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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1023****00 周紫嫣 监利市监利中学 周老嘴镇老台村5-19号李凤娥 监利县周老嘴镇老台村5-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00 柳子睿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福田寺镇滩垸村柳少琼 监利县福田寺镇滩垸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00 万方伟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分盐镇兰花村四 4 号万华 监利市分盐镇兰花村四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01 万凯旋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白螺镇万马村7-1万斌 监利县白螺镇万马村7-1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01 柳雅雪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 1 号柳明 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02 胡颖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网市镇横堤村6-1 号胡三军 监利县网市镇横堤村6-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02 李亮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永秦丽梅 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永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02 杨清尧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分盐镇土地村三 3 号杨建新 监利县分盐镇土地村三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03 袁甜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程集镇袁河村5-2 号袁小兵 监利县程集镇袁河村5-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05 钟航飞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钟又清 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06 龚睿恒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周老嘴镇陈沱村4-4 号龚建平 监利县周老嘴镇陈沱村4-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07 李潇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双湖村2-01 李四华 监利市双湖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08 王杰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分盐镇古墩村五王为方 监利县分盐镇古墩村五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09 王星 监利市监利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程集镇廖 3组王剑军 荆州市监利县程集镇廖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10 陶东杰 监利市监利中学 新沟镇新红村5-09 郭红梅 新沟镇新红村5-09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10 王睿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柘木乡聂河村6-1 号杨姣娥 监利县柘木乡聂河村6-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10 马德豹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红城乡新台村2-33号 马国海 红城乡新台村2-33号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10 艾雅琴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红城乡清和村90号 艾强军 监利县红城乡清和村9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11 张志龙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程集镇新垸村一张九理 监利县程集镇新垸村一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12 吕晨曦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红城乡四合村1 号吕三红 监利县红城乡四合村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14 范媛媛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大院农场范高峰 荆州市监利县大院农场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14 熊家玮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新沟镇报熊华平 荆州市监利市新沟镇报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15 石婷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红城乡新台村8-3 号石虎 监利县红城乡新台村8-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15 晏锋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汪桥镇莲台铁前 4 号何秋梅 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莲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16 杨静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姜杨开炎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姜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17 聂辰希 监利市监利中学 上车湾镇周门寺村1-2号聂木平 荆州市监利县上车湾镇 1-2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18 宁翔 监利市监利中学 柘木乡双湖村3-41号 宁保洲 柘木乡双湖村3-41号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19 张曼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尺八镇陶市村二张从国 监利县尺八镇陶市村二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19 陈夏玲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柘木乡 陈海波 荆州市监利市柘木乡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20 万光权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黄歇口镇万新成 荆州市监利县黄歇口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20 熊泽宇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 熊宏平 监利县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20 胡蒙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上车湾镇 2组胡国成 荆州市监利县上车湾镇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21 何诗婷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何何红平 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何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21 薛庆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 薛仁河 监利县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23 周国林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赵周新强 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赵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26 胡高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上车湾镇胡宝清 荆州市监利县上车湾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27 张煜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杨柘村4组张敏 荆州市监利县杨柘村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28 张子俊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 张波 监利县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28 刘锦涛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新沟镇砂机村六刘书先 监利市新沟镇砂机村六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28 徐玮霖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红城乡高吴村 高承霞 监利市红城乡高吴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29 杨波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分盐镇桃花村8组5号胡海桃 分盐镇桃花村8组5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0 杨望婷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三 2 号杨明浩 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三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0 刘正然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龚场镇双湾村3组1 号刘军 监利县龚场镇双湾村3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2 罗子恬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前 3 号罗云立 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前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3 杨宇康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朱河镇中杨书槐 荆州市监利市朱河镇中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4 孙锐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陶孙先祥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陶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4 沈静雯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杨沈兰山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杨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5 陈豪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陡陈新平 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陡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6 董宇杰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容城镇老台村4组董均芳 监利县容城镇老台村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6 倪婧颖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网市镇庙剅村14-25号倪江波 荆州市监利县网市镇庙 1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6 张洁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固张绪军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固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7 汪云天 监利市监利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冯汪小华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冯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7 范程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杨 3 号范绪军 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杨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7 邹爱红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工邹小满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工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8 高敏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赖高拔群 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赖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8 李苗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白螺镇阳光村八李春阶 监利县白螺镇阳光村八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9 张锦康 监利市监利中学 汴河镇严垴村1-04号 张卫平 荆州市监利县汴河镇严 1-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9 杜妍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兰商燕 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兰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39 王想粤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雷王秋平 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0 郝健宇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容城镇半路堤村郝斌斌 监利县容城镇半路堤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1 何剑彪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桥市镇何桥村4-20号 何昌艳 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何 4-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1 王怡心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周老嘴镇向桥村王为平 监利县周老嘴镇向桥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2 何元灿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尺八镇沿江路1-2 号何代英 监利县尺八镇沿江路1-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2 匡俊豪 监利市朱河中学 监利县汴河镇王堰村5-3 号匡翠国 监利县汴河镇王堰村5-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3 王光镇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龚场镇红军村6-4 号王以财 监利县龚场镇红军村6-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3 胡振灿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上车湾镇分洪村 6-5 号胡承兵 监利县上车湾镇分洪村 6-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4 李宇宇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分盐镇横堤村一 8号李艳华 监利县分盐镇横堤村一 8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4 邹雨轩 监利市朱河中学 白螺镇阳光村8组 邹云堂 荆州市监利市白螺镇阳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5 郭紫莟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汴河镇莫桥村3-45号 郭政 荆州市监利县汴河镇莫 3-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6 潘叶开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团潘正兵 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团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6 徐晶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李徐柳生 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李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7 陈威伦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市程集镇张马村8-1 号陈建成 监利市程集镇张马村8-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7 瞿晶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红城乡荷花村1 号刘琴 监利市红城乡荷花村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7 刘佳涵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桥市镇刘汪村2-2 号刘春华 监利县桥市镇刘湾村2-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8 王俊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尺八镇三塘村三王香勇 监利县尺八镇三塘村三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8 胡远航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周台村一 1 号田艳红 荆州市监利市周台村一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8 黄伟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周老嘴镇 6-6号黄连垓 荆州市监利县周老嘴镇 6-6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48 袁子怡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程集镇袁河村2组程平华 荆州市监利县程集镇袁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0 李佳乐 监利市监利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龚场镇渡 4-1 号李启兵 荆州市监利县龚场镇渡 4-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1 张政华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上车湾镇南港村4-2 号张艮垓 监利县上车湾镇南港村4-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1 张心怡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周老嘴镇张场村张少才 荆州市监利市周老嘴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2 哀佳斌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江 1 号张华 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江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2 匡磊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汴河镇剅口村 匡新波 监利县汴河镇剅口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2 张昌昌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毛市镇群力村1 组张勇军 监利县毛市镇群力村1 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2 陈娟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柘木乡万和村 陈小兵 监利县柘木乡万和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2 李浩颖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尺八镇朱王村 李时兵 监利县尺八镇朱王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3 匡思巧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匡老村三匡新淼 荆州市监利县匡老村三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4 李景峰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红城乡游 7-1 号李长威 荆州市监利县红城乡游 7-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5 冉航梦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毛市镇老冉秀鸿 荆州市监利县毛市镇老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6 李鑫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 李宗平 监利县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6 张雪婷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新沟镇新红村十张继明 监利县新沟镇新红村十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7 游婷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红城乡六合村七游经文 监利县红城乡六合村七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7 刘颖颖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市红城镇毛老渊村刘亚海 监利市红城镇毛老渊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7 朱思伟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 朱小兵 监利县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8 刘浩博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刘刘红城 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刘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8 郭莎莎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网市镇顾庙村二郭志华 监利县网市镇顾庙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9 柳思琪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汴河镇元 2-1 号柳简 荆州市监利县汴河镇元 2-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59 胡贝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柘木乡高刘村5-1 号胡五清 监利县柘木乡高刘村5-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61 彭贤飞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分盐镇古墩村二 4 号彭神平 监利县分盐镇古墩村二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61 杜祖鹏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福田寺镇红色村 1 号杜锦华 监利市福田寺镇红色村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63 柳仕俊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红城乡先锋村2 号柳兵孝 监利县红城乡先锋村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63 李杨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分盐镇古李群 荆州市监利市分盐镇古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64 王欢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严场村三王元法 荆州市监利县严场村三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64 肖汉龙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朱河镇仁义村9组肖文 监利县朱河镇仁义村9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65 夏良康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毛市镇李家门村李素芳 监利县毛市镇李家门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67 唐嘉轩 监利市监利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红城乡西唐红强 荆州市监利县红城乡西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68 罗洁洁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红城乡联湖村 罗天洲 监利县红城乡联湖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68 吴梓桐 监利市监利中学 周老嘴镇 吴为民 周老嘴镇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69 王子勇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网市镇高 4-8号王继玉 荆州市监利市网市镇高 4-8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0 杨超凡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杨君良 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0 董义天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红城乡裴铺村1 号董红新 监利县红城乡裴铺村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1 薛雲娜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柘木乡新薛爱平 荆州市监利市柘木乡新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2 罗权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黄歇口镇万爱支 荆州市监利县黄歇口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2 张凯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毛市镇南 1组张又堂 荆州市监利县毛市镇南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2 杨利峰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程集镇三岗村4-1 号张小红 监利县程集镇三岗村4-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2 胡浩峰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周老嘴镇胡圣兵 荆州市监利市周老嘴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3 黎灿灿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新沟镇梅湖村三黎洪平 监利县新沟镇梅湖村三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3 朱本浩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朱河镇江十村二组 朱江华 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江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3 李文娟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周老嘴镇 6 号李华 荆州市监利县周老嘴镇 6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4 杨烁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汴河镇排六村 杨小春 监利县汴河镇排六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5 刘星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尺八镇陶市村十刘贻勇 监利县尺八镇陶市村十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5 吴致远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周老嘴镇揭家村8-1 号吴华登 监利县周老嘴镇揭家村8-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5 杨小玥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红城乡赵 5 号王芳 荆州市监利县红城乡赵 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6 舒静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舒 1组2号舒虎林 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舒 1组2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6 张涛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毛市镇陈赵村9组张军建 监利县毛市镇陈赵村9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7 周靖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黄歇口镇陈芦村 周小兵 荆州市监利市黄歇口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7 段先龙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桥市镇三 3-5号段金垓 荆州市监利市桥市镇三 3-5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8 平述友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毛市镇联盟村1组平仁后 监利县毛市镇联盟村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8 卢思甜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阳 7-0卢建红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阳 7-0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9 姜力 监利市监利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三洲镇下 5组姜祥海 荆州市监利县三洲镇下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9 孙琪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韩孙志平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韩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9 杨瑞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市尺八镇魏杨村 杨卫勇 监利市尺八镇魏杨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79 孙一帆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周老嘴镇 5-1 号孙有志 荆州市监利县周老嘴镇 5-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80 朱广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分盐镇中心路6 号朱正平 监利县分盐镇中心路6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80 段紫怡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 段乐元 监利县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81 程亚敏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汴河镇尹桥村2-2 号程建城 监利市汴河镇尹桥村2-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82 徐佩聪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红城乡哀吴村九组 徐佩聪 监利市红城乡哀吴村6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83 曾佑麒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红城乡天井垸村8-1 号周红梅 监利市红城乡天井垸村8-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83 王萌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 王亚军 监利县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83 杨玲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三洲镇肖杨茂春 荆州市监利县三洲镇肖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84 史莹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柘木乡赖桥村十史文林 监利市柘木乡赖桥村十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84 杨子恒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毛市镇李 2组1 号杨金海 荆州市监利县毛市镇李 2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85 郑一丁 监利市监利中学 上车湾镇郑家门村6-1 号杨小菊 监利县上车湾镇郑家门 6-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85 赵琴棋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桥市镇赵许村5-26号 赵文才 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赵 5-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86 陈昊天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汴河镇红联村三陈文章 监利市汴河镇红联村三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87 王乐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柘木乡何埠村3-2 号王小兵 监利县柘木乡何埠村3-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89 江子然 监利市监利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周老嘴镇江艳平 荆州市监利县周老嘴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89 唐炜来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桥市镇南唐村6-3 号唐五林 监利县桥市镇南唐村6-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90 郑稀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周老嘴镇中岭村1-3 号郑文发 监利县周老嘴镇中岭村1-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90 刘诗雄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市红城乡荷花村2 号刘训光 监利市红城乡荷花村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90 何琪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棋 8-6 号何华平 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棋 8-6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91 吴佳豪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黄歇口镇陈湖村1--2号吴金华 监利县黄歇口镇陈湖村1--2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91 熊茹月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朱河镇冠沟村三组 朱正炜 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冠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92 雷磊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棋盘乡南湾村6-4号雷平华 监利市棋盘乡南湾村6-4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93 龚子炫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网市镇网市村4-2 号龚艳华 监利县网市镇网市村4-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93 李嘉豪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红城乡新添村5 号父亲 监利市红城乡新添村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94 冯昊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红城乡罗巷村5-3 号冯平 监利县红城乡罗巷村5-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95 胡静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铁胡渭平 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铁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96 刘权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白螺镇韩埠村-0刘炎秋 监利县白螺镇韩埠村-0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96 李蓓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上车湾镇 6组李小龙 荆州市监利市上车湾镇 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97 陈立卓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市白螺镇王李村6-1陈国君 监利市白螺镇王李村6-1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97 何元壮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尺八镇何湾村四何望军 监利市尺八镇何湾村四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98 余洁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毛市镇斗湖村 余树清 监利县毛市镇斗湖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3****99 田振辉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大垸农场中州分 2队1 号赵秋霞 监利县大垸农场中州分 2队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0 罗时坤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龙 2组3 号罗天成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龙 2组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1 谢晨希 洪湖市第一中学 汊河镇白杨村2组1号谢伟 洪湖市汊河镇白杨村2组1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1 刘方萱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刘培金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1 汪昊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指胡红平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指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1 何新国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二洪村一 2号何华军 洪湖市峰口镇二洪村一 2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1 万依妮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沿江一街5 -8号项萍 洪湖市螺山镇沿江一街5 -8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2 罗淇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五分 3 号罗五仿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五分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2 杨逍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汊河镇太洪村3组3 号杨四喜 洪湖市汊河镇太洪村3组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2 余彤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河咀村4组5 号余国才 洪湖市万全镇河咀村4组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2 邹洁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老湾乡柴 9号邹方文 荆州市洪湖市老湾乡柴 9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3 张博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西河村4组廖又红 洪湖市峰口镇西河村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3 李尹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河 5 号李泽山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河 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3 吴锦 洪湖市第一中学 黄家口镇西湖村一组1－1吴桥 黄家口镇西湖村一组1－1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3 张博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铁桥村一 4 号张功华 洪湖市乌林镇铁桥村一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3 洪豆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皇堤宫村洪训军 