇郭湾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85 田维玲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田业菊 潜江市老新镇文成村 5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2 伍书锐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蒋训凤 潜江市高石碑镇伍湖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3 李思雨 潜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潜江市 李义军 潜江市渔洋镇跃进村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94 龚雪 潜江市章华高级中学 潜江市 龚本海 潜江市老新镇中心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6 徐航宇 潜江市章华高级中学 潜江市 徐联平 潜江市腰河村1组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6 关子娟 潜江市章华高级中学 潜江市 关松平 潜江市柴铺村2组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4 徐紫瑶 潜江市章华高级中学 潜江市 吴祥华 潜江市(州)潜江市老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1 李忠国 潜江市章华高级中学 潜江市 刘银花 潜江市园林街道月波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0 张家诺 潜江市章华高级中学 潜江市 张华 潜江市竹根滩镇田岭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1 田宇航 潜江市章华高级中学 潜江市 胡梅 潜江市浩口镇田湖村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3 莫少智 潜江市章华高级中学 潜江市 谢爱姣 潜江市渔洋镇新南村4组4 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7 张思立 潜江市章华高级中学 潜江市 张功芝 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 3组7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8 杨泽锐 潜江市章华高级中学 潜江市 杨子军 潜江市泰丰办事处白 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20 张可豪 潜江市章华高级中学 潜江市 舒美华 潜江市熊口镇白果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1 顿田俊 潜江市章华高级中学 潜江市 顿耀平 潜江市张金镇金台寺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7 姚安康 潜江市章华高级中学 潜江市 杨美平 潜江市园林街道袁桥 9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8 高海峰 潜江市章华高级中学 潜江市 高飞 潜江市张金镇老河口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1 胡羽锋 潜江市章华高级中学 潜江市 李红 潜江市高石碑镇伍湖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97 胡明月 潜江市江汉中学 潜江市 胡先军 潜江市杨市街道佘口 9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0 郭军豪 潜江市江汉中学 潜江市 马丽 潜江市龙湾镇瞄新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2 徐承志 潜江市江汉中学 潜江市 孙小燕 潜江市后湖农场前湖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62 朱天赐 潜江市江汉中学 潜江市 朱小平 潜江市杨市办事处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8 刘佳音 潜江市江汉中学 潜江市 刘镇 潜江市竹根滩镇仁合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73 何文珺 潜江市江汉中学 潜江市 何红平 潜江市竹根滩镇周岭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91 李雷 潜江市江汉中学 潜江市 李后同 潜江市渔洋镇桥头村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7 李紫月 潜江市江汉中学 潜江市 李智群 潜江市渔洋镇横堤村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29 赵红丽 潜江市江汉中学 潜江市 赵远富 潜江市运粮湖镇三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3 杨世伟 潜江市江汉中学 潜江市 杨友国 潜江市竹根滩镇泽口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8 冯杨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荆州市监利县杨晓初 监利县柘木乡六杨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7 李婷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荆州市监利县李王华 荆州市监利县汴河镇 1-0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2 杨永森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荆州市监利县杨金州 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61 朱天宇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荆州市监利县朱勇军 监利县福田寺镇薛庙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96 邹自力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潜江市 廖金枝 潜江市老新镇棉条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2 左前雨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潜江市 左继斌 潜江市张金镇土地口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8 肖型荣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潜江市 肖典文 潜江市浩镇幸福村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9 王明杰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潜江市 王顺玉 潜江市广华寺办事处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1 彭子杰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潜江市 彭建国 潜江市渔洋镇从家村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4 余小阳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潜江市 余前平 潜江市竹根滩泗河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1 李果欣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潜江市 邹月红 潜江市老新镇刘场村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6 刘子康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潜江市 刘绍和 潜江市老新镇红星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70 杨天宇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潜江市 杨克明 潜江市浩口镇西河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78 龚小洁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潜江市 万运东 潜江市老新镇龚家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68 郭治缘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潜江市 郭治缘 潜江市周矶农场前进 7队7 号 2一3单 4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82 吴浩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潜江市 魏凤章 潜江市浩口镇宋场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91 翟金海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潜江市 翟胜强 潜江市运粮湖农场二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93 张谢哲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潜江市 谢燕 潜江市张金镇张齐路7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0 王玮琦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潜江市 王枰 潜江市渔洋镇桥头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7 颜家烽 江汉油田职业技术学校潜江市 颜昌权 渔洋镇五洲村九组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67 徐锦明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胡玉珍 潜江市老新镇三桥村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70 郭关姿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郭艳艳 潜江市熊口镇郭湾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9 王蔚君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王华章 潜江市竹根滩镇永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22 谢欣然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欧阳美 潜江市龙湾镇竺场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28 欧阳冰雪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刘萍 潜江市高场原种场联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65 吴煜杰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刘艳艳 潜江市老新镇洪河村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86 许喆豪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仙桃市仙桃市许锋 仙桃市剅河镇邓岭村5组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91 刘芷燕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刘军 潜江市老新镇三合村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96 闵智芳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闵石强 潜江市熊口镇十屯村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23 刘庐智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刘小华 潜江市浩口镇狮子桥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37 彭紫琴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彭红涛 潜江市浩口镇苏港村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3 熊雅琳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熊波 潜江市园林街道袁桥 7组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5 李旋涛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李凯兵 潜江市杨市办事处杨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5 黄锦菲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李忠桃 潜江市老新镇棉条湾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17 饶子健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饶俊 潜江市老新镇安定村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2 柳宗峻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李敏芳 潜江市浩口镇柳州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48 文宇航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邓永红 潜江市龙湾镇李家嘴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1 黄静雯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倪芳芳 潜江市熊口镇银海小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03 左雨蝶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左昌虎 潜江市龙湾镇陶新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56 李子文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李建新 潜江市后湖农场天新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63 王俊豪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王成林 潜江市渔洋镇鄢岭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73 徐雨晨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陈从香 潜江市张金镇进步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74 张辉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张文洲 潜江市老新镇烈士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501****94 刘子强 潜江市职业教育中心 潜江市 冯玉梅 潜江市园林街道紫月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