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报考资格考生信息公示
（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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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1301****19 倪志伟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曾都区倪宝玉 随州市随县万和镇沙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70 李广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随县 李生虎 随州市随县小林镇上天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77 晏晓民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随县 晏成兵 随州市随县三里岗镇常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78 祁金鑫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随县 何凤仙 随州市曾都区万和镇九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90 尹佳慧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随县 尹华兵 随州市曾都区尚市镇龙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70 陈果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曾都区陈克艮 随州市曾都区万店镇双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72 郭玲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随县 郭启付 随州市随县淮河镇金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88 王子威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曾都区王元宏 随州市曾都区何店镇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83 陈思远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曾都区陈英明 随州市曾都区万店镇双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87 閤思萍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曾都区閤明桂 随州市曾都区府河镇段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12 徐强胜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曾都区徐厚军 随州市曾都区淅河镇东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81 周亚宏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随县 马哲霞 随州市随县万和镇皂角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10 郑蓓蕾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随县 沈书凡 随州市随县万和镇王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15 陈慧琴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随县 陈明义 随州市随县尚市敖鹏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10 黄瑞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广水市黄克亮 随州市随州市广水市长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12 李春翔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随县 李保林 湖北随州市随县万和镇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22 邱金泉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随县 邱荣琴 随州市随县吴山镇三合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23 任显平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随县 任孚安 随州市随县吴山镇河西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40 张明卓 随州市实验高中 随州市随县 张立广 随州市随县尚市镇王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28 贺小桐 随州市汉东中学 随州市随县 付小云 随州市随县安居镇王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72 许宁馨 随州市汉东中学 随州市随县 汪春梅 随州市曾都区尚市镇群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94 程玉丽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中随州市广水市程道富 随州市广水市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97 韩文卓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中随州市随县 韩代兵 随州市随县万和镇白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03 黄艳玲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中随州市随县 黄元贵 随州市随县万和九里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09 梁莹莹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中随州市随县 梁志国 随州市随县万和镇车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16 庹红丽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中随州市曾都区庹后国 随州市曾都区何店镇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20 王星语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中随州市曾都区王扬平 随州市曾都区南郊办事 3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39 邹嘉薇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中十堰市房县 杜月娥 随州市房县城关镇晓阳 7组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30 华文彬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中随州市曾都区金丛玉 随州市曾都区北郊办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35 王明祥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中随州市随县 王长斌 随州市随县新街镇苏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52 刘子豪 湖北现代教育集团随随州市曾都区刘江涛 随州市曾都区万店镇先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56 魏玉凤 湖北现代教育集团随随州市曾都区魏从兵 随州市随州市曾都区淅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11 王包权 湖北现代教育集团随随州市随县 王云涛 随州市随州市随县新街 2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70 彭玉珍 湖北现代教育集团随随州市曾都区彭高明 随州市随州市曾都区府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32 史灵洁 湖北现代教育集团随随州市随县 史相加 随州市随州市随县安居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51 徐佳林 湖北现代教育集团随随州市曾都区周春梅 随州市曾都区南郊红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55 苏孟彦 湖北现代教育集团随随州市随县 靳艳林 随州市随县新街镇姜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99 朱智强 湖北现代教育集团随随州市随县 朱卫平 随州市随县新街镇蒯寨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00 何星锋 湖北现代教育集团随随州市随县 曾庆云 随州市曾都区安居镇张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49 陈双磊 湖北现代教育集团随随州市曾都区陈刚 随州市曾都区万店镇泉 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1****68 明文琦 湖北现代教育集团随随州市广水市黄玉玲 随州市广水市余店镇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66 龚春琳 随州市曾都区第二中随州市曾都区邹永芳 随州市曾都区淅河镇长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16 张从君 随州市曾都区第二中随州市曾都区张增红 随州市曾都区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67 雷晶晶 随州市曾都区第二中随州市曾都区雷大兵 随州市曾都区何店镇谢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68 施盛琦 随州市曾都区第二中随州市曾都区刘娟 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镇珠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39 唐军磊 随州市曾都区第二中随州市曾都区刘岩 随县高城镇雷家祠村一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22 齐文佳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曾都区齐力 随州市曾都区白云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31 汪静怡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广水市汪平 随州市广水市蔡河镇白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11 李欣琦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曾都区李金军 随州市曾都区淅河镇幸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12 肖智坚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曾都区聂云丹 随州市曾都区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32 白寒慈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曾都区白艮强 随州市曾都区万店镇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63 曹金玲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曾都区孙立娥 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镇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64 乔香晨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随县 陈仙仙 随州市唐县镇砂子办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73 杨智钦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孝感市安陆市刘桃容 随州市安陆市李皈镇良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04 閤义玲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曾都区閤勇 随州市曾都区府河镇閤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17 余何巧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曾都区余成兵 随州市曾都区府河镇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18 曹文超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曾都区曹自文 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镇易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20 刘宁思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曾都区刘高强 随州市曾都区万店镇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61 李浩然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随县 李义奇 随县万和镇沙河店村七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66 