洪湖市螺山镇皇堤宫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4 胡哲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胡胡志方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胡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4 周添 洪湖市第一中学 湖北洪湖市新堤办事处胡彩琴 湖北洪湖市新堤办事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4 王嘉政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和平 2 －2号王平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和平 2 －2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4 罗雪蝶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五分 2 号罗会龙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五分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4 曾神元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颜曾新法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颜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5 徐佳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柳徐华清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柳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5 杜宇鸿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傍 5 号杜学方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傍 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5 张靖威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石桥 2 -1号张保生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石桥 2 -1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5 李帅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中原村五 2 号王艳芳 洪湖市螺山镇中原村五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5 乔子慧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乔乔红平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乔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5 覃振婕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铁桥村四 1 号张春霞 洪湖市乌林镇铁桥村四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6 马信 洪湖贺龙中学 峰口镇大桥村二组53号龚玉梅 洪湖市峰口镇大桥村二 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6 万少文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邹万天宝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邹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7 刘一凡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 6-3 号曾德玉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 6-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7 尹中炫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水 4 号尹家军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水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7 吴若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兰 4 号熊春珍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兰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8 定俊杰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老湾回族 3 号定海生 荆州市洪湖市老湾回族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8 舒振坤 洪湖市第一中学 戴家场镇戴剅沟村三组4 号舒向华 戴家场镇戴剅沟村三组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9 董黄羚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南林村 1 号董大生 洪湖市戴家场镇南林村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9 黎典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水黎华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水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9 乔政政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万乔三洪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万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9 黄烨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周湾村一 1 号黄国超 洪湖市峰口镇周湾村一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9 但碧琴 洪湖市第一中学 乌林镇桥口村 但际元 乌林镇桥口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09 肖雅甜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金 2肖云山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金 2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0 林奕廷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沙湖管 9-1 号石世彦 荆州市洪湖市大沙湖管 9-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0 刘珈妤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一 1 号刘年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一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1 李子豪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沙湖农李新建 荆州市洪湖市大沙湖农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1 颜武略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戴市路1 号颜学兵 洪湖市戴家场镇戴市路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1 王逸凡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王王涛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王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1 周友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茅江街道万家墩周远新 洪湖市茅江街道万家墩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1 熊攀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下新街道尹家凤 洪湖市沙口镇下新街道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2 陈子龙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二 2 号陈万军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二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2 潘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黄家口镇南岸湖 4 号潘卫星 洪湖市黄家口镇南岸湖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3 李欣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中李小群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中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4 王瑞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村2-2王新山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村2-2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4 刘旺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洪湖戴家场镇百桥刘守益 荆州洪湖市戴家场镇百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4 杜开泰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洪丰村三 2 号杜红章 洪湖市燕窝镇洪丰村三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5 晏子豪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汊河镇陈晏村 朱娇娥 洪湖市汊河镇陈晏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5 肖君乔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黄家口镇永林湖 2-7号肖卫何 洪湖市黄家口镇永林湖 2-7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6 李达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咀村6组李志平 荆州市洪湖市沙咀村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6 廖柳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茅廖旭兵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茅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6 杨雄灿 洪湖市第一中学 滨湖荣丰村二组99号杨文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荣丰 9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6 刘娜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新河 4 号刘大军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新河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7 王远康 洪湖市第一中学 滨湖付湾渔场三组234号杨方 滨湖付湾渔场三组234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7 汪志重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双红村 汪立超 洪湖市万全镇双红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7 李文鑫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关圣庙王凤娥 洪湖市戴家场镇关圣庙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7 余森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向阳村6-2 组尹翠娥 洪湖市曹市镇向阳村6-2 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7 颜卓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潭洲村二 4 号颜双喜 洪湖市峰口镇潭洲村二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7 黄朕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万宝村三 1 号王涛 洪湖市峰口镇万宝村三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7 曾子龙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乌林村二 2 号曾金国 洪湖市乌林镇乌林村二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8 蒋坤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洪蒋祥虎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洪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8 张传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周坊村一 4 号张宗雄 洪湖市乌林镇周坊村一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8 黄傲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丰乐村一 2 号黄阿峰 洪湖市燕窝镇丰乐村一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8 卢子鹏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代家场镇窑湾村卢燕军 洪湖市代家场镇窑湾村0 -6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9 蔡畅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龙潭村四 3 -1蔡定春 洪湖市螺山镇龙潭村四 3 -1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9 江厚鑫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县大同湖镇江忠孝 荆州市洪湖县大同湖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19 谢灵 洪湖市第一中学 曹市镇王湖村3-44 谢波 洪湖市曹市镇王湖村3-4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0 秦宇航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新联村二 2 号秦俊 洪湖市螺山镇新联村二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0 肖业琪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新联村2组1 -2肖军 洪湖市螺山镇新联村2组1 -2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0 胡磊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戴剅沟 4号胡爱军 洪湖市戴家场镇戴剅沟 4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0 李乐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河岭村四 1 -7李育文 洪湖市龙口镇河岭村四 1 -7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0 江静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简市街道江华兵 洪湖市万全镇简市街道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1 边政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沙洲 3 -2号边自仁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沙洲 3 -2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1 张点点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铁桥村四 1 号张威 洪湖市乌林镇铁桥村四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2 杨振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蔡杨村六 4号杨东清 洪湖市沙口镇蔡杨村六 4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3 白阳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白庙村 白美元 洪湖市峰口镇白庙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3 崔晨曦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向红村1-2崔三志 洪湖市曹市镇向红村1-2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3 陶金奎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4 号陶武海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3 尹中全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汊河镇永安路1 号尹军 洪湖市汊河镇永安路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4 马家乐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双红村 马红兵 洪湖市螺山镇双红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5 黄若煊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蔬 4组彭翠兰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蔬 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5 曾承鹏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汊河镇沿湖村9组曾军华 洪湖市汊河镇沿湖村9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6 李子龙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红脑村二 2 号李远祥 洪湖市峰口镇红脑村二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7 杨博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汊河镇曾台村 杨辅义 洪湖市汊河镇曾台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7 鞠天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伍峰路一 2号戈秀桃 洪湖市峰口镇伍峰路一 2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8 石伍千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小港农场养殖三 0 号石华青 洪湖市小港农场养殖三 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9 孟杰伦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 孟庆志 洪湖市戴家场镇螺滩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29 熊雨果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新滩镇坪北村1 号熊同刚 洪湖市新滩镇坪北村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30 谢宇涵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袁家湾村 1 号谢永安 洪湖市螺山镇袁家湾村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32 吴乐童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何艳霞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32 杜婷妹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振中王新凤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振中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33 肖钰杰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三汊 7 号杨飞娥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三汊 7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33 田齐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杨榨村五 2 号田新洪 洪湖市万全镇杨榨村五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33 李世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七分 1 号李彩平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七分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34 刘家钦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傍湖村三 5刘合新 洪湖市龙口镇傍湖村三 5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34 倪晨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花温琴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花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35 刘天乐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老湾回族 4组4号刘志文 荆州市洪湖市老湾回族 4组4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35 龚政 洪湖市第一中学 新堤街道湖景家园 母亲 新堤街道湖景家园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36 彭美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破岭村二 6 号彭宣波 洪湖市万全镇破岭村二 6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38 袁浩 洪湖市第一中学 曹市镇庙湾村 袁忠伟 曹市镇庙湾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39 章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绍南村2组8号王军霞 洪湖市戴家场镇绍南村2组8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0 李湘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向武村2-2李从庆 洪湖市曹市镇向武村2-2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1 徐壮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瞿家湾镇徐宝鹤 荆州市洪湖市瞿家湾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1 颜嘉俊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王湖村1-6 号颜昌雄 洪湖市曹市镇王湖村1-6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1 杨子恒 洪湖市第一中学 大沙湖管理区新新路1 号杨晋前 大沙湖管理区新新路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1 阳思琦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铁牛村三 1 号阳发喜 洪湖市螺山镇铁牛村三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2 叶欣语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小港农场仙洪路1 号叶忠彦 洪湖市小港农场仙洪路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2 付如意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皇堤宫村 6 号付红林 洪湖市螺山镇皇堤宫村 6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4 左腾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简市村一左世雄 洪湖市万全镇简市村一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4 张宇锋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双湖村一 1李山翠 洪湖市龙口镇双湖村一 1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4 瞿诗甜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瞿家湾镇瞿家湾 7号瞿祥军 洪湖市瞿家湾镇瞿家湾 7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6 舒怡鹏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董河村 舒方早 洪湖市万全镇董河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7 杨芷煊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沙洋村 7 号杨学垓 洪湖市戴家场镇沙洋村 7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7 欧阳梦妍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一分 7 号欧阳文贵荆州市大同湖农场一分 7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8 张康泰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三红村六 1张志文 洪湖市龙口镇三红村六 1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8 王萱 洪湖市第一中学 峰口镇卫沟村五组 王勇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卫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9 颜闻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府场镇太平桥村闻丽丽 洪湖市府场镇太平桥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49 程思穆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新堤街道南河村1 号 1号杨春荣 洪湖市新堤街道南河村1 号 1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1 郭庆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高湖村九组 郭为民 万全镇高湖村九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1 唐铭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新豉村 1 号唐虎 洪湖市戴家场镇新豉村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1 邹应维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汊河镇陈坊村5组3号邹大刚 洪湖市汊河镇陈坊村5组3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1 甘厚铭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胡范街道3 -3 号甘忠文 洪湖市乌林镇胡范街道3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2 王梦娜 洪湖市第一中学 白玉村 宋海霞 白玉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3 蒋薇 洪湖市第一中学 峰口镇绣花村一组32号蒋明炎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绣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3 陆子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白玉村四 1 号陆勇 洪湖市乌林镇白玉村四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3 范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周范琴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周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4 李畅扬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大公村三 3 号刘翠云 洪湖市峰口镇大公村三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4 龚硕玄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二分 3 号龚国营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二分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5 卢颖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官港村 2 号卢洪国 洪湖市戴家场镇官港村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6 张益袁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月 1张秀芳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月 1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6 刘列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粮刘千力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粮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7 刘佳慧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花园村一 3 号李冬梅 洪湖市螺山镇花园村一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7 熊伊人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镇 (七 ）熊衍春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镇 （七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7 龚美琴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龙龚国雄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龙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8 董彦廷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县万全镇董游金梅 荆州市洪湖县万全镇董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8 吴天诚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八李金娥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万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8 刘新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柘 3-1 号刘元义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柘 3-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9 颜书佳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府场镇船 8-3 号蔡彬 荆州市洪湖市府场镇船 8-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9 王智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小港农场仙洪路1 号王际洪 洪湖市小港农场仙洪路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59 熊甜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新堤锦绣 3 栋 1熊卫军 荆州市洪湖市新堤锦绣 3 栋 1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0 刘嘉川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黄家口镇作才村 2 号刘水清 洪湖市黄家口镇作才村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0 万林 洪湖市第一中学 湖北市洪湖市滨湖金湾 3号万涛 湖北市洪湖市滨湖金湾 3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0 陈好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新滩镇坪坊村 陈斌 洪湖市新滩镇坪坊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1 徐维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东庙村六 3 号徐赶三 洪湖市万全镇东庙村六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2 伍东旭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大公村二 3 号伍友涛 洪湖市峰口镇大公村二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3 万礼安 洪湖市第一中学 黄家口镇形斗湖渔场 万天财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形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3 肖子豪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群星村1肖业爱 洪湖市龙口镇群星村1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5 叶宇晗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百桥村 6 号蔡冬梅 洪湖市戴家场镇百桥村 6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5 范齐辉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水 1 号范柏兵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水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5 黄佳成 洪湖市第一中学 湖北洪湖市大沙湖农场 7-3 号黄文化 湖北洪湖市大沙湖农场 7-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5 叶轶昊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叶洲村八 4 号叶昌维 洪湖市乌林镇叶洲村八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6 熊诗韵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崔沟村二 1 号熊望新 洪湖市沙口镇崔沟村二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7 余志强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吴王庙村9组2 号余星平 洪湖市乌林镇吴王庙村9组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8 夏启顺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汤山路1号代金蓉 洪湖市沙口镇汤山路1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8 陈远欢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王湖村六周厚琼 洪湖市曹市镇王湖村六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8 曾子雄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府场镇兴盛街1 号曾贵武 洪湖市府场镇兴盛街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9 杨子祥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天城垸渔 5 号杨远洪 洪湖市峰口镇天成垸渔 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69 蒋天凯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向群村1-2邓么么 洪湖市曹市镇向群村1-2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0 袁梦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曹市镇马口村六组 张玲 曹市镇马口村六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0 杨鹏程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管 1 号杨勇鸿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管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1 万诚信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周湾村二 3 号万清宏 洪湖市峰口镇周湾村二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2 周诗干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杨闸渔场 1 号晏小平 洪湖市沙口镇杨闸渔场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2 王志勇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姚 2 号王炎安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姚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2 白阳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新 2 号白雄伟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新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4 刘富炫 洪湖市第一中学 螺山镇皇堤宫村二组 刘海海 洪湖市螺山镇皇堤宫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4 兰雪颖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金星村一 2 号兰树金 洪湖市龙口镇金星村一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4 王政阳 洪湖市第一中学 乌林镇石码头村一组2 -1号王生刚 乌林镇石码头村一组2 -1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5 李奕帆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新联村二 9 号李国华 洪湖市螺山镇新联村二 9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5 杨基文 洪湖市第一中学 黄家口镇七号村3-2号杨本爱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 3-2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5 胡臣燃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县戴家场镇 5 号胡勇 荆州市洪湖县砖瓦厂农 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5 熊力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珂理 2 号熊正林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珂理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6 定世举 洪湖市第一中学 老湾乡和平村一组30号定明珠 老湾乡和平村一组30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7 刘嘉 洪湖市第一中学 螺山镇龙潭村一组52-1刘米国 螺山镇龙潭村一组52-1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7 胡晴 洪湖市第一中学 螺山镇中原村 胡学华 螺山镇中原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7 陈祎龙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老沟村 陈喜才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老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7 李桂婷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重李丽君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重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7 赖子娟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袁家湾村 1 号赖杨滨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袁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8 高硕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新滩镇夏家墩村1 号杨燕 洪湖市新滩镇夏家墩村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9 陈笠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白庙村（四 ）二 2 号陈再光 洪湖市峰口镇白庙村（四 ）二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9 杨雨晴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董河村3组李三英 洪湖市万全镇董河村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9 顾子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河坝村 3 号顾凯 洪湖市戴家场镇河坝村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9 谌清杍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梁岭渔场 9号谌召军 洪湖市沙口镇梁岭渔场 9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79 陈鑫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永 3 号魏昌桂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永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81 卢云鹏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新堤街道 3 号胡丹 荆州市洪湖市新堤街道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82 陈烨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洪 6-1号陈孝明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洪 6-1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83 赵微 洪湖市补习学校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街道 4号赵小平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街道 4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83 杨世豪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周杨永高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周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83 