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报考资格考生信息公示
（天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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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9601****93 李泽跃 天门市渔薪高级中学 天门市 李军波 天门市张港镇河山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67 胡启雯 天门市渔薪高级中学 天门市 胡永兵 天门市彭市镇文明新 9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7 贾碧吟 天门市渔薪高级中学 天门市 贾文飞 天门市渔薪镇杨咀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23 鲁文冬 天门市渔薪高级中学 天门市 何珍容 天门市九真镇何场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25 罗君辉 天门市渔薪高级中学 天门市 罗村远 天门市卢市镇王台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30 杨嘉慧 天门市渔薪高级中学 天门市 罗连珍 天门市多宝镇新滩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6 杨潇涵 天门市渔薪高级中学 天门市 杨金州 天门市黄潭镇罗口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59 马驰 天门市渔薪高级中学 天门市 丁永方 天门市渔薪镇武圣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04 胡尧 天门市渔薪高级中学 天门市 胡利军 天门市渔薪镇魏口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58 万雨萱 天门市渔薪高级中学 天门市 万凡 天门市渔薪镇万董村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02 彭天顺 天门市渔薪高级中学 天门市 彭加亮 天门市多宝镇红土村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31 刘梦琴 天门市皂市高级中学 天门市 刘军 天门市石家河镇土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34 李梦宇 天门市皂市高级中学 天门市 李永刚 天门市卢市镇水陆村4组3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06 彭佳佳 天门市皂市高级中学 天门市 代爱娥 天门市麻洋镇毛湖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1 徐俊龙 天门市皂市高级中学 天门市 徐碧波 天门市石家河镇刘方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15 王思维 天门市皂市高级中学 天门市 倪利容 天门市石家河镇蔡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6 严依 天门市皂市高级中学 天门市 严寒 天门市卢市镇同兴村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50 郭亚茜 天门市皂市高级中学 天门市 郭么二 天门市皂市镇团山村2组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85 罗瑞轩 天门市皂市高级中学 天门市 严娇华 天门市卢市镇刘三村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29 邹子豪 天门市皂市高级中学 天门市 熊万利 天门市黄潭镇复兴村5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62 黎晨杰 天门市皂市高级中学 天门市 彭晓红 天门市石家河镇八组6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37 罗耿 天门市皂市高级中学 天门市 罗成福 天门市佛子山镇神祖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95 陈佳雯 天门市竟陵高级中学 天门市 陈琴华 天门市马湾镇廖湾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12 江丽双 天门市竟陵高级中学 天门市 江长华 天门市杨林办事处蔡 9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26 田子珍 天门市竟陵高级中学 天门市 鄢义祥 天门市杨林办事处朱 9组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32 伍妙语 天门市竟陵高级中学 天门市 伍勤波 天门市岳口镇习桥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59 曹诗映 天门市竟陵高级中学 天门市 曹文杰 天门市黄潭镇甘河岭 9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95 董紫彤 天门市竟陵高级中学 天门市 董洪波 天门市杨林办事处双 5组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31 杨帆帆 天门市竟陵高级中学 天门市 杨千稳 天门市杨林办事处费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2 陈思怡 天门市竟陵高级中学 天门市 陈丰 天门市杨林办事处沙 8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54 蒋天乐 天门市竟陵高级中学 天门市 蒋学才 天门市净潭乡蒋场村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69 胡旺福 天门市竟陵高级中学 孝感市汉川市魏凤姣 汉川市沉湖镇社公村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71 贾雨荷 天门市竟陵高级中学 天门市 贾军华 天门市石家河镇龙嘴 1 组7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79 梁子明 天门市竟陵高级中学 天门市 梁涛 天门市麻洋镇梁塔村6组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94 温福蓉 天门市竟陵高级中学 天门市 温万元 天门市多宝镇严聂场 1组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04 孙可盈 天门市岳口高级中学 天门市 孙奎 天门市张港镇张角村 5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13 蒋菁 天门市岳口高级中学 天门市 蒋述官 天门市干驿镇蒋三台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1 吴浪 天门市岳口高级中学 天门市 吴采兵 天门市横林镇田湾村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56 韩末珍 天门市岳口高级中学 天门市 韩晓华 天门市干驿镇团结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89 伍样 天门市岳口高级中学 天门市 伍章佴 天门市岳口镇北堤村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59 杨万里 天门市岳口高级中学 天门市 杨方铭 天门市汪场镇崔王村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99 刘硕 天门市岳口高级中学 天门市 刘涛军 天门市多祥镇东号字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01 罗比权 天门市岳口高级中学 天门市 吴菊平 天门市岳口镇徐越村 3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57 李紫怡 天门市岳口高级中学 天门市 李想生 天门市彭市镇新建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22 肖述威 天门市岳口高级中学 天门市 肖红兵 天门市多祥镇肖越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0 李庆勇 天门市岳口高级中学 天门市 李双成 天门市麻洋镇张桥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51 刘哲宁 天门市岳口高级中学 天门市 刘丽军 天门市彭市镇肖湾村1 组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3 程佳 天门市岳口高级中学 天门市 陈文军 天门市岳口镇邓巷村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50 杨子怡 天门市干驿高级中学 天门市 杨利容 天门市黄潭镇复兴村3组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96 彭思燚 天门市干驿高级中学 天门市 彭俊波 天门市麻洋镇十屋村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24 肖紫悦 天门市干驿高级中学 天门市 肖进涛 天门市多祥镇多祥村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8 罗家魁 天门市干驿高级中学 天门市 汪勤利 天门市小板镇车范村1 组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51 刘子晶 天门市干驿高级中学 天门市 刘讲高 天门市多祥镇广荣村1 组5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71 郑耀 天门市干驿高级中学 天门市 郑四平 天门市渔薪镇郑滩村5组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75 彭科锋 天门市干驿高级中学 天门市 彭国波 天门市麻阳镇十屋村8组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13 熊为帅 天门市干驿高级中学 天门市 熊雪林 天门市横林镇金湾村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13 郑宇泽 天门市张港高级中学 天门市 郑敏敏 天门市渔薪镇新郑村4组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59 王雪聪 天门市张港高级中学 天门市 王俊平 天门市石家河镇段场 1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8 梁志文 天门市江汉学校 天门市 彭巧先 天门市麻洋镇方湾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8 张晨惜 天门外国语学校 天门市 黄军霞 天门市石家河镇先丰 4组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8 徐雨朦 天门外国语学校 天门市 徐哲峰 天门市岳口镇截河村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06 周启鹏 天门市卫生学校 天门市 周华清 