何杨武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曾都区何天勇 随州市曾都区淅河镇十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72 孟英杰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广水市孟四明 随州市广水市太平镇红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82 李康杰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曾都区李恒涛 随州市曾都区淅河镇挑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86 魏升泉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广水市肖小莉 随州市广水市陈巷镇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13 裴剑群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广水市裴艳周 随州市广水市太平乡红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19 孙天锋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曾都区孙洪新 随州市曾都区万店镇红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22 宫贵登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曾都区宫学启 随州市曾都区万店镇泉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02****23 韩辉 随州机电工程学校 随州市随县 任行珍 随州市随县万福店凤凰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91 陈佩茹 随县第一高级中学 随州市随县 陈贻云 随州市随县高黄村三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10 万佳俊 随县第一高级中学 随州市随县 万刚 随州市随县新街镇前进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21 秦姝柔 随县第一高级中学 随州市随县 秦红梅 随州市随县洪山镇凉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27 宫思琦 随县第一高级中学 随州市随县 张志红 随州市随县高城镇大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09 杨林威 随县第一高级中学 随州市随县 杨跃超 随州市随县殷店镇岩子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05 罗金枝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罗军汉 随州市随县厉山镇星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15 白玉晨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陈新芝 随州市随县尚市镇群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18 杨浩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杨忠国 随州市随县草店镇观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22 黄永恒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黄卫波 随县草店镇金锣山村四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25 刘自勉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徐红 随县均川镇九龙观村五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29 陈红义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陈开兴 随州市随县殷店镇白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33 李杨龙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杨春梅 随县吴山镇唐王店村五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44 余稳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余礼山 随县殷店镇钓鱼台村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56 杨成双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杨家成 随州市随县草店镇三道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58 张正义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张大成 随州市随县草店镇观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59 胡双星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胡涛 随州市曾都区柳林镇团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60 宋晶晶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曾平 随州市随县草店镇王子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66 方渝莹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程仕云 随州市随县尚市镇居委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69 胡双月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胡涛 随州市曾都区柳林镇团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80 石彩云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石守刚 随州市随县安居镇皂角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85 黎雪松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黎怀军 随州市随县洪山镇桂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86 李星宇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李世星 随州市随县淮河镇后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14 钟馨雨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钟志江 随州市随县万和镇车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16 童家文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童双虎 随州市随县万和镇小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18 朱甜甜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朱再江 随州市随县环潭镇九里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22 赵随军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赵春雁 随州市随县万和镇万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24 刘咏琪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刘胜勇 随州市随县草店镇三道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28 刘俊杰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刘二平 随州市随县万和镇西沟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33 曹国旸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邱玲 随州市随县万和镇倒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34 曹雪梅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肖存贵 随州市随县新街镇墩子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35 曾嘉良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曾浩然 随州市随县万和镇尖峰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43 李傲君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李金玉 随州市随县万和镇石板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51 罗心语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姜翠兰 随州市随县均川镇包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61 吴宝胜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刘小玉 随州市随县淮河镇红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92 曹亮亮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唐国兰 随州市随县万和镇石板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00 郭俊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郭俊 随州市随县淮河镇龙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03 后一兴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张得云 随州市随县淮河镇王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23 王美仙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王美仙 随县淮河镇龙凤店五组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25 王三雯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王三雯 随县殷店镇九枫村二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32 伍苏勤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伍启明 随州市随县万和镇青苔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35 杨帆航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杨强 随州市随县厉山镇双寨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59 邱梦丽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邱海涛 随州市随县吴山镇河西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66 秦思琪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秦大山 随县高城镇大桥村十二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71 周乐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周介和 随州市曾都区殷店镇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83 陈金霞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陈国勇 随州市随县三里岗镇刘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86 杨健康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杨健康 随州市随县唐县镇桃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89 韩玉蝶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韩进 随州市随县高城镇大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90 陈娇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陈继华 随县高城镇前进村十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93 黄保晴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黄国安 随州市随县三里岗镇刘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01 毛加伟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毛兴国 随州市均川镇墙院村五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09 彭宗明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彭成刚 随州市随县三里岗镇八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27 