陈云涵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伍沟村七 7号陈祥元 洪湖市峰口镇伍沟村七 7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83 何宇峰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界牌村一 1 号胡金元 洪湖市螺山镇界牌村一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84 王晓星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武邵江娥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武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84 陈悦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指南村3-28号 周玉生 洪湖市万全镇指南村3-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87 肖畅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中 1 号肖庆兰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中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87 王志聪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五 2 号王炎安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姚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88 陈绒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丰乐村二 1号陈东 洪湖市燕窝镇丰乐村二 1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89 徐鑫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谭子村，五组，1 号徐忠祥 万全镇，谭子村，五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89 朱灿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水塔村 4 号朱石元 洪湖市戴家场镇水塔村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0 张灿 洪湖市第一中学 乌林镇铁桥村二组93-2号张雄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铁 9 -2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1 蒋立煌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东蒋祥艮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东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2 吕志雄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同心村六 1吕地平 洪湖市龙口镇同心村六 1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3 刘怡泽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简家口 刘孝明 万全镇简家口 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3 汪平仁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马余火军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马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4 吴磊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新吴让兵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新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4 王道洋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河 6 号王云华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河 6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4 李晨昊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同新 2 -1 号李俊华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同新 2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5 袁子熠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战赵培达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战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5 胡梓豪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胡州村八 7号胡勤军 洪湖市乌林镇胡州村八 7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5 周攀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石屋村2 号周斌公 洪湖市龙口镇石屋村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5 金伟蓝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三分 1 号金叶明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三分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6 黄宝玉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乔黄忠刚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乔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6 邬研硕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郑道湖沿河南街1 -1邬守军 洪湖市万全镇郑道湖沿 1 -1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7 曾炫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滨湖街道滨湖渔 9 号曾令雄 洪湖市滨湖街道滨湖渔 9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8 谢迪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府场镇李家口村3-2 号谢帮乔 洪湖市府场镇李家口村3-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8 范金鹏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范 1 号范艳国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范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8 李珍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穴 7-2 号李五字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穴 7-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83****99 曾子贤 洪湖市第一中学 乌林镇松林村 曾庆义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松高校专项计划
22421022****03 苏唐俊 公安县第三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斑竹垱镇 3组苏传梅 荆州市公安县斑竹垱镇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07 雷凯 公安县第二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狮子口镇肖大玉 荆州市公安县狮子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08 陈文俊 公安县第三中学 公安县甘家厂乡烟台村 5号陈儒军 公安县甘家厂乡烟台村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18 刘福林 公安县南闸中学 公安县藕池镇合兴村十刘正义 公安县藕池镇合兴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22 邓刘依 公安县第三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章庄铺镇伍霞 荆州市公安县章庄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22 陈晨 公安县第二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甘家厂乡 1组2号陈仁军 荆州市公安县甘家厂乡 1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24 叶慕凡 公安县第三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镇叶新 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紫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24 王星宇 公安县第二中学 公安县南平镇杨堰村7号2 组唐蓉 公安县南平镇杨堰村7号2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26 陈志昊 公安县第三中学 毛家港镇官沟村街道 张敏 荆州市公安县毛家港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30 许少文 公安县第二中学 公安县孟溪镇青龙村九 3 号许平 公安县孟溪镇青龙村九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35 杨金涛 公安县第三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杨家厂镇杨军 荆州市公安县杨家厂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37 张慧慧 公安县第二中学 南平镇朱家湖村3组15号孙圣兰 荆州市公安县南平镇朱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41 洪嘉逸 公安县第三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甘家厂乡 2 号洪振银 荆州市公安县甘家厂乡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43 吴鑫隆 公安县南闸中学 公安县藕池镇合兴村7组吴柏权 公安县藕池镇合兴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44 宋梓祥 公安县第二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孟家溪镇宋淑兵 荆州市公安县孟家溪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44 周芷妍 公安县第二中学 公安县章庄铺镇荆红村1 -5号周家蓉 公安县章庄铺镇荆红村1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44 代胡瑜 公安县第二中学 公安县章庄铺镇石门嘴 3组8号代军 公安县章庄铺镇石门嘴 3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45 杜诗琪 公安县第二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南平镇中 1组2 号杜平 荆州市公安县南平镇中 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47 谭洪峰 公安县第二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狮子口镇洪梅 荆州市公安县狮子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47 樊傲辰 公安县第二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南平镇杨 1组1 号凡明霞 荆州市公安县南平镇杨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48 杨贤付 公安县第三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孟溪镇石 1 号杨中金 荆州市公安县孟溪镇石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49 汪诗颖 公安县第二中学 公安县斑竹垱镇苏家渡龚晓艳 公安县斑竹垱镇苏家渡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49 龚小梅 公安县第二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章庄铺镇龚艳军 荆州市公安县章庄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56 李昌清 公安县第二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南平镇军李昌清 荆州市公安县南平镇军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58 刘漫 公安县第二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黄山头镇于重英 荆州市公安县黄山头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60 杨宇 公安县第二中学 公安县章庄铺镇红桥村杨代兵 荆州市公安县章庄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60 刘杨鑫宇 公安县第二中学 公安县埠河镇协力村五刘勤学 公安县埠河镇协力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62 杨江袁 公安县第三中学 毛家港镇新世村八组3 号杨松建 毛家港镇新世村八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64 王先洁 公安县第二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章庄铺镇王龙 荆州市公安县章庄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65 马郑悦 公安县第二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毛家港公马俊 荆州市公安县毛家港公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73 喻秦龙 公安县第二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章田市乡 1 组2号喻霞 荆州市公安县章田市乡 1 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77 王慧意 公安县第二中学 公安县甘家厂乡贺岗村 5号王昌松 公安县甘家厂乡贺岗村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79 龚文利 公安县南闸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孟家溪镇 2 号刘圣林 荆州市公安县孟家溪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82 刘羽烨 公安县南闸中学 石首市高基庙镇长河村5组刘羽烨 石首市高基庙镇长河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86 陈雅炫 公安县南闸中学 公安县斑竹垱镇莲花垱 1 号陈永炎 公安县斑竹垱镇莲花垱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87 覃铝欣 公安县第三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南平镇杨 1 组3号覃玲 荆州市公安县南平镇杨 1 组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90 熊沈陈 公安县第二中学 公安县章庄铺镇襄东大 4 号熊善平 公安县章庄铺镇襄东大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92 胡星语 公安县第三中学 荆州市麻豪口镇裕华村孙月霞 荆州市麻豪口镇裕华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93 文思蕾 公安县第三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镇 1 组王昌雄 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镇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94 赵雨佳 公安县第二中学 公安县甘家厂乡双排村 2 号赵金蓉 公安县甘家厂乡双排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95 袁维毅 公安县第三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章田寺乡 1 组袁誉财 荆州市公安县章田寺乡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2****96 杨其然 公安县第三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麻豪口镇王芳 荆州市公安县麻豪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0 周志昂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周老嘴镇周兴亭 荆州市监利县周老嘴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0 朱宇阳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汴河镇朱 3组朱华 荆州市监利县汴河镇朱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0 张宇涵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毛市镇镜台村五张德生 监利县毛市镇镜台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0 杨梦婷 监利市新沟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红城乡西杨小班 荆州市监利县红城乡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1 柳雅雪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 1 号柳明 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1 范雅 监利市监利中学 龚场镇刘场村7组18号范先才 龚场镇刘场村7组1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1 刘梦琴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汪桥镇沧湖渔场刘卫伟 监利市汪桥镇沧湖渔场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2 李亮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永秦丽梅 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永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5 朱潇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 朱勇华 荆州市监利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5 都诗颖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何 6-4号都太原 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何 6-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5 谢铁山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裴 (容 )谢模全 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裴 (容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5 谭颖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红城乡裴 1 号谭启照 荆州市监利市红城乡裴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5 彭慧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柘木乡彭阮村8组1 号彭少安 监利市柘木乡彭阮村8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5 党承行 监利市柘木中学 监利市三洲镇下梓村 党桥山 监利市三洲镇下梓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5 郑杰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网市镇高 3-4号郑明洪 荆州市监利市网市镇高 3-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6 龚睿恒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周老嘴镇陈沱村4-4 号龚建平 监利县周老嘴镇陈沱村4-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6 陈何豪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安 4-1 号陈胜光 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安 4-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6 李志豪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监利县红城乡沙岭村4 号李建平 监利县红城乡沙岭村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6 平诗雅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红城乡金平村一平扬华 监利市红城乡金平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7 范子豪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新沟镇砖范万平 荆州市监利县新沟镇砖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7 沈梦瑶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容城镇沈柳村1 号沈绍俊 监利县容城镇沈柳村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8 方曙耀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桥市镇里 1 组1 号方科英 荆州市监利市桥市镇里 1 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8 余灿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三洲镇开 3组余移发 荆州市监利市三洲镇开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9 付志勇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分盐镇彭湾村一组28号付波林 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彭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9 蔡忠超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红城乡荷花48号蔡立方 监利市红城乡荷花4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9 张婉怡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汪桥镇走马村五组 张毕斯 荆州市监利市汪桥镇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09 李涵紫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 李明锋 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0 王子杰 监利市新沟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红城乡姜 5组3 号王伟 荆州市监利市红城乡姜 5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1 倪晶晶 监利市新沟中学 监利市网市镇庙三村3组9 号倪安军 监利市网市镇庙三村3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1 李鸿忠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分盐镇永正村六组 李正洋 分盐镇永正村六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1 常丹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朱河镇默斋村7组 常法庭 朱河镇默斋村7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2 胡壮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上车湾镇分洪村9-4号胡林 监利县上车湾镇分洪村9-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2 张东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毛市镇镜 8组张修波 荆州市监利市毛市镇镜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2 常倩雯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监利县朱河镇迎接村八常虎 监利县朱河镇迎接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2 陈思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柘木乡桥燕汪村陈德安 监利市柘木乡桥燕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2 李宇轩 监利市柘木中学 监利市三洲镇盐船村 李东林 监利市三洲镇盐船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3 熊天乐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张熊海军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4 付玲紫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分盐镇横堤村六 1 号付见军 监利县分盐镇横堤村六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5 石婷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红城乡新台村8-3 号石虎 监利县红城乡新台村8-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5 付海琴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网市镇新 7组付立恒 荆州市监利县网市镇新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7 姚明 监利市新沟中学 监利市龚场镇爱民村1组姚为贵 监利市龚场镇爱民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7 龚翔宇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 龚春风 监利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7 杨文娜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柘木乡柘木村1 组4号杨涵 柘木乡柘木村11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8 唐紫嫣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唐孝洪 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8 邹静 监利市新沟中学 监利县黄歇口镇东港村3-1 号邹波 监利县黄歇口镇东港村3-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9 郝涛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容城镇半郝齐芬 荆州市监利市容城镇半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9 陈夏玲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柘木乡 陈海波 荆州市监利市柘木乡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19 张孝义 监利市柘木中学 监利市三洲镇南堤村 张移新 监利市三洲镇南堤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0 周鹏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周老嘴镇新场村2组1 号周俊杰 监利县周老嘴镇新场村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0 万光权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黄歇口镇万新成 荆州市监利县黄歇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0 胡蒙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上车湾镇 2组胡国成 荆州市监利县上车湾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1 邹聪 监利市监利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龚场镇秦邹朝斌 荆州市监利县龚场镇秦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1 许金金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赵 4-5 号许光羲 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赵 4-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1 何诗婷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何何红平 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何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1 黄希文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福田寺镇黄明松 荆州市监利市福田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1 陈明 监利市朱河中学 监利县柘木乡天育村 梁治安 监利县柘木乡天育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2 杨科成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毛市镇孟河村二杨勇 监利县毛市镇孟河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3 杨乐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直河村3组3 号魏红 荆州市监利县直河村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3 李凡明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 4组李少华 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4 喻承名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网市镇 任义新 监利县网市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4 李雄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汪桥镇金李年忠 荆州市监利市汪桥镇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4 王振宇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汪汪重香 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汪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4 李莹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白螺镇五 5组李木香 荆州市监利市白螺镇五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5 郑子豪 监利市监利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程集镇四 8-3 号郑卜武 荆州市监利县程集镇四 8-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5 吴帆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桥市镇鸭业一场吴金华 监利县桥市镇鸭业一场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6 胡高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上车湾镇胡宝清 荆州市监利县上车湾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6 付先姿 监利市朱河中学 监利县白螺镇瞿李村 付祖利 监利县白螺镇瞿李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7 刘乐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市网市镇刘王村三刘兵山 监利市网市镇刘王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7 张煜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程集镇杨 4组张敏 荆州市监利县杨柘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7 刘浩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白螺镇荆 5组孙香莲 荆州市监利市白螺镇荆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8 刘锦涛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新沟镇砂机村六刘书先 监利市新沟镇砂机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8 刘奇枭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棋盘镇沈 1 -1 号沈小元 荆州市监利县棋盘村1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9 薛娜娜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红城乡薛李村三组 薛标平 红城乡薛李村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9 刘莹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桥市镇向进村1 组刘其兵 监利市桥市镇向进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9 冯福超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燕 6-5 号冯怡生 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燕 6-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29 王倩 监利市朱河中学 监利县三洲镇复兴村六王明华 监利县三洲镇复兴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0 刘阳琼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三洲镇王刘大猛 荆州市监利市三洲镇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0 杨望婷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三 2 号杨明浩 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三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0 刘正然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龚场镇双湾村3组1 号刘军 监利县龚场镇双湾村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1 赵彭灿 监利市新沟中学 监利县新沟镇 赵长荣 监利县新沟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1 夏良凯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红城乡姜老湾村1 号夏波 监利县红城乡姜老湾村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1 罗漫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周老嘴镇 3-2罗柏平 荆州市监利县周老嘴镇 3-2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2 朱后涛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三 1 组朱启文 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三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2 罗子恬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前 3 号罗云立 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前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3 杨宇康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朱河镇中杨书槐 荆州市监利市朱河镇中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3 潘诗语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柘木乡薛潭村 潘正勇 监利县柘木村薛潭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4 孙锐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陶孙先祥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陶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4 沈静雯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杨沈兰山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5 郑梦婷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上车湾镇华容道 4组1 号郑从富 监利市上车湾镇华容道 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5 周闯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新沟镇梅周振银 荆州市监利县新沟镇梅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5 陈豪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陡陈新平 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陡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5 吴玲珑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红城乡洪吴绪刚 荆州市监利市红城乡洪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6 董宇杰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容城镇老台村4组董均芳 监利县容城镇老台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6 朱佳娇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花朱红该 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6 倪婧颖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网市镇庙 1 -2 号倪江波 荆州市监利县网市镇庙 1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6 张洁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固张绪军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固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6 唐礼 监利市城关中学 监利市红城乡周庵村2 号李燕芳 监利市红城乡周庵村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6 唐玄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柘木乡龚 1 组6 号唐玄 荆州市监利市柘木乡龚 1 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6 黎晓琴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龚场镇新黎宏武 荆州市监利县龚场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7 邹爱红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工邹小满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工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7 张俊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永张宝林 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永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7 陶瑶瑶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周老嘴镇向桥村 陶辉 荆州市周老嘴镇向桥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7 许拉 监利市朱河中学 监利县尺八镇许杨村五许法海 监利县尺八镇许杨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8 薛梦阳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尺八镇薛湖村 薛飞军 监利县尺八镇薛湖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8 高敏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赖高拔群 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赖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9 张锦康 监利市监利中学 汴河镇严垴村1-04号 张卫平 荆州市监利县汴河镇严 1-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39 程佳明 监利市朱河中学 棋盘乡南湾村 程勇 荆州市监利县棋盘乡南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0 熊添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市汪桥镇赵家村1组熊宗礼 监利市汪桥镇赵家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0 夏贤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桥市镇克夏圣波 荆州市监利市桥市镇克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0 周志雄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薛周维勇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薛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0 王扬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双王学军 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1 彭媱媱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彭彭泽超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彭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1 刘然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网市镇 刘承涛 荆州市监利县网市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2 刘悦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市新沟镇白龙村二刘慧 监利市新沟镇白龙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2 匡俊豪 监利市朱河中学 监利县汴河镇王堰村5-3 号匡翠国 监利县王堰村5-34号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3 何佳星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 谢小红 监利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3 徐志高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上车湾镇 8组4徐桃花 荆州市监利县上车湾镇 8组4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3 