天门市横林镇小垸村8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59 欧阳伶彦 天门市卫生学校 天门市 武文军 天门市竟陵办事处阳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66 胡玉龙 天门市卫生学校 天门市 胡耀祖 天门市麻洋镇徐庙村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71 梁苗苗 天门市卫生学校 天门市 马巧仙 天门市麻洋镇麻洋村1组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74 刘倩 天门市卫生学校 天门市 刘军元 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  拖 3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76 隆芷娟 天门市卫生学校 天门市 隆国兵 天门市佛子山镇青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78 马永恒 天门市卫生学校 天门市 马德发 天门市彭市镇同乐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85 伍俊林 天门市卫生学校 天门市 伍勤波 天门市岳口镇习桥村5组6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87 罗然 天门市卫生学校 天门市 罗利霞 天门市竟陵办事处新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16 陈乐 天门市卫生学校 天门市 张艳红 天门市多祥镇陈洲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18 许子薇 天门市卫生学校 天门市 许广斌 天门市竟陵办事处湾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21 马婉 天门市卫生学校 天门市 马振林 天门市彭市镇罗桥村 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09 黎梓伦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陈桃容 天门市皂市镇西赵街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5 蒋天宇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蒋登锋 天门市王韩村七组4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69 李成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李珍 天门市干驿镇杨台村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74 刘轩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刘志军 天门市卢市镇北新村5组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89 吴宇航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吴想年 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 1 组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95 杨博康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陈勇 天门市小板镇江台村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14 肖子仪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肖红平 天门市胡市镇肖大村3组9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15 但婷薇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但宪平 天门市佛子山镇佛子 7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23 熊盈盈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熊刚 天门市横林镇方岭村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31 陈雅利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陈彩下  天门市干驿镇陈张 1组7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55 吴雅萌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吴昌 天门市杨林办事处辰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56 徐梅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徐庆红 天门市杨林镇辰巳八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70 孙雅文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孙波涛 天门市马湾镇陈黄村 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74 陈鹤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陈卫力 天门市张港镇增加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25 孙涵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孙胜红 天门市九真镇周场村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27 程寒晓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程家静 天门市张港镇张角村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0 蒋丹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蒋超勇 天门市干驿镇鲍夹村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52 钟绵雨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钟红锋 天门市干驿镇中和村2 组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62 聂玉滢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聂波 天门市渔薪镇泉湖村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05 张巧巧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张建心 天门市多宝镇文湖村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12 鄢正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鄢胜洪 天门市横林镇芦埠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20 王子怡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王继军 天门市皂市镇杨秀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35 江鑫佑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江浩 天门市渔薪镇罗亭村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5 罗羽丰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罗良华 天门市彭市镇新建村 6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05 樊欣妍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李巧云 天门市杨林办事处张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07 黄雪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仙桃市仙桃市黄新法 仙桃市胡场镇建堤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21 张寻梅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张树兵 天门市净潭乡华福村6组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4 许子缘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许圣军 天门市黄潭镇新王村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49 曾维迪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曾令彪 天门市拖市镇新集村 7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90 陈靖威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冯冬梅 天门市张港镇顺河新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94 史井豪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史永红 天门市干驿镇史岭村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14 李向阳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李四新 天门市九真镇周场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32 周天驰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周贤高 天门市多祥镇九湖沟 6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33 周子健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周定学 天门市黄谭镇黄嘴村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12 刘梓萱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天门市 曾翠霞 天门市杨林办事处辰 6组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9601****26 张子俊 天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荆门市京山市张艳艳 京山市永隆镇刘家榨  组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