苏光胜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苏功军 随州市随县尚尚市镇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29 刘超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刘兵 随州市随县殷店镇曲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50 范海川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范晓强 随州市随县环潭镇武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63 黄国鑫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黄守军 随州市随县柳林镇院子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67 陈良文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陈纯前 随州市随县三里岗镇刘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80 黄岩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黄建军 随州市随县草店镇石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81 彭成建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彭守能 随州市随县安居镇黄寨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87 王健强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徐芳 随州市随县小林镇祝东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93 宋海洋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宋长印 随州市随县草店镇金锣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20 后永阳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后艮生 随州市随县淮河镇西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21 王文廷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王勇 随州市小林镇祝东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27 余耀斌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余宗艮 陕西省旬阳县公馆乡寨 9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30 夏春雷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汪凤娟 随州市随县厉山镇星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43 苏志坚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曾都区苏光春 随州市曾都区南郊办事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62 李冬怡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李先江 随县万和镇峰山村五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63 程代文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程俊 随州市曾都区万和镇合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21****79 何俊 随县职业教育中心 随州市随县 何相军 随州市随县新街镇联合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4 梁小雪 广水市第一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梁胜元 湖北广水市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9 杨灿 广水市第一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杨争平 广水市李店镇河西村八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3 付月婷 广水市第一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付光寿 广水市长岭镇新庵村新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6 李向武 广水市第一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李永东 广水市郝店镇张岗村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2 汪龙毅 广水市第一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朱明菊 广水市关庙镇聂店村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3 雷红梅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雷望明 广水市李店镇雷庙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9 徐升扬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徐明东 广水市武胜关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0 应翔伟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应传军 广水市李店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9 唐莎莎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唐建强 广水市武胜关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6 卢婷婷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卢利波 广水市杨寨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7 李梦玲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徐金霞 广水市李店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9 熊蕊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李本霞 广水市李店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46 张林湘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张登攀 广水市长岭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4 张惠贞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张险峰 广水市李店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6 金玮玮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张桂珍 广水市杨寨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5 刘超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刘方金 广水市太平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3 张琦玲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应传慧 广水市李店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4 聂维佳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聂庆军 广水市马坪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9 丁轶晨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丁柏林 广水市办事处竹林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6 邓鹏昱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邓修敏 广水市杨寨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7 邓紫微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刘凤菊 广水市杨寨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3 梅冬兰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李文辉 广水市武胜关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6 黄玉琦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黄家池 广水市李店镇雷楼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3 左智辉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左国合 广水市太平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6 李可欣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李胜兵 广水市蔡河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2 龙俊林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龙业友 广水市广水办事处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3 李云飞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杨春娥 广水市李店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4 李帅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李慧云 广水市广水办事处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7 朱江伟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朱应城 广水市杨寨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0 卢勇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高洪华 广水市太平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3 李可雯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李胜兵 广水市蔡河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3 汪希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汪思亮 广水市长岭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1 沈盈盈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沈清亮 广水市十里办事处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5 邓希为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陈丽华 广水市杨寨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1 曹帆莉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曹志文 广水市郝店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0 阳欣怡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吴兰花 广水市广水办事处芦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9 曹国春 广水市第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曹开军 广水市城郊乡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6 汪光正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汪祖江 广水市陈巷镇方略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2 宋秋菊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付艳华 广水市长岭镇平林和谐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4 宋文伟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宋庆东 广水市长岭镇平林锣鼓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8 颜姿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颜正申 广水市马坪镇军山村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40 程松龄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程诗国 