刘一帆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白螺镇荆刘亚波 荆州市监利市白螺镇荆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3 夏雨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柘木乡增夏四海 荆州市监利市柘木乡增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4 姚鼎立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毛市镇崔吴村1 组姚鹏 荆州市监利市毛市镇崔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4 邹雨轩 监利市朱河中学 监利市白螺镇阳光村8组邹云堂 荆州市监利市白螺镇阳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4 熊慧珍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熊 1-0 号熊秋红 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熊 1-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5 郭紫莟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汴河镇莫桥村3-45号 郭政 荆州市监利县汴河镇莫 3-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5 熊志豪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三洲镇王塘村五熊振军 监利县三洲镇王塘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5 张慧琳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棋盘镇黄张大方 荆州市监利县棋盘镇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5 何宇茜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棋盘乡菊 2组何海红 荆州市监利县棋盘乡菊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6 李诗怡 监利市新沟中学 监利县严场村四组 李银宾 监利县严场村四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6 余希强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朱河镇余杨村二余可见 监利市朱河镇余杨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6 徐晶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李徐柳生 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7 陈威伦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市程集镇张马村8-1 号陈建成 监利市程集镇张马村8-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7 刘志宇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阳邹天新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阳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7 何一帆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监利县汴河镇叶林村八何仁波 监利县汴河镇叶林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7 余轩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三洲镇新港村 余明星 荆州市监利市三洲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8 雷义 监利市新沟中学 监利县 雷长生 监利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8 袁子怡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程集镇袁 2组程平华 荆州市监利县程集镇袁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9 颜学西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市分盐镇姜油村二 1 号颜家洪 监利市分盐镇姜油村二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9 刘明宣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新沟镇砖剅村三组 刘海波 监利市新沟镇砖剅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49 吴铠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支易小红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支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0 张玲珑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新沟镇横台村二张书顺 监利县新沟镇横台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0 尹子豪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尹洪南 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0 李正雄 监利市朱河中学 白螺镇阳光村 李青山 荆州市监利市白螺镇阳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0 何家乐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监利市柘木乡肖桥村5组何仁青 监利市柘木乡肖桥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1 刘心如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红城乡罗巷村7-5号刘勇 监利县红城乡罗巷村7-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1 胡耀顺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毛胡向阳 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毛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1 刘志奇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新 6 号刘红波 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新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1 张心怡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张场村 张少才 荆州市监利县张场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1 李昌建 监利市朱河中学 监利县尺八镇白桥村二李合神 监利县尺八镇白桥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2 刘明天 监利市监利中学 新沟镇砖剅村 刘鹏军 新沟镇砖剅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2 张昌昌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毛市镇群力村1 组张勇军 监利县毛市镇群力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2 谢群超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棋盘乡北谢作森 荆州市监利市棋盘乡北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2 李海洋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横李有远 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横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3 闾静文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杨闾太平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3 刘阳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白螺镇杨林山村2组1 号刘庆虎 监利县白螺镇杨林山村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4 刘亮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三洲镇东 1 组刘冬生 荆州市监利市三洲镇东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4 姜翔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三洲镇肖姜辅平 荆州市监利县三洲镇肖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4 赵红艳 监利市朱河中学 监利县朱河镇迎接村 赵富林 监利县朱河镇迎接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5 张晓蓉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官张国洪 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官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6 王刚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三王书良 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7 曾维闯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容城镇江心台村曾德红 监利县容城镇江心台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7 周王轩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同王香勇 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7 肖方遥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兰肖书生 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7 刘颖颖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市红城镇毛老渊村刘亚海 监利市红城镇毛老渊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7 朱思伟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 朱小兵 监利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8 聂赐洋 监利市新沟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周老嘴赵聂谋发 荆州市监利县周老嘴赵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8 宋娜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尺八镇蔡刘村五 5-0 号宋利建 监利县尺八镇蔡刘村五 5-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8 邹宇萌 监利市朱河中学 尺八镇邹口村 邹少兵 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邹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9 薛伟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新薛显利 荆州市监利县柘木乡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9 杨超 监利市朱河中学 柘木乡大王庙村 杨金武 荆州市监利市柘木乡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59 李小倩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市龚场镇新风村五 6 号李茂喜 监利市龚场镇新风村五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0 王梦宇 监利市监利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2-29 何黎辉 荆州市监利县2-29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0 周锋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容城镇三周胜利 荆州市监利市容城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0 邓思琴 监利市朱河中学 尺八镇泥套原种场 邓双鹏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泥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1 唐家康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县红城乡炉火 1组唐支元 荆州市监县红城乡炉火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1 常雨婷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周邓勤勤 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周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1 闵锐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三洲镇新闵怀德 荆州市监利县三洲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2 解维驰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三洲镇三 9组解新春 荆州市监利市三洲镇三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2 匡衡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监利市汴河镇排六村一匡兵红 监利市汴河镇排六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2 邹千秋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朱河镇翰林村 邹万新 监利县朱河镇翰林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3 吴宇航 监利市监利中学 桥市镇北吴村6-21号（合 l 西 r ，证 ）吴先红 桥市镇北吴村6-21号（合 l 西 r ，证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3 谢安 监利市监利中学 棋盘乡北谢村4-4号 谢正伟 荆州市监利县棋盘乡北 4-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3 李杨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分盐镇古李群 荆州市监利市分盐镇古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3 张朗豪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固张新武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固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3 熊思语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市周老嘴镇张场村7组熊维兵 监利市周老嘴镇张场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3 王海蓉 监利市外国语学校 监利市龚场镇 王继明 监利市龚场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4 谢中振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监利市棋盘乡桐梓 6 号谢良城 荆州监利市棋盘乡桐梓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4 匡源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理县网市镇9组8号匡记林 荆州市监理县网市镇9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4 肖汉龙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朱河镇仁义村9组肖文 监利县朱河镇仁义村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4 龚子纹 监利市朱河中学 监利县柘木乡燕子口村龚四明 监利县柘木乡燕子口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5 王妮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柘木乡聂河村 王小平 监利县柘木乡聂河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5 王子阳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监利县毛市镇莲福村三王道洲 监利县毛市镇莲福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5 陈佳美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周 7组徐礼华 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周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6 李佳敏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姜 3组9号张金兰 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姜 3组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6 向腾飞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分盐镇分盐村七组17号向林 监利市分盐镇分盐村七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6 张麒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龚 3组张光宗 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龚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6 邓圣龙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程集镇堤邓业文 荆州市监利县程集镇堤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6 陈毅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江心台村陈四海 荆州市监利市江心台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7 李家寓 监利市监利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万佛寺村6组7 号李刚 荆州市监利县万佛寺村6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7 朱灿 监利市监利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网市镇扒 4组8 号朱德寿 荆州市监利市网市镇扒 4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7 刘梓豪 监利市监利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红城乡石 3 号邓海燕 荆州市监利县红城乡石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7 李欣宇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汴河镇周河街1号李振武 监利市汴河镇周河街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7 肖远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尺八镇三塘村四朱燕 监利市尺八镇三塘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7 熊欢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三姜祥霞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7 雷珏冰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市桥市镇舒 3 号雷法光 荆州市监利市桥市镇舒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8 邹家金 监利市朱河中学 白螺镇工农村 邹平安 荆州市监利市白螺镇工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9 李斗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柘木镇开李志明 荆州市监利县柘木镇开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9 赵曼钦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监利县红城乡木桥村 赵刚 监利县红城乡木桥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69 李俊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龚场镇红 7组2 号李宗富 荆州市监利县龚场镇红 7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0 杨超凡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杨君良 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0 董义天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红城乡裴铺村1 号董红新 监利县红城乡裴铺村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0 吴建宇 监利市朱河中学 监利县朱河镇建设村九吴均军 监利县朱河镇建设村九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0 秦立志 监利市朱河中学 监利县尺八镇陶市村七周双凤 监利县尺八镇陶市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0 赵泰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程集镇永红村（原 ）赵茂华 监利县程集镇永红村（原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0 李萍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分盐镇河山村四组43号薛元枝 分盐镇河山村四组4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1 李湘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红城乡横丰岭村1 组李航 监利县红城乡横丰岭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1 伍卓伟 监利市朱河中学 白螺镇凤凰村 伍新国 荆州市监利市白螺镇凤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2 张新艳 监利市监利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棋盘乡桐 2组张少法 荆州市监利县棋盘乡桐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2 罗权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黄歇口镇万爱支 荆州市监利县黄歇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2 张凯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毛市镇南 1组张又堂 荆州市监利县毛市镇南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2 李毅 监利市朱河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引邹玉霞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引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2 龚志权 监利市新沟中学 监利市网市镇明剅村1 -8号魏显模 监利市网市镇明剅村1 -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2 李一广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白螺镇瞿李村二李海兵 监利县白螺镇瞿李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3 钟紫丹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钟必华 荆州市监利县福时镇薛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3 朱本浩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朱河镇江十村二组 朱江华 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江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3 吴邦昕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棋李庆梅 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棋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4 赵乐乐 监利市监利中学 大垸农场 王海霞 大垸农场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4 李邦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周老嘴镇 1 -2 号李忠远 荆州市监利县周老嘴镇 1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5 夏致杰 监利市新沟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新沟镇永高祥 荆州市监利县新沟镇永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6 舒典 监利市监利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桥市镇舒舒凤耀 荆州市监利市桥市镇舒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6 舒静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舒 1组2号舒虎林 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舒 1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6 刘晓航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程集镇四 1 -5 -1号刘本禄 荆州市监利县程集镇四 1 -5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6 雷腾超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监利市棋盘乡南湾村6－4号雷平华 监利市棋盘乡南湾村6－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6 张涛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毛市镇陈赵村9组张军建 监利县毛市镇陈赵村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8 平述友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毛市镇联盟村1组平仁后 监利县毛市镇联盟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8 黄兵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监利县毛市镇李家门村黄希艳 监利县毛市镇李家门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8 卢思甜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阳 7-0卢建红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阳 7-0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9 李秋发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监利县荆州市监利县汪李昌高 监利县荆州市监利县汪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9 高子杰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汪桥镇莲高红兵 荆州市监利市汪桥镇莲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9 付依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三洲镇上梓村 付庆 监利县三洲镇上梓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79 舒思敏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桥市镇舒蔡垸村二组 舒岳军 桥市镇舒蔡垸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0 段紫怡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 段乐元 监利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0 双婉琴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毛市镇卸市村 双淼春 监利县毛市镇卸市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1 李梓雄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市新沟镇雷河村6组李义华 监利市新沟镇雷河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1 程亚敏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汴河镇尹桥村2-2 号程建城 监利市汴河镇尹桥村2-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1 谢作泼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汴河镇徐谢建洪 荆州市监利县汴河镇徐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1 胡曼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朱河镇翰常小姣 荆州市监利市朱河镇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1 彭熠萱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周老嘴镇嘉华村彭江林 监利县周老嘴镇嘉华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2 王浩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朱河镇青山村七王剑 监利市朱河镇青山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2 朱正大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毛市镇长 6组朱思成 荆州市监利县毛市镇长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2 杨紫燕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新沟镇新 1 组杨满堂 荆州市监利县新沟镇新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3 曾佑麒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红城乡太平村8-1 号周红梅 监利市红城乡太平村8-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3 唐祉明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红城乡炉黄红燕 荆州市监利县红城乡炉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3 季沐宇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季季耀荣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季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3 廖婉梦 监利市新沟中学 监利县荒湖农场一生活 -1 号廖万成 监利县荒湖农场一生活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4 周子文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黄观村5组94号熊亚华 监利县黄观村5组9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4 王子豪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棋盘乡侯 2-2 号王功明 荆州市监利县棋盘乡侯 2-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5 张国雄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周老嘴镇施家村3组张云方 监利县周老嘴镇施家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5 杜壮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兰吴珑玲 荆州市监利县尺八镇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5 文依佳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五 2-4号朱红元 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五 2-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5 常星灿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汴河镇胡 1 －1 号常安东 荆州市监利县汴河镇胡 1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6 胡源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桥胡国平 荆州市监利市尺八镇桥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7 刘雪懿 监利市新沟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周老嘴镇 7-2刘烈斌 荆州市监利市周老嘴镇 7-2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8 张天杭 监利市新沟中学 监利县 张强 监利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8 王盛震 监利市监利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红城乡三王乐成 荆州市监利县红城乡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8 徐伦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棋盘乡金 2组徐祖军 荆州市监利县棋盘乡金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8 刘朕锋 监利市新沟中学 国营人民大垸农场振兴 1 号吕静 国营人民大垸农场振兴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8 钟爽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程集镇千河村1-2 号胡琼娥 监利县程集镇千河村1-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8 文婉婷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湖北监利县分盐镇五姓 2组2 号文堂虎 湖北监利县分盐镇五姓 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9 刘驰 监利市监利中学 红城乡白家湾村六组 乾述香 红城乡白家湾村六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9 唐炜来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桥市镇南唐村6-3 号唐五林 监利县桥市镇南唐村6-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89 吴晶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北吴平涛 荆州市监利县桥市镇北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0 黄哲俊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网市镇万佛寺村2组黄若彪 监利县网市镇万佛寺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0 肖乐乐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南肖荣桂 荆州市监利县分盐镇南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0 杨慧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汴河镇红 1 组5号杨永火 荆州市监利县汴河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0 刘雨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三洲镇白刘齐发 荆州市监利市三洲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0 夏伟健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爱民村九李麦林 荆州市监利县爱民村九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0 陈雨欣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大垸农场黄英分 8队9 号冯红梅 监利县大垸农场黄英分 8队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1 李忠贤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龚场镇红 6组李汝科 荆州市监利县红星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1 熊茹月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朱河镇冠沟村三组 朱正炜 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冠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2 李良直 监利市新沟中学 监利市新沟镇三中村二彭梅芳 监利市新沟镇三中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2 雷磊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棋盘乡南湾村6-4号雷平华 监利市棋盘乡南湾村6-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2 徐诗婷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三 2 号哀琴芳 荆州市监利县容城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2 段雨萱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市红城乡夏王村2 号段德乾 监利市红城乡夏王村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3 岳煌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桥市镇刘汪村1-4 号刘香莲 监利县桥市镇刘汪村1-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3 柳稳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福田寺镇联化村 1 号柳井涛 监利县福田寺镇联化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3 杨林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上车湾镇 5杨永琪 荆州市监利市上车湾镇 5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3 祁书豪 监利市新沟中学 监利县周老嘴镇新桥村2-4 号祁敏 监利县周老嘴镇新桥村2-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3 杨丹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分盐镇关庙村2-1 号杨东方 监利县分盐镇关庙村2-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4 朱莹 监利市新沟中学 监利县 朱建勋 监利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4 尹佳乐 监利市实验高级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严尹建平 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严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4 何天宇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汴河镇何家村3组4 号何建红 监利县汴河镇何家村3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5 何熏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汴河镇王垸村6组 何中元 汴河镇王垸村6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6 余芳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网市镇高庙村3-3 号王红珍 监利县网市镇高庙村3-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7 陈立卓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市白螺镇王李村6-1陈国君 监利市白螺镇王李村6-1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7 许丽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桥市镇赵许村2-1 号许定华 监利县桥市镇赵许村2-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7 朱婉鑫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分盐镇北剅村十组18号朱波坪 分盐镇北剅村十组1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8 张艺谋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朱张盛铜 荆州市监利县汪桥镇朱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8 周永鹏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荆州市监利县大垸农场 7队8号周碧波 荆州市监利县大垸农场 7队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8 余洁 监利市监利中学 监利县毛市镇斗湖村 余树清 监利县毛市镇斗湖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9 张子豪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毛市镇莲福村一组72号张家斌 荆州市监利县毛市镇莲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9 田振辉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大垸农场中州分 2队1 号赵秋霞 监利县大垸农场中州分 2队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23****99 李淑贤 湖北省监利市第一中学监利县柘木乡开湖村9-2 号李安荣 监利县柘木乡开湖村9-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0 王铮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中王彬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中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0 罗瑜轩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滨湖办事处杨咀 8 号杨华 洪湖市滨湖办事处杨咀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0 梅雪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梅 3-5梅神州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梅 3-5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1 杨灿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南杨先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南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1 李政伟 洪湖市第一中学 乌林镇青山村12组 李淑平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青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1 