广水市长岭镇新政府五 3 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1 李浩宇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李培江 广水市马坪镇柏林村8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1 刘倩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刘向阳 广水市马坪镇洪桥村白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8 何梦婷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何秀荣 广水市马坪镇新河村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5 莫雪申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莫明松 广水市长岭镇平林杨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0 刘康源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刘传松 广水市长岭镇平林街道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1 明流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明显章 广水市马坪镇梅林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8 李小艳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李继元 广水市马坪镇胡家岩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6 向楚煜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向济成 广水市长岭镇月仙村大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9 张宇宏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张申保 广水市陈巷镇张家寨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3 明贤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明章红 广水市马坪镇洪桥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7 王丹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王保安 广水市马坪镇狮子岗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5 江天齐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江国田 广水市长岭镇徐寨村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9 曹闵旗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闵明春 广水市余店镇唐寨村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4 程鑫鑫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程岂平 广水市陈巷镇寿南村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8 陈敏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陈怀元 广水市马坪镇丰山村汪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2 付纪博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付金瓶 广水市余店镇墩子村肖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1 何瑶 广水市第四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何永生 随州市广水市马坪镇新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44 彭思琦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彭海涛 广水市陈巷镇水寨村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46 王志鹏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王亮 随州市广水市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3 彭亚玲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彭水元 广水市十里办事处杨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5 李彤瑶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李富国 广水市十里办事处朱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0 魏倩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刘小玲 广水市城郊乡刘家湾2 －2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4 汪璐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汪心能 广水市陈巷镇方略村井 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6 梁明利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张磊 广水市广水办事处铁板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0 朱春玲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朱小红 广水市杨寨镇杨寨村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4 胡雨心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胡明益 广水市骆店镇联兴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0 龚翠珍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龚大俊 广水市陈巷镇经台村董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40 魏志康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魏永高 广水市十里办事处朱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46 朱传毅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朱福气 广水市杨寨镇左榨村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2 孟佳丽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邓清梅 广水市太平镇红旗村孟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3 孙彩霞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孙国庆 广水市关庙镇三合村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7 杨满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杨桂旺 广水市杨寨镇杨田村九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7 殷嘉琪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熊少青 随州市广水市十里办事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2 匡春兰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匡学贵 广水市陈巷镇唐氏祠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8 程秋月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程育成 广水市杨寨镇京桥村肖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44 孙中圆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孙百安 随州市广水市长岭镇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7 秦璐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程红玲 随州市余店镇北街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8 金锐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金世付 随州市广水市陈巷镇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9 袁金晶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袁守汉 广水市长岭镇白鹤村梅 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6 刘东婉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刘以明 随州市广水市长岭镇合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4 余学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余普青 随州市广水市杨寨镇邓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3 王静雯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王全义 随州市广水市郝店镇红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8 王思琪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王远贵 随州市广水市骆店镇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4 刘超逸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夏争亮 广水市余店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1 秦义泽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秦中华 广水市长岭镇湖塘畈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6 李思颖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王云华 广水市李店镇飞跃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6 代雨蝶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代朝友 随州市广水市城郊乡石 8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1 夏铭阳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夏遵强 随州市广水市城郊乡八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3 邓文鑫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丁艮玲 广水市杨寨镇邓店村老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4 李梦瑶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李剑 随州市广水市十里办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1 陈鹏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陈明 广水市蔡河镇麻稂市村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6 王蓉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王新忠 广水市蔡河镇机场村张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9 徐志伟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徐小兵 广水市十里街道办事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1 汪海洋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孝感市孝昌县汪俊东 孝昌县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3 左名扬 广水市实验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余燕燕 广水市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8 付子莹 广水市育才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付大成 广水市陈巷镇棚兴村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2 汪心月 广水市育才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汪思潮 随州市广水市长岭镇狮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8 李棚粒 广水市育才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李银良 广水市李店镇新峰村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0 章仔莹 广水市育才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章家保 广水市陈巷镇轭头湾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3 郑文文 广水市育才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郑光海 随州市广水市骆店乡联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3 熊稀希 广水市育才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熊自峰 随州市广水市杨寨镇同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5 方丽萍 广水市育才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方传文 广水市李店镇雷楼村方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5 胡思琴 广水市文华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胡小青 广水市武胜关镇泉水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9 韩紫文 广水市文华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韩世云 随州市广水市十里办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6 华丽丽 广水市文华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华小兵 随州市广水市余店镇秦 7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7 冯桂琴 广水市文华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冯文兵 广水市吴店镇泉口村冯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6 李诗祎 广水市文华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李新 广水市骆店镇联兴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0 谭庆民 广水市益众高级中学随州市广水市谭建华 广水市陈巷镇陈巷镇赵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4 芦壮壮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卢启强 广水市平林镇5组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6 张金成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张家龙 广水市关庙镇张湾村张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9 刘婉君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张翠兰 广水市关庙镇铁城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3 马格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马小全 广水市余店镇兴隆村楼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0 汪凤玲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汪建林 广水市关庙镇聂店村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7 王有建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张凤玲 随州市广水市关庙镇肖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0 曹心如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曹远勇 随州市广水市十里办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0 程嘉炜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程三 随州市广水市十里办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4 冯福鑫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冯国平 随州市广水市吴店镇东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7 高语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高曙光 随州市广水市关庙镇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4 胡美琳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胡文清 随州市广水市蔡河镇楼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7 雷明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雷承园 随州市广水市关庙镇天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9 李道一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刘礼清 随州市广水市吴店镇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1 李少东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李远明 随州市广水市城郊街道 3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6 杨文辉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汪兰霞 随州市广水市太平镇红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47 陈满丽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陈柱生 随州市广水市李店镇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4 王荣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王诗祥 随州市广水市城郊街道 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0 邢宇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邢光宏 随州市广水市郝店镇双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6 杨远琴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阳金素 随州市广水市办事处山 9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7 叶超伟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叶汉东 随州市广水市杨家寨镇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4 吴奇睿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李凤霞 随州市广水市骆店镇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8 李慧婷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李绍双 广水市陈巷镇梧桐村官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6 代冉浩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代潮新 广水市城郊街道办事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9 喻佳怡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刘运秀 广水市关庙镇永兴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1 汪心兰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汪金钢 广水市长岭镇金银岗村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0 汪钰婷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汪先华 广水市城郊乡长辛店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3 李松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李保林 广水市关庙镇三合村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3 彭思琴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彭军民 随州市广水市十里办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1 汪莲莲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汪光卫 随州市广水市陈巷方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0 李健翔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李培江 广水市马坪镇曾家下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5 王和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王正华 广水市关庙镇天子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6 程志昊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程艳贵 广水市杨寨镇陈家河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5 卢荣祥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卢艳平 广水市十里办事处红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3 田鑫荣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田世虎 广水市蔡河镇黄土关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2 张洁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张雷 广水市长岭镇吕冲村上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5 陈星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陈福艳 广水市陈巷镇梧桐村刘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3 何顺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何又刚 随州市广水市蔡河镇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5 雷思念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雷永红 广水市关庙镇双峰村尔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7 李瑞冬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李晓霜 广水市郝店镇天生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46 王如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王尚杰 随州市广水市应山南门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4 祝远航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祝广兵 随州市广水市太平镇上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8 徐德意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徐道海 随州市红花山一组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5 舒金园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舒老三 太平镇猫子湖村1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1 郝东晗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郝猛 广水市蔡河镇麻粮市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0 尚玉婷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柴秀申 广水市关庙镇肖店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9 邹浩男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邹远兵 广水市蔡河镇黄土关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6 彭亚菲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彭新才 随州市广水市长岭镇菜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46 