陈得瑜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海陈静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1 刘佩权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花 6组1-2刘祥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花 6组1-2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1 陈奇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陈波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1 白伊茗 洪湖市第一中学 峰口镇祥和路98号 白登刚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祥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1 颜淑婧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穴 2-2周守贵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穴 2-2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1 蒋志勤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杨 2 号蒋离军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杨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2 罗淇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五分 3 号罗五仿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五分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2 叶雨欣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沙总厂 1 栋叶天军 荆州市洪湖市大沙总厂 1 栋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3 张才林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新滩镇补 9号张忠顶 荆州市洪湖市新滩镇补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3 孔令财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梅桥村4-1孔令财 洪湖市曹市镇梅桥村4-1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3 李畅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农李进华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农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3 李顺民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文张莉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3 谢正颖 洪湖市第一中学 螺山镇伍家窑村四组3 号谢志民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伍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4 胡芷柔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胡州村八胡勤军 洪湖市乌林镇胡州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4 刘思雨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双 4 号刘兵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双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4 周楦楠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永丰村六 2 号周勇 洪湖市万全镇永丰村六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4 徐皓月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荆州市监利市汴河镇兴徐卫军 荆州市监利市汴河镇兴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4 罗雪蝶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五分 2 号罗会龙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五分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5 鲁玉莹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沙湖管 3 号鲁青岭 荆州市洪湖市大沙湖管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5 杨鑫铭 洪湖市补习学校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杨传中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5 胡永康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胡家洲村1 组胡志雄 洪湖市乌林镇胡家洲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5 李紫萱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河岭村四 5李育成 洪湖市龙口镇河岭村四 5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5 李帅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中原村五 2 号王艳芳 洪湖市螺山镇中原村五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5 乔子慧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乔乔红平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乔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6 秦继达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庙湾村1-1李喜安 洪湖市曹市镇庙湾村1-1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6 李永芳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中原村3 号洪大红 洪湖市螺山镇中原村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6 周天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新滩镇东 5组1 号周忠祥 荆州市洪湖市新滩镇东 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6 曾梦蝶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横曾又火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横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7 王悠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五村一小 2号王柱柏 洪湖市燕窝镇五村一小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7 李正斌 洪湖贺龙中学 螺山镇重阳树村 李阳生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重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7 马嫣然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新滩镇新马飞 荆州市洪湖市新滩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7 熊慧琳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府场镇农熊长生 洪湖市府场镇农科所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7 胡紫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中 1 号吕桂姣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中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8 代梓旋 洪湖市补习学校 middot;洪湖市戴家场 4 号代百洋 洪湖市戴家场镇花园村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8 熊天驰 洪湖市第一中学 滨湖街道付湾村 熊力 滨湖街道付湾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8 卢娜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卢雄才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8 饶子涵 洪湖市第一中学 桥市镇袁刘村7-14号 卢丽 监利县桥市镇袁刘村7-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8 童耀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清童新桥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清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8 方钰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梅方志国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梅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9 董黄羚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南林村 1 号董大生 洪湖市戴家场镇南林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9 王哲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百桥村 1 号王祥军 洪湖市戴家场镇百桥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9 张富东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四分 7 号张长春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四分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9 付梦良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皇堤宫村 6 号付小建 洪湖市螺山镇皇堤宫村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9 李正良 洪湖市第二中学 戴家场寄木村3组 李功义 戴家场寄木村3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9 黄烨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周湾村一 1 号黄国超 洪湖市峰口镇周湾村一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9 董梓焕 洪湖市第一中学 曹市镇向荣村 董红成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9 黄果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赤 2 号黄道凯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赤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09 肖雅甜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金 2肖云山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金 2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0 汪阳航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马 4组9 号汪志雄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马 4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0 李朋涛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三分厂 李子田 洪湖市大同湖三分厂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0 胡锦明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小 6组胡勤树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小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0 林奕廷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沙湖管 9-1 号石世彦 荆州市洪湖市大沙湖管 9-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0 董靖文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简市村 董海军 洪湖市万全镇简市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0 颜雨蒙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滨湖汉沙渔场六 2 号李桂红 洪湖市滨湖汉沙渔场六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0 王芊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庆龙敏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庆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0 龙彩云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河岭村2组3 -2号龙远略 洪湖市龙口镇河岭村2组3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0 刘念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新滩镇下湾村1 号曾敏 洪湖市新滩镇下湾村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0 陆时一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百桥村 1 号陆明贵 洪湖市戴家场镇百桥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0 李婉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群星村六 5号李金林 洪湖市峰口镇群星村六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1 雷思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李桥村三刘国秀 洪湖市乌林镇李桥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1 万舟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万宏金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1 许勉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农 3 号许国超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农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1 郭峰 洪湖市第二中学 峰口镇潭洲村32号 张美玉 峰口镇潭洲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1 王佳瑶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赵杨中华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赵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1 何萌萌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竹何乐兴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竹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1 颜家馨 洪湖市第一中学 府场镇双湖村1-17号 颜永富 洪湖市府场镇双湖村1-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2 李胜云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府场镇蔬 1 号李红波 荆州市洪湖市府场镇蔬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2 张信夫 洪湖市第一中学 乌林镇莒头村11组6号张武阳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莒 1 组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2 李一诺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双 2 号王稳银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双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2 李雅琦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集贸一街2 -1号李红勇 洪湖市螺山镇集贸一街2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2 汪炫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伍 1 号任道荣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伍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2 崔奕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丰乐村三崔楚清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2 潘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黄家口镇创建村 4 号潘卫星 洪湖市黄家口镇创建村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3 曾凯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新滩村坪北村2 号曾凡兵 洪湖市新滩村坪北村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3 李晗菲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吴王庙七张伏秀 洪湖市乌林镇吴王庙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3 杨紫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庆杨艳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庆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3 夏浙 洪湖贺龙中学 湖北荆州市洪湖市戴家 5组1号周运新 湖北荆州市洪湖市戴家 5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3 李欣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中李小群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中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4 黄怡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定 3 号黄涛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定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4 陶芝雨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葵陶守军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葵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4 刘旺 洪湖市第一中学 湖北洪湖戴家场百桥村刘守益 湖北洪湖戴家场百桥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4 杜开泰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洪丰村三 2 号杜红章 洪湖市燕窝镇洪丰村三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5 胡文瑞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新新 4 -1 号胡春红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新新 4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5 徐元顺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 1-5 号徐连生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 1-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5 崔淇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崔沟村六崔林 洪湖市沙口镇崔沟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5 熊绪萌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5 号母亲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5 鲁心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五村一小 6 号鲁红飞 洪湖市燕窝镇五村一小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5 王瑾 洪湖市第一中学 燕窝镇沙套湖村 王深义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沙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5 廖婉倩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滨湖付湾渔场二 4 号廖奇林 洪湖市滨湖付湾渔场二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5 张卫 洪湖市第一中学 湖北洪湖市龙口镇月华 2刘淑芳 湖北洪湖市龙口镇月华 2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5 涂念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4 号杨圣英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5 李星吕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松李选平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松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5 赵雅欣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定 1 号赵道超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定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5 倪乐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塔路村三组155号倪安聪 万全镇塔路村三组15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6 黄美凤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同 3黄定平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同 3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6 郑子怡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监利县福田寺镇郑章红 洪湖市监利县福田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6 王京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黄 3组王光军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黄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6 廖柳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茅廖旭兵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茅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6 尹涵忠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水口村十尹加贵 洪湖市沙口镇水口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6 黄欣蕊 洪湖市第一中学 沙口镇红旗湖渔场 谢蓉 沙口镇长河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6 刘娜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新河 4 号刘大军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新河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7 李梓浚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李贤华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7 丁灿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乐刘先桃 洪湖市曹市镇向东村4-0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7 廖佳宇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石码头村 1 号廖学平 洪湖市乌林镇石码头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7 曾奇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松曾红国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松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7 李晓芊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李厚鹏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7 李新同 洪湖贺龙中学 螺山镇花园村九组1号李维波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花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7 范欣桐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花刘烈芳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7 龚时若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塘脑湖村1 组荣艮姣 洪湖市峰口镇塘脑湖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8 孙甜甜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洪湖市峰口镇塘脑湖村段莉 洪湖市峰口镇塘脑湖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8 龚尹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办事 1 号龚建军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办事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8 王颖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新滩镇东湖村1 号王文贤 洪湖市新滩镇东湖村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8 张纯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解放村一 3 号张红 洪湖市燕窝镇解放村一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8 刘肖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沙洲 5 号刘少明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沙洲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8 周迅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幸福村一 7 号周铁柱 洪湖市燕窝镇幸福村一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9 肖亮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万家墩村 甘元香 洪湖市万家墩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9 郭雅玲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南林村 4 号郭志勤 洪湖市戴家场镇南林村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9 胡子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街道王春燕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街道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9 蔡畅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龙潭村四 3 -1蔡定春 洪湖市螺山镇龙潭村四 3 -1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9 江厚鑫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镇江忠孝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9 田淅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伍熊春国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伍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9 黄文俊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万宝村三 5号黄达文 洪湖市峰口镇万宝村三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9 曾蓉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万宝村五 7号曾令操 洪湖市峰口镇万宝村五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9 李伦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办事 2 号李旺山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办事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19 晏思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汊河镇晏坊村1组4 号晏承举 洪湖市汊河镇晏坊村1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0 黄聪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翻叶欢梅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翻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0 秦操 洪湖市第二中学 洪湖市洪善村 刘凤娥 洪湖市洪善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0 张红叶 洪湖市第一中学 黄家口镇杨家墩村七组张四清 洪湖市黄家口镇杨家墩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0 肖子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潭子村四 1 号李想姣 洪湖市永丰北岭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0 胡磊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戴剅沟村 4号胡爱军 洪湖市戴家场戴剅沟村 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0 徐铸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双红村3-6号 徐述军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双 3-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0 郑记龙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办事 5组3 号郑从礼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办事 5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0 孔文俊 洪湖市第二中学 洪湖市汊河镇甘寺村2组1号孔祥国 洪湖市汊河镇甘寺村2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0 卢紫轩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龙潭村一 5 号卢涛 洪湖市螺山镇龙潭村一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1 许侨洋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战斗村5-3乔小琼 洪湖市曹市镇战斗村5-3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1 侯紫豪 洪湖贺龙中学 戴家场镇螺滩村12组3 号贺艳霞 戴家场镇螺滩村12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1 边政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沙洲 3 -2号边自仁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沙洲 3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1 张雨荷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洪湖市万全镇小河村 平贵娇 洪湖市万全镇小河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1 别淳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武别浩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武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2 刘颖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何 1 号刘军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何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2 朱俊杰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幸 4号朱安辉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幸 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2 邹操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龙 2组邹小波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龙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2 胡海亮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关庙村 3 号胡纯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2 舒丹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监利市桥市镇舒垸村 陈红英 监利市桥市镇舒垸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2 方怡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中方巍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中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2 付格 洪湖市第一中学 付湾渔场五组 付炎 付湾渔场五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3 邵纤云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全 1 号邵云祥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全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3 胡理铭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胡州村四 4号胡义 洪湖市乌林镇胡州村四 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3 陈帅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马 4-6陈锌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马 4-6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3 侯畅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水侯功成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水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3 陶金奎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4 号陶武海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3 黄淇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万黄友艮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3 许俊辉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战斗村 许祖龙 洪湖市战斗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3 尹中全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汊河镇永安路1 号尹军 洪湖市汊河镇永安路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4 胡胜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白玉村二 1 号胡洪维 洪湖市乌林镇白玉村二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4 胡创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大同镇关山村 胡新春 洪湖市大同镇关山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4 肖凡 洪湖市文泉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南林村肖元喜 洪湖市戴家场镇南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4 马家乐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双红村 马红兵 洪湖市螺山镇双红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4 王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指南村1 号王家波 洪湖市万全镇指南村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4 崔琼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崔 5号崔炎松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崔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5 叶子健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 叶柏云 荆州市洪湖市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5 程平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丰乐村二 4 号程宏明 洪湖市燕窝镇丰乐村二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5 盛家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滨湖付湾二组4 号盛晓虎 洪湖市滨湖付湾二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5 周宇彤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滨湖付湾渔场二 4 号刘艳霞 洪湖市滨湖付湾渔场二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5 罗伟琦 洪湖贺龙中学 螺山镇新螺路4-7号 王杨华 螺山镇新螺路4-7号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5 覃蜜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办事覃义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办事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6 黎江 洪湖市补习学校 洪湖市峰口镇周湾村 黎金国 洪湖市峰口镇周湾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6 李佳辉 洪湖贺龙中学 乌林镇松林村一组32号李恒川 洪湖市乌林镇松林村一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6 陈扬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中彭海容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中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6 孟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刘桥村五孟庆义 洪湖市沙口镇刘桥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6 郭晓茹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吴湾村 郭四平 荆州市洪湖市吴湾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7 崔颖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茅江街道 8 号 1 栋1单 1 室杨庆 荆州市洪湖市茅江街道 8 号 1 栋1单 1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7 左国维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 左保权 荆州市洪湖市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7 熊哲 洪湖贺龙中学 府场镇双湖村1组36号熊斌 府场镇双湖村1组3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7 王文婧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战周红兰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战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7 鞠天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伍峰路一 2号戈秀桃 洪湖市峰口镇伍峰路一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7 杨凯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戴青春 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7 廖子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乌林镇石码头村一组7 号石红霞 乌林镇石码头村一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7 黄小婉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铁牛村三 3 -2黄祥有 洪湖市螺山镇铁牛村三 3 -2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8 游自强 洪湖市补习学校 荆州市洪湖汊河镇槎头 2组2号游东方 洪湖市汊河镇槎头村2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8 胡淳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潭子村6-2 号胡国锋 洪湖市万全镇潭子村6-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8 王昌帅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花王新红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8 李鹏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中岭村一 3 号李才中 洪湖市万全镇中岭村一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8 刘一飞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新合村 刘兴国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8 杨盛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汊 3-3杨艳斌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汊 3-3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8 宋子轩 洪湖市第一中学 乌林镇松林村二组21-1号宋国红 洪湖市乌林镇松林村二 2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8 刘乔颖 洪湖市第一中学 茅江春雨亭六巷四里3号张璇 茅江春雨亭六巷四里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8 李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河岭村十 1 －1号父亲 洪湖市河岭村十一组1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8 苗鑫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1 组苗华君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8 刘一林 洪湖贺龙中学 螺山镇花园村一组9号余丁芝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花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8 刘芳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9 号刘培高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9 蔡乐乐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蔡母亲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蔡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9 章敏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螺山镇双龙村五 3 -1章小平 荆州市螺山镇双龙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9 李珊璇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重阳树村 3 -1李开松 洪湖市螺山镇重阳树村 3 -1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9 熊欣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新滩镇坪北村1 号熊华君 洪湖市新滩镇坪北村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9 熊雨果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新滩镇坪北村1 号熊同刚 洪湖市新滩镇坪北村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9 张芷萱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全 1 号张爱勤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全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29 曾婧涵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荊州市洪湖市烏林鎮烏賀雄 荊州市洪湖市烏林鎮烏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0 匡爱军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汊河镇邹万村四匡晋伟 洪湖市汊河镇邹万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0 李鑫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李贤涛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0 熊永乐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崔沟村二 1 号父亲 洪湖市沙口镇崔沟村二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0 曹大为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向曹坤伟朱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0 李天乐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府场镇中心东路3 号李典权 洪湖市府场镇中心东路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0 陈毅 洪湖市第一中学 戴家场镇水塔村4组 陈庚柏 戴家场镇水塔村4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0 谢宇涵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袁家湾村 1 号谢永安 洪湖市螺山镇袁家湾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0 伍健辉 洪湖市第一中学 监利市黄歇镇伍岭村1-4 号伍修告 监利市黄歇镇伍岭村1-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0 袁梦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机械 1 号孟丹丹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机械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0 吕曾硕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吕想新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0 罗欢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昌罗刚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0 彭雨菲 洪湖市第一中学 燕窝镇庆丰村一小区9 号彭舟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一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1 颜飘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府场镇船 8-1 号颜昌权王荆州市洪湖市府场镇船 8-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1 李文涵 洪湖贺龙中学 汊河镇沙咀村3组2号2栋李德清 洪湖市汊河镇沙咀村3组2号2栋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1 蔡显甲 洪湖市文泉中学 沙口镇蔡杨村四组34号蔡召栋 洪湖市沙口镇蔡杨村四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1 叶湘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翻身村二 1 号叶泰山 洪湖市燕窝镇翻身村二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1 宋启航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双红村 宋波 洪湖市万全镇双红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1 刘王鳌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螺刘诗明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螺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1 谢梓炎 洪湖贺龙中学 湖北山荆州市洪湖市万谢守辉 湖北山荆州市洪湖市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1 朱晓颖 洪湖贺龙中学 大同湖农场四分场下三 5 号朱先锋 大同湖农场四分场下三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1 刘国邦 洪湖市文泉中学 汊河镇小港村三组30号刘志平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小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2 陈钶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瞿家湾镇陈湾村 1 号李秋红 洪湖市瞿家湾镇陈湾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2 陈兰兰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黄谢守信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2 刘宏僚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老湾回族 5 号刘建领 荆州市洪湖市老湾回族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2 邹锶雨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连心村十邹同阶 洪湖市曹市镇连心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2 汪子豪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汪庙村六 1 号颜红霞 洪湖市万全镇汪庙村六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2 吴乐童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何艳霞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2 黄麦琪 洪湖市第一中学 监利县网市镇王庙村3-2 号黄道远 监利县网市镇王庙村3-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2 刘郡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粮州村二 1 -2号刘富 洪湖市龙口镇粮州村二 1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2 廖雯娟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茅王晓红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茅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2 涂志婷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付家边村 2 号涂迎春 洪湖市燕窝镇付家边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2 杜婷妹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振中王新凤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振中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3 闵志轩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河闵志轩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3 杨欣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汊河镇汊河村3组1 号陈艳霞 洪湖市汊河镇汊河村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3 肖钰杰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三汊 7 号杨飞娥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三汊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3 叶一茜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高叶雄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3 李世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七分 1 号李彩平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七分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4 吕洋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吕中平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4 刘淑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龙口镇老洲村三组 刘兵 龙口镇老洲村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4 陈子祺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榨台村 6号陈玉平 洪湖市戴家场镇榨台村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4 王青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红 2 号王洪莲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红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4 马力 洪湖市第一中学 湖北洪湖市老湾回族乡 1 -1号马喜平 湖北洪湖市老湾回族乡 1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4 熊俊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百桥村 4 号熊华为 洪湖市戴家场镇百桥村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4 刘诗琪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丁山庙村 1 号刘华兵 洪湖市螺山镇丁山庙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5 刘年乐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永 1组3 号童先莹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永 1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5 甘忠华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水曾艳秀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水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5 谭雨涵 洪湖市第一中学 沙口镇工农街104号 谭照森 洪湖市沙口镇工农街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5 龚政 洪湖市第一中学 新堤街道湖景家园 母亲 新堤街道湖景家园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5 伍洁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伍伍三青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伍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5 吴圩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螺滩村6组1 号吴大涛 洪湖市戴家场镇螺滩村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5 谌倩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小谌启义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小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6 欧阳玉树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全港村全易良凤 洪湖市峰口镇全港村全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6 刘习涵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全丰村八组 刘能智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全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6 陈卓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三村一小 3 -1号陈晚平 洪湖市燕窝镇三村一小 3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6 舒婉怡 洪湖贺龙中学 戴家场镇沙洋村八组 舒方富 戴家场镇沙洋村八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6 赵青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万全镇东庙村一 3 号赵建章 荆州市万全镇东庙村一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7 李家顺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向李传国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7 刘旭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花刘青平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7 杨芊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曾 2组郭婷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曾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7 杨雨婷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白 2 号刘丽云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白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7 张枫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黄家口镇黄家口 9-1号张业华 洪湖市黄家口镇黄家口 9-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7 肖雅琪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谢肖礼龙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谢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8 朱玲 洪湖贺龙中学 地址荆州市洪湖市燕窝 4号朱忠元 地址荆州市洪湖市燕窝 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8 彭喆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滨湖大口街道二 5 号彭开银 洪湖市滨湖大口街道二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8 王佳俊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中岭 3刘红珍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中岭 3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9 蔡颖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滨湖镇蔡家河村肖爱菊 洪湖市滨湖镇蔡家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9 陈云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全陈远强熊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全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9 刘先哲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定洲村二 9号刘军 洪湖市峰口镇定洲村二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9 卢欣曼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新堤街道柏枝村 2 号罗方荣 洪湖市新堤街道柏枝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9 崔世伟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崔 1 号崔先虎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崔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39 周红媛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破岭村五 2 号周海林 洪湖市万全镇破岭村五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0 龙威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小龙从义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小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0 邓岚清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新徐四红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0 肖何 洪湖市第二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廖桥村 6号肖贤武 洪湖市戴家场镇廖桥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0 朱金鑫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朱朱沿发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朱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0 李若仙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青山村十李际林 洪湖市乌林镇青山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0 陈小念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贺龙中学 陈绪华 洪湖市汊河镇沿湖村4-0 --1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0 孔伊顺子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孔福 荆州市监利县福田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0 黄紫洁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老黄进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老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0 李湘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向武村2-2李从庆 洪湖市曹市镇向武村2-2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1 曾景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滨湖汉沙渔场一 2 号曾华平 洪湖市滨湖汉沙渔场一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1 石朋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汊河镇石杨村 石国平 洪湖市汊河镇石杨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1 陶武炎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向群村8-0陶凡新 荆州市洪湖市向群村8-0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1 杨子恒 洪湖市第一中学 大沙湖管理区新新路1 号杨晋前 大沙湖管理区新新路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1 阳思琦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铁牛村三 1 号阳发喜 洪湖市螺山镇铁牛村三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1 谢亚雯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农 3 号谢丛正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农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2 李亮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芦 9组李启汉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芦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2 谌欣桐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庙 9组乐小兰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庙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2 陈君哲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1 号陈安才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2 魏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石码头村 7 号魏俊 洪湖市乌林镇石码头村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2 叶欣语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小港农场仙洪路1 号叶忠彦 洪湖市小港农场仙洪路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2 余辉 洪湖贺龙中学 万全镇永丰村 余长春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永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2 孙冲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边 7 号孙飞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边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2 王赵楠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县乌林镇王 2 -1号王立祥 荆州市洪湖县乌林镇王 2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2 倪若琪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简倪安兵 洪湖市万全镇简市村七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3 刘莅轩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新滩镇坪坊村 刘含卫 洪湖市新滩镇坪坊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3 莫燚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恒 3 号莫世才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恒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3 李湛成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1 号李启新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3 王涵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王洲村四 2 号王华军 洪湖市乌林镇王洲村四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3 彭勇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 3-3 号彭坤平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 3-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3 高菲 洪湖贺龙中学 新题镇跑马路15号 黄秀明 新题镇跑马路15号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3 李雲霄 洪湖市文泉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花园村 1 号马金娜 洪湖市戴家场镇花园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3 涂紫艳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付 1 号刘凤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付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3 金哲婷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街道建材 2 号金涛 洪湖市万全镇街道建材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4 陈鑫 洪湖市文泉中学 洪湖市瞿家湾镇陈湾村 2 号孔祥菊 洪湖市监利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4 盛健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花盛志华李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4 乔誉临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二 2 号乔华标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二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4 陈纯正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刘陈再德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刘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4 刘雅萱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彭家 1 号刘国富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彭家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4 叶子康 洪湖市第一中学 螺山镇复粮洲村七组1 -2号宋世杰 螺山镇复粮洲村七组1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4 张宇锋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双湖村一 1李山翠 洪湖市龙口镇双湖村一 1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4 张晴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新 6 号张先福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新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4 杨乐 洪湖市文泉中学 万全镇东庙村 杨明 洪湖市万全镇东庙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4 瞿诗甜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瞿家湾镇瞿家湾 7号瞿祥军 洪湖市瞿家湾镇瞿家湾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5 张欣茹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一张从进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5 廖宇凡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石 1 号廖志刚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石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5 曾维思汗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滨湖汉沙渔场一母亲 洪湖市沙口镇水口村十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5 王一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何友珍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5 马筱丽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洪湖市汊河镇红丰村 马坤兵 洪湖市汊河镇红丰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6 王桐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长河村 范英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6 舒怡鹏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万舒方早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6 李甜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四分 1 号李山帅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四分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6 瞿诗航 洪湖市第一中学 瞿家湾镇 瞿祥军 瞿家湾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6 平雅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汊河镇太洪村6-37号 平功兵 洪湖市汊河镇太洪村6-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6 彭迎何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向小村一 2 号彭政新 洪湖市峰口镇向小村一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7 吴伟轩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董 3组1 号吴让明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董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7 蔡根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龙 4 -2号彭香莲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龙 4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7 倪萍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塔肖礼凤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塔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7 胡心如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彭家边二胡开权 洪湖市燕窝镇彭家边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7 杨芷煊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沙洋村 7 号杨学垓 洪湖市戴家场镇沙洋村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7 王文娟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四 9 -2号王会雄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四 9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7 吴树清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洪湖市新滩镇新生村 吴建坤 洪湖市新滩镇新生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8 张康泰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三红村六 1张志文 洪湖市龙口镇三红村六 1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8 肖婉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西 6组1号肖宏云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西 6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8 颜聪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府场镇农科所1-4 号父亲 洪湖市府场镇农科所1-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8 叶念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叶家边村 3 -1号叶朝云 洪湖市燕窝镇叶家边村 3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8 蔡思盈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九洲村3 号蔡波 洪湖市燕窝镇九洲村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8 肖蓉蓉 洪湖市文泉中学 戴家场镇花园村三组2 号肖继龙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9 张琼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莒头村六 9号张守坤 洪湖市乌林镇莒头村六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9 乔羽欣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乔岭村四 2号乔全平 洪湖市沙口镇乔岭村四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9 黄冰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汊河镇五爱村8组1 号黄华 洪湖市汊河镇五爱村8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9 朱明宇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双龙村三 2 号朱敬文 洪湖市螺山镇双龙村三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9 张承锦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树桩村 3 号张三元 洪湖市戴家场镇树桩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49 白小爱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塘咀村三 5 号白德记 洪湖市峰口镇塘咀村三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0 漆语燕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乌林村5组3 号漆爱国 洪湖市乌林镇乌林村5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0 杨宽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永杨银章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永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0 文诚 洪湖贺龙中学 螺山镇重阳树村六组1 -1文红波 螺山镇重阳树村六组1 -1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0 文轲含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1 号文锡葵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0 陈浩然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1 号陈红喜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0 吴茗萱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瞿家湾镇吴早华 荆州市洪湖市瞿家湾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0 胡洪 洪湖市第一中学 乌林镇三角村中沙角村 1－1号廖美容 洪湖市乌林镇三角村中 1－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0 石上泉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姚石鹏程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姚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0 郑雨佳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茅江街道叶家门1 号 1号郑云生 洪湖市茅江街道叶家门1 号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0 代政 洪湖贺龙中学 大沙湖管理区百家大院1 -8号代雪山 大沙湖管理区百家大院1 -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0 龚燕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袁 3 号龚青山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袁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1 黄哲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赤林村2组3号黄卫国 洪湖市乌林镇赤林村2组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1 郭庆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高湖村9组 郭为民 万全镇高湖村9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1 李恩泽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钦 3-2李伟春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钦 3-2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1 肖春妍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肖国义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1 蔡曼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滨湖蔡家河三组7 号蔡祥 洪湖市滨湖蔡家河三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2 黄晋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永 7组黄杰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永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2 辜灿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新新 4 -1 号辜德军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新新 4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2 吴神舟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洪 5-1 号吴奎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洪 5-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2 曾孟琦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沿龚小红 荆州市洪湖市汉沙渔场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2 