陈黄容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陈方平 广水市城郊乡星河村九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7 陈传阳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陈爱明 广水市吴店镇芝麻湾陈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8 肖继红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肖许光 随州市广水市蔡河镇麻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80 熊思宇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熊平平 广水市蔡河镇平靖关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3 秦晚秋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肖应翠 广水市平林市村南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3 褚金灵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褚国成 广水市蔡河镇小河村河 9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4 邓喆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邓海生 广水市关庙镇合作村邓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2 江珺娜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江书才 广水市十里街道办事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1 廖丽雯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吴礼江 广水市十里办事处谭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1 瞿大坤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瞿争辉 广水市杨寨镇茶林村小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6 汪欣晨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汪思海 广水市长岭镇骑龙村鸦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8 张春晓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熊翠华 随州市广水市余店镇张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6 陈英姿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陈军 随州市广水市陈巷镇胡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9 代佳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代波 随州市广水市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0 代凯瑞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代四 随州市广水市杨寨镇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5 冯华桂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冯章国 随州市广水市吴店镇老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0 高梅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高兴军 随州市广水市关庙镇张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0 李静仪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王海青 随州市广水市余店镇唐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45 汪灿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汪大四 随州市广水市陈巷镇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0 王曼君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王新春 随州市广水市十里办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8 杨春静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杨常平 广水市吴店镇泉口村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4 张纯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张响田 广水市杨寨镇猫山村小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6 张凌华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张新国 广水市武胜关镇孝子店 8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7 胡聪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胡军民 广水市武胜关镇泉水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0 黄雅琳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梅称 广水市城郊乡跑马场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9 梁瑞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梁远和 广水市吴店镇楼子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7 刘娅琴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刘军堂 广水市陈巷镇经台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41 毛秋霞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毛传奎 广水市长岭镇徐寨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9 喻玥明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喻吉红 广水市关庙镇金星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2 阳泽西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阳维胜 随州市广水市广水办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3 胡婉婷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胡承勇 广水市武胜关镇高塘埂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1 杨蕾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杨军 随州市广水市关庙镇长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3 易秋月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周红艳 广水市蔡河镇老虎岗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8 郑子刚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殷道秀 广水市李店镇友谊 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41 向珂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向元明 广水市长岭镇狮坡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1 曹晓梦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刘华菊 广水市城郊街道办事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6 程蝶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刘燕玲 广水市余店镇宋家岭村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5 李书丽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董致容 广水市蔡河镇黄土关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0 刘童童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刘家季 随州市广水市长岭镇同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7 魏章欢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魏爱明 广水市余店镇豹子岭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3 杨婉怡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杨新春 广水市应山县前河南路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0 周雨婷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吴望菊 广水市骆店镇团结村周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2 祝子芽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祝明国 广水市十里办事处朝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3 邹海东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邹远银 广水市十里办事处朝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6 蔡蓉蓉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蔡汉林 随州市广水市陈巷镇蔡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75 程天超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张书银 随州市广水市关庙镇大 5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2 郝云波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郝小琴 随州市广水市蔡河镇老 8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3 何朝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何华省 随州市广水市余店镇白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99 黄曦林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黄新桥 随州市广水市吴店镇双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22 王梓涵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王承福 随州市广水市城郊街道 1 组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30 熊嘉诚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熊永艮 随州市广水市十里办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62 刘强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刘章波 广水市李店镇应店村刘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1 蔡雄峰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宜昌市兴山县张春 宜昌兴山县昭君镇青华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3 陈卓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陈克银 广水市长岭镇郭庙村曹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04 程康哲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杨艳 广水市关庙镇大山村老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17 李盛泽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李云田 随州市广水市太平镇红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4 张召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高红花 广水市陈巷镇刘岗村张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1381****59 朱俊龙 广水市职业技术教育随州市广水市朱孝明 广水市杨寨镇朱新街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