单郡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颜单龙海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颜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2 王思淼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王 9号王会辉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王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2 王梦娜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白玉村 王梦娜 洪湖市白玉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3 徐启宸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乌林镇香山村一 2 号徐振泽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香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3 单瑞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颜咀村3组2 号单小松 洪湖市螺山镇颜咀村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3 肖盟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瞿家湾镇肖礼双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渔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3 夏博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新滩镇郑文庄村夏敏 洪湖市新滩镇郑文庄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3 李圣杰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赵沟村一组80-1号李家新 洪湖市万全镇赵沟村一 8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3 陆子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白玉村四 1 号陆勇 洪湖市乌林镇白玉村四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3 邓自琴 洪湖市文泉中学 滨湖汉沙渔场五组 邓抄会 洪湖市滨湖汉沙渔场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3 范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周范琴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周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4 郑皓晨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双桥村二郑文阶 洪湖市龙口镇双桥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4 徐雅倩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永 2-0徐玉堂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永 2-0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4 肖志颖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万全镇天景村6-9号肖炎皆 荆州市万全镇天景村6-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4 蔡明伟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新滩镇新洲村1 号蔡光元 洪湖市新滩镇新洲村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4 李畅扬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大公村三 3 号刘翠云 洪湖市峰口镇大公村三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4 王士杰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小港管理王守忠 荆州市洪湖市小港管理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4 龚硕玄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二分 3 号龚国营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二分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4 兰芳慧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永丰街道 兰海波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永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4 李武山 洪湖贺龙中学 龙口镇河岭村二组 李祥新 龙口镇河岭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5 王子龙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振兴 2 号王红山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振兴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5 徐翔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青 2 -1号徐常圣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青 2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5 李煜帆 洪湖市第一中学 乌林镇李桥村二组160号李炳策 乌林镇李桥村二组160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5 曾顺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洪湖市曹市镇梅桥村 曾令兵 洪湖市曹市镇梅桥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5 谢紫嫣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7 号王晓燕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5 李依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河 6 -2号李川华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河 6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5 周颖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继美村 周西廷 洪湖市峰口镇继美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6 郭志宽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老沟村五 4 号郭焕宝 洪湖市万全镇老沟村五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6 李依琳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五李伟徐桃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6 陈妍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5 号陈林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6 蔡谦 洪湖市第一中学 燕窝镇洲脚村一小区7号蔡厚兵 燕窝镇洲脚村一小区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6 桑思彤 洪湖市第一中学 滨湖小河村 桑静平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小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7 杨传宗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三汊河 1 号杨友军 洪湖市戴家场镇三汊河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7 肖敦周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3组肖木生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7 曹悦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新滩镇东湖村2 号叶海燕 洪湖市新滩镇东湖村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7 熊伊人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镇 （七 ）熊衍春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镇 （七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7 肖思甜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 1 -1 号肖登科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 1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8 周盼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周朱凤娥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周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8 杜开乐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1组7号杜明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1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8 刘家鑫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韩 5 号刘泽元 荆州市监利县白螺镇韩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8 王磊磊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柴民王德艳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柴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8 董彦廷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县万全镇董游金梅 荆州市洪湖县万全镇董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8 刘新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柘 3-1 号刘元义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柘 3-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8 谢恋 洪湖市文泉中学 沙口镇芦花村九组46号谢波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芦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8 赵紫琴 洪湖市第一中学 峰口镇全港村 彭春姣 峰口镇全港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9 卢德前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代口村 4 号卢圣位 洪湖戴家场镇代口村一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9 颜书佳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府场镇船 8-3 号蔡彬 荆州市洪湖市府场镇船 8-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9 曾顺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永利曾令兵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永利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9 刘雨彤 洪湖贺龙中学 大同湖管理区文化路1 号刘先勇 大同湖管理区文化路1 －1－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59 熊甜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新堤锦绣 3 栋 1熊卫军 荆州市洪湖市新堤锦绣 3 栋 1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0 张宇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马张述传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马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0 刘子豪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周坊村三 -1 号刘华玖 洪湖市乌林镇周坊村三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0 王进 洪湖贺龙中学 咸宁市通城县关刀镇 黎春华 咸宁市通城县关刀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0 李岳轩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重李红波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重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0 陈志旋 洪湖市第一中学 汊河镇应南村 吴全红 汊河镇应南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0 李旭韬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李庆爽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0 程鸿锦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水产 1 号程春祥 洪湖市大同湖农场水产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1 张蕊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2 号吴京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1 张丰顺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水晶村2组1 号张玉山 荆州市洪湖市水晶村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1 冯璐 洪湖市文泉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永丰街道 5 号冯军 洪湖市万全镇永丰街道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1 龚明轩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继 5组1 号许高玉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继 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1 刘睿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五星村4组2 号刘艳武 洪湖市龙口镇五星村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1 陶伍宇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向赵红霞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1 叶静雯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叶叶乐新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叶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2 江时杰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双江伟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2 蔡丹 洪湖市文泉中学 洪湖市新滩镇下湾村1 号蔡爱军 洪湖市新滩镇下湾村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2 魏烨芊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老湾回族魏强群 荆州市洪湖市老湾回族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2 彭豪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花园村七彭小兵 洪湖市螺山镇花园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2 曾如轩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万宝村 曾令军 洪湖市峰口镇万宝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2 曾惜 洪湖市文泉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香山村一 3 号曾德奇 洪湖乌林镇香山村一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2 曾佳焮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横堤村七 6号曾德才 洪湖市乌林镇横堤村七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3 颜学棋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府场镇船码头村8-3 号周艳红 洪湖市府场镇船码头村8-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3 郑千奥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葵郑学文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葵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3 陈聪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马路村 陈继章 洪湖市曹市镇马路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3 陈文杰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榨台村 5 号陈艮仁 洪湖市戴家场镇榨台村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3 张雅婷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三张鸿声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3 周宇顺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龙周前前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4 熊嘉诚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黄蓬村七 3号熊艮介 洪湖市乌林镇黄蓬村七 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4 禹倩倩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向阳村5黎晓红 洪湖市龙口镇向阳村5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4 陈惠乾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街陈名军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4 周佳伟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周坊村八 4 号周少红 洪湖市乌林镇周坊村八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4 杨迅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新杨东波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4 谢威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高 4组谢进爽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高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5 许智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茅江街道 1 栋 8廖红霞 荆州市洪湖市茅江街道 1 栋 8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5 万杰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下万寿喜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5 冯少卿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新滩镇刘家墩村1 -1号蒋淑红 洪湖市新滩镇刘家墩村1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5 曾常生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牛曾祥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牛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5 陈晓语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洪春村4-1 号石丙英 洪湖市万全镇洪春村4-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5 叶宇晗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百桥村 6 号蔡冬梅 洪湖市戴家场镇百桥村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5 刘佳倩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徐刘火平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徐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6 李金梦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老湾乡六合村2组孙红艳 洪湖市老湾乡六合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6 成都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利国村1 号成忠兴 荆州市洪湖市利国村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6 黄祥磊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何 2 -1号黄中梅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何 2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6 肖恒隆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农 4 号肖炯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农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6 丁宇然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沙湖管徐娟 荆州市洪湖市大沙湖管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7 刘婧轩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全涂阳晴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全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7 汪志远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汪庙村7组 汪菊婷 万全镇汪庙村7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7 刘颖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沙洲 9 号刘建烈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沙洲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7 张丽萍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六分 3 号父亲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六分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7 万瑜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海岭村二 1 号余汉华 洪湖市沙口镇海岭村二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8 谭佳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工农街5 号2栋6号范琼 洪湖市沙口镇工农街5 号2栋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8 张梓洁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铁桥村四 1 号张勇 洪湖市乌林镇铁桥村四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8 夏启顺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汤山路 代金蓉 洪湖市沙口镇汤山路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8 周雅丽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永 7 号周波涛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永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8 蔡月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解蔡华平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解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8 胡诗雨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中沙角村 1 号胡小木 洪湖市乌林镇中沙角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9 蒋紫蓉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高陆村四 4 号蒋庆川 洪湖市龙口镇高陆村四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9 余文乐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李桥村四 2 -2号余军 洪湖市乌林镇李桥村四 2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9 叶鑫 洪湖市文泉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候湾村 1 号叶木群 洪湖市戴家场镇候湾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9 刘雨晗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张龚时惠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9 彭宇暄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袁家湾村彭春波 洪湖市螺山镇袁家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9 陆延庆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徐桥村六陆文辉 洪湖市万全镇徐桥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9 卢雅泥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卢爱华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69 李可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县沙口镇芦李涛 荆州市洪湖县沙口镇芦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0 袁梦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马口村六张玲 洪湖市曹市镇马口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0 董驰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滨湖汉沙渔场八 3 号董时祥 洪湖市滨湖汉沙渔场八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0 欧阳书高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龙 3 号阳经波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龙 6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0 刘顿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永丰街道 父亲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石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0 尹新华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恒继村六 6号周厚娥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恒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0 张顺 洪湖市第一中学 汊河镇太洪村 张国清 汊河镇太洪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0 杨鹏程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管 1 号杨勇鸿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管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0 刘晨曦 洪湖市第一中学 龙口镇粮洲村一组18成清秀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粮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1 杨翔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管丁红英 洪湖市大同湖管理区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1 曾志伟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松曾神兵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松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1 杜明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林杜颜红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林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1 谢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八沟村六组 王翠娥 万全镇八沟村六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1 李加骏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永李小红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永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1 陈文静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周陈涛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周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2 王雨晗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双坛村六 3 号王晨辉 洪湖市龙口镇双坛村六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2 熊雅文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滨湖大口街道二 6 号熊伟 洪湖市滨湖大口街道二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2 李天慧 洪湖市文泉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茅埠村三 8 -1号李艳兵 洪湖市乌林镇茅埠村三 8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2 吕豪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解放村二 2 号吕豪 洪湖市燕窝镇解放村二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2 周诗干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杨闸渔场 1 号晏小平 洪湖市沙口镇杨闸渔场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2 刘星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复兴村 徐凤娥 洪湖市螺山镇复兴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2 张欣雨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新滩镇中 1 号张重江 荆州市洪湖市新滩镇中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2 张锐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 2-8号张泽高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 2-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2 朱芸 洪湖市第一中学 滨湖办事处张坊渔场2组崔华娥 洪湖市滨湖办事处张坊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3 陈洪波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瞿家湾镇陈庸桂 荆州市洪湖市瞿家湾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3 廖文涛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廖 1 -2号廖华兵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廖 1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3 周赛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周周小兵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周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3 吴超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红刘翠红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3 林星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邬龙宝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4 文乐 洪湖市第一中学 戴家场镇百桥村 夏红娇 荆州市戴家场镇百桥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4 邹子龙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白螺镇工邹圣清 荆州市监利市白螺镇工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4 陈紫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张郑云秀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4 向代喜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跑 7-4向晋波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跑 7-4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4 张运涛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黄家口镇建设路1 号母亲 洪湖市黄家口镇建设路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4 翁志奇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蔡家 1组1 号翁和平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蔡家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4 兰雪颖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金星村一 2 号兰树金 洪湖市龙口镇金星村一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5 李良帅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监利市网市镇刘 6组8 号李俊 荆州市监利市网市镇刘 6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5 胡臣燃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县戴家场镇 5 号胡勇 荆州市洪湖县砖瓦厂农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6 董妍洁 洪湖贺龙中学 茅江街道新丰二路一巷2 号 1号唐利 荆州市洪湖市茅江街道 2 号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6 肖创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汊河镇龙甲村1组3 号肖大富 洪湖市汊河镇龙甲村1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6 卢芸嫣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2 号卢树棠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6 代宇翔 洪湖市第一中学 瞿家湾镇戴杨村三组3 号代方方 荆州市洪湖市瞿家湾镇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6 陈铭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戴剅村 2 号王先红 洪湖市戴家场镇戴剅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6 付端 洪湖市文泉中学 滨湖乘风村五组260号付品金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乘风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6 瞿力 洪湖市第一中学 瞿家湾街道 瞿祥林 荆州市洪湖市瞿家湾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7 刘嘉 洪湖市第一中学 螺山镇龙潭村一组52-1刘米国 螺山镇龙潭村一组52-1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7 汤中元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东湾村2组1 号汤江发 洪湖市沙口镇东湾村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7 陈可欣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二 4 号陈勇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二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7 杨卓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杨杨奉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7 曾苇 洪湖市第一中学 翔凤镇枫香村2组141号杜喜冬 荆州市洪湖市大沙湖农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7 曾维煊 洪湖市第一中学 曹市镇柳口村 袁成艳 曹市镇柳口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7 陈祎龙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老沟村 陈喜才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老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7 李桂婷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重李丽君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重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7 陈格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新滩镇张 1 号陈宏彦 荆州市洪湖市新滩镇张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8 胡雨帆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四屋门村胡丰华 洪湖市乌林镇四屋门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8 卢德智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5 号卢圣涛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8 胡锦其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新滩镇胡家湾村1 号胡元发 洪湖市新滩镇胡家湾村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8 杨雨涵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新滩镇坪坊渔场5 -1号杨超 洪湖市新滩镇坪坊渔场5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8 刘思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新滩镇庙湾村 刘欢 荆州市洪湖市新滩镇庙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8 冯羽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监利市柘木镇丰收村 冯文清 监利市柘木镇丰收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9 胡仁杰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四 2 号叶辉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四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9 吴灿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街道 3 号周泽琼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街道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9 梅雨轩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梅梅涛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梅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9 彭秋实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中心村二 5 号彭小春 洪湖市燕窝镇中心村二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79 陈耀然 洪湖市第一中学 湖北生洪湖市戴家场镇 3 号陈邦顺 湖北生洪湖市戴家场镇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0 赵旋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石当村1 号赵道传 洪湖市万全镇石当村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0 单志豪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螺山镇颜咀村二 3 号单龙成 洪湖市螺山镇颜咀村二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0 肖彤 洪湖市第二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红花村四 3 号肖汉涛 洪湖市峰口镇红花村四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0 孙浩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界 2 号石柳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界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0 杨蕊 洪湖贺龙中学 老湾乡珂理村 杨元武 老湾乡柯理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0 姚星 洪湖市第一中学 乌林镇松林村一组 姚红平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松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1 孙映林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永丰老沟刘凤兰 洪湖市万全镇永丰老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1 曾兵兵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香 7号曾德飞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香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1 陈力帆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寄木村 1 号罗翠 洪湖市戴家场镇寄木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1 黄小雨 洪湖市第一中学 峰口镇土港村一组 黄辉 峰口镇土港村一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2 谈建雄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龙 1谈三兵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龙 1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2 石露娟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天彭翠玉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天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3 赵微 洪湖市补习学校 洪湖市滨湖街道大口村赵小平 洪湖市滨湖街道大口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3 秦仁颂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红 1-5秦前波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红 1-5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3 余依然 洪湖市文泉中学 螺山镇新联村二组 余志林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4 胡炎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梅 3-4胡纯国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梅 3-4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4 叶鲁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翻身村五 2号郭春梅 洪湖市燕窝镇翻身村五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4 夏欣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梁岭渔场 3 号姜冬菊 洪湖市沙口镇梁岭渔场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4 王志 洪湖市第一中学 湖北荆州市洪湖市新滩王世道 荆州市洪湖市新滩镇北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4 李飞杨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滨湖杨咀村三组1 号李辉 洪湖市滨湖杨咀村三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4 曾福英 洪湖市第一中学 汊河镇港红村 曾德志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港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5 彭一俊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袁彭想保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袁 3-1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5 董帆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 董杰 荆州市洪湖市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5 叶钟晓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叶道河龚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5 彭瑞 洪湖市第一中学 大沙胡农场彭家码头附6 号彭海方 大沙胡农场彭家码头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5 王旭东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黄家口镇大岭村7-3 号王盛 洪湖市黄家口镇大岭村7-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6 王灿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新堤街道赤卫路 2 号1单 1 室雷宽群 洪湖市新堤街道赤卫路 2 号1单 1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6 刘欢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龙 5号刘红心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龙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6 武磊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向武火平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6 刘豪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群 2 号刘本洪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群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6 殷钱进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穴堤村1-3殷先军 洪湖市曹市镇穴堤村1-3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6 罗巧 洪湖市第一中学 湖北身洪湖市黄家口镇 1-3 号罗木阶 湖北身洪湖市黄家口镇 1-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6 张天宇 洪湖市第一中学 燕窝镇翻身村 叶薇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翻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6 胡珍妮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四 2 号胡国青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四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6 杨航 洪湖市第一中学 汊河镇石杨村1－46号杨远森 汊河镇石杨村1－4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6 杨旭 洪湖市第一中学 汊河镇石杨村一组44号杨柏青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石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7 沈啸天 洪湖市文泉中学 洪湖市汊河镇白云社区1-1号沈文龙 洪湖市汊河镇白云社区1-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7 肖畅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中 1 号肖庆兰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中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7 肖创铭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老湾回族肖政伟 荆州市洪湖市老湾回族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7 姜楷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东湖渔场 7 号姜望喜 洪湖市沙口镇东湖渔场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8 杜国庆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六合村 杜先龙 洪湖市燕窝镇六合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8 张玲俐 洪湖市第一中学 峰口镇二洪村十一组1号张涛 峰口镇二洪村十一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8 赵杨 洪湖市第一中学 周老嘴镇新桥村6-19号赵昌斌 荆州市监利市周老嘴镇 6-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8 陈绒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丰乐村二 1号陈东 洪湖市燕窝镇丰乐村二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8 易蓉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王湖村6-5 号易爱军 洪湖市曹市镇王湖村6-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9 徐鑫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谭子村，五组，1 号徐忠祥 万全镇，谭子村，五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9 魏雅萍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滨湖远景村五组3 号魏敏 洪湖市滨湖远景村五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9 胡领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5 号胡昌如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9 雷光昊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李雷章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9 张紫怡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全 2 号张植兵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全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9 鲁子坤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姚柯艳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姚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9 潘越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新新刘卫 洪湖市大沙湖农场四场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89 刘晓露 洪湖市第一中学 龙口镇利国村四组48刘文标 龙口镇利国村四组48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0 何太平 洪湖市文泉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向 4-2何新荣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向 4-2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0 熊进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滨湖付湾渔场三吴淑琼 洪湖市滨湖付湾渔船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0 孙凯 洪湖市第一中学 螺山镇界牌村三组 孙又松 螺山镇界牌村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0 池硕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新母亲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0 侯湘婷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2 号侯感君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0 吴思润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 2-2 号吴忠华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 2-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0 刘施雨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五刘鹏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1 李明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枣子湖 李功成 洪湖市曹市镇枣子湖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1 舒远驰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新豉村 5 号舒之进 洪湖市戴家场镇新豉村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1 蒋立煌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东岳庙村 蒋祥艮 万全镇东岳庙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1 方新尧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万全镇永丰村四 1 号方生强 洪湖市万全镇永丰村四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1 徐远豪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香郭琴琴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香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1 张忠旭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滨湖原种场二组8 号张利群 洪湖市滨湖原种场二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2 吴帆 洪湖市补习学校 洪湖市戴家场镇树桩村 2 号吴让德 洪湖市戴家场镇树桩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2 刘伟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付 1号刘高强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付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2 伍浛玥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全伍友权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全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2 张训福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王湖村3-4张祖茂 洪湖市曹市镇王湖村3-4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2 葛先科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黄 2-0廖才芝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黄 2-0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2 吕志雄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龙口镇同心村六 1吕地平 洪湖市龙口镇同心村六 1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2 张旋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燕窝镇中心村三 6号张武生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中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2 李博达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沙李志清 荆州市洪湖市汊河镇沙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3 崔芷晴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曹市镇北河村5-2 号崔生军 洪湖市曹市镇北河村5-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3 吴晓倩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滨湖街道吴建军 洪湖市滨湖街道沙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3 刘怡泽 洪湖市第一中学 万全镇简家口村 刘孝明 万全镇简家口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3 汪平仁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马余火军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马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3 范志远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沙口镇水口村七 1 号范齐君 洪湖市沙口镇水口村七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4 梁诚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峰口镇林沟村一 3 号梁浩平 洪湖市峰口镇林沟村一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4 吴磊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新吴让兵 荆州市洪湖市沙口镇新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4 何璐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黄家口镇上白林 1-4号何发平 洪湖市黄家口镇上白林 1-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4 邹燕妮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新滩镇民主一巷2 号邹呈波 https://zspt.hubzs.com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4 肖普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戴家场镇南林村 8号肖元平 洪湖市戴家场镇南林村 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5 谢燊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小港农场 3-1-2-3 号谢敏 荆州市洪湖市小港农场 3-1-2-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5 吴邦涛 洪湖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双吴兆兵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5 余伦佳 洪湖市第一中学 峰口镇塘脑湖村五组 赵红娥 荆州市洪湖市峰口镇塘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6 邓子豪 洪湖市文泉中学 洪湖市滨湖汉沙渔场五 2 号邓伟 洪湖市滨湖汉沙渔场五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6 蔡锦豪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宝 2 -1菜伟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宝 2 -1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6 陈彬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曹 1 号陈中宝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曹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6 谢心怡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八 6组3 号谢青松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镇八 6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6 张金龙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1 号张文武 荆州市洪湖市戴家场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7 涂志辉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付 2 -1号涂来春 荆州市洪湖市燕窝镇付 2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7 刘典 洪湖市第一中学 黄家口镇形斗湖渔场2-9 号刘俊 荆州市洪湖市黄家口镇 2-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7 任子鑫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高 5任林华 荆州市洪湖市龙口镇高 5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7 陶蓓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向 5-4 号陶勇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向 5-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7 罗心怡 洪湖市职业教育中心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镇罗学兵 荆州市洪湖市大同湖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7 尹怡军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监利县网市镇高 9-1 号尹继新 荆州市监利县网市镇高 9-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8 何承峰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瞿家湾镇瞿家湾 1 -1号何东平 洪湖市瞿家湾镇瞿家湾 1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8 叶佳瑶 洪湖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叶洲村七 3 号叶钢成 洪湖市乌林镇叶洲村七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8 范金鹏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范 1 号范艳国 荆州市洪湖市乌林镇范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8 曾波 洪湖贺龙中学 曹市镇柳口村 曾祥玉 荆州市洪湖市曹市镇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9 周子权 洪湖贺龙中学 洪湖市乌林镇周访村五 3 号周兵阶 洪湖市乌林镇周访村五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9 李忠杰 洪湖贺龙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府场镇郭 2-3 号李光富 荆州市洪湖市府场镇郭 2-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3****99 胡海雄 洪湖市第一中学 荆州市洪湖市大沙湖管 1-4号胡强山 荆州市洪湖市大沙湖管 1-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00 赵炎君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沙道观镇向家渡 8号赵煊 松滋市沙道观镇向家渡 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01 朝荆宁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涴市镇杨朝开红 荆州市松滋市涴市镇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01 刘美琪 松滋市第二中学 宜都市松宜矿区官渡坪 1号1 栋4单 5 室刘绍华 宜都市松宜矿区官渡坪 1号1 栋4单 5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02 张振国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老城镇凤凰岗村张华松 松滋市老城镇凤凰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02 陈梦芸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老城镇江陈洋 荆州市松滋市老城镇江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03 陈鑫雨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涴市镇新陈金龙 荆州市松滋市涴市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04 雷体军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沙道观镇雷元香 荆州市松滋市沙道观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04 周星程 松滋市第四中学 涴市镇丙码头村六组一周家权 涴市镇丙码头村六组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05 龚小凡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龟邓晓艳 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龟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06 艾鑫宇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老城镇胡家岗村兰君 松滋市老城镇胡家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06 何毛宁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红何圣 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06 唐雅茹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洈水镇南闸村五唐飞 松滋市洈水镇南闸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08 赵秦灵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街河市镇新生村 3 号赵东妮 松滋市街河市镇新生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09 胡雨婷 松滋市第四中学 八宝镇同太湖村一组5号胡文波 八宝镇同太湖村一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10 陈宇涛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老城镇金陈泽爱 荆州市松滋市老城镇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13 周雨杰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涴市镇同周顺龙 荆州市松滋市涴市镇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14 李绪昕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龟李兵 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龟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14 吕金维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八宝镇龟嘴村十廖宏波 松滋市八宝镇龟嘴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15 易柯雨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刘家场镇诰赐山彭艳丽 松滋市刘家场镇诰赐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16 尤思阳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向家渡村 3 号尤运敏 荆州市松滋市向家渡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16 方君怡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沙道观镇 1 号方正红 荆州市松滋市沙道观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17 罗梦宇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沙道观镇 1 号罗桂国 荆州市松滋市沙道观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18 高雨洁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沙道观镇高忠强 荆州市松滋市沙道观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18 屈昕语 松滋市第四中学 涴市镇四兴院村八组1 号屈云峰 涴市镇四兴院村八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19 佘茗敏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同佘金初 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20 龚小康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南海镇三黄宝丽 荆州市松滋市南海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20 陈雅琳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南海镇夹巷村六 5号卢华容 松滋市南海镇夹巷村六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21 张恩杰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 张冬枚 松滋市涴市镇同兴村2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21 田倩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沙道观镇邵家铺 1 号田道兵 松滋市沙道观镇邵家铺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22 万喜悦 松滋市第四中学 斯家场镇赶子幽村七组万传东 荆州市松滋市斯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23 贺莹莹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涴市镇杨 3 号贺守军 荆州市松滋市涴市镇杨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24 向婼嫦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斯家场镇向零华 荆州市松滋市斯家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24 文欢欢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纸厂河镇纸厂河文华 松滋市纸厂河镇纸厂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25 向王飞 松滋市第四中学 老城镇天星市村6组 王迎春 荆州市松滋市老城镇天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27 佘雅轩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纸厂河镇官堰坪 4 号陈晓琼 松滋市纸厂河镇官堰坪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28 黄安丽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街河市苦竹寺村黄发强 松滋市街河市苦竹寺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29 卢晨晨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王家桥镇卢爱国 荆州市松滋市王家桥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30 刘宇轩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南海镇剑 2组1 号刘红杰 荆州市松滋市南海镇剑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32 梅华东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王家桥镇 3组5 号梅元兵 荆州市松滋市王家桥镇 3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34 庞东旭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老城镇白庞羽 荆州市松滋市老城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35 王凌峰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新江口镇尖山村5组王云中 松滋市新江口镇尖山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35 佘禹潞 松滋市第四中学 南海镇牛食坡村农场2 号佘华平 松滋市南海镇牛食坡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37 王景琪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新江口镇柘树垸王金红 松滋市新江口镇柘树垸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40 杨万虎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斯家场镇舞龙山 3 号杨从新 松滋市斯家场镇舞龙山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42 万宇航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张家畈村万云 荆州市松滋市张家畈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42 周雨卓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涴市镇同 1 组5号周顺龙 荆州市松滋市涴市镇同 1 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42 陈文莉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杨林市镇黄石岗 9号陈保华 松滋市杨林市镇黄石岗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43 邹先建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涴市镇月邹亮亮 荆州市松滋市涴市镇月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43 任翔宇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洈水镇南闸村七任卫兵 松滋市洈水镇南闸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44 钱嘉乐 松滋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洈水镇石钱启明 荆州市松滋市洈水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45 黄余翔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街河市镇新星村 9号余飞 松滋市街河市新星村五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45 卢肖颖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纸厂河镇官堰坪卢娟娟 松滋市纸厂河镇官堰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46 李柳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沙道观镇 2 号李志军 荆州市松滋市沙道观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46 肖飞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陈店镇团山村6组5号肖绍军 松滋市陈店镇团山村6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47 镇鲲鹏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洈水镇团山口村6组镇亚林 松滋市洈水镇团山口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49 罗梦杰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沙道观镇米积台 2组罗海燕 松滋市沙道观镇米积台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51 付启文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沙道观镇付佑云 荆州市松滋市沙道观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51 孙子全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洈水镇麻砂滩村周世梅 松滋市洈水镇麻砂滩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53 张雨童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严兴场村 张贤超 松滋市严兴场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55 胡少君 松滋市第四中学 沙道观镇豆花湖村八组胡开芹 松滋市沙道观镇豆花湖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55 易阳黎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斯家场镇白鹤山易法权 松滋市斯家场镇白鹤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56 胡欣怡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老城镇芦尾村一周玲 松滋市老城镇芦尾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56 唐利薇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洈水镇豹子岭村6组唐国防 松滋市洈水镇豹子岭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57 杨宇晨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沙道观镇邵家铺 1 号杨代春 松滋市沙道观镇邵家铺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57 张双华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洈水镇金花垱村张希权 松滋市洈水镇金花垱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59 刘红威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卸甲坪土家族乡刘全武 荆州市松滋市卸甲坪土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61 李陈然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大陈华萍 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62 陈晓露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新江口镇德胜村2组张瑞容 松滋市新江口镇德胜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62 张怡凡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刘家场镇三堰淌张艳 松滋市刘家场镇三堰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64 郑雨晴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涴市镇红 2 号张英芝 荆州市松滋市涴市镇红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66 廖志辉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八宝镇保兴垸村1 组廖黄菊 松滋市八宝镇保兴垸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66 吴瑶瑶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南海镇三垸村1组吴邦金 松滋市南海镇三垸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66 邓可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刘家场镇官渡坪邓小翠 松滋市刘家场镇官渡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67 刘丛文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八宝镇永久村7组3 号刘伟 松滋市八宝镇永久村7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69 黄年威 松滋市第二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街河市镇 6组裴德香 荆州市松滋市街河市镇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70 郑美莲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王家桥高河村五郑开勤 松滋市王家桥高河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72 乔梓滨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同乔东波 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同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72 赵宇昂 松滋市第二中学 街河市镇新生村三组7 号曾凡英 荆州市松滋市街河市镇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72 刘畅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洈水镇金坪村1组刘梅 松滋市洈水镇金坪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72 周双燕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王家桥镇八眼泉范祖青 松滋市王家桥镇八眼泉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73 冉刘炜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王家桥镇冉小敏 荆州市松滋市王家桥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73 陈思雨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洈水镇野鹅堰村 5 号陈美山 松滋市洈水镇野鹅堰村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74 易俊文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斯家场镇 7号易松 荆州市松滋市斯家场镇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75 尤雅莉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杨林市镇 9组2 号尤定国 荆州市松滋市杨林市镇 9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75 佘旭东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南海镇麻 2 号佘振华 荆州市松滋市南海镇麻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75 胡紫娟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南海镇夹巷村5组3 号胡开国 松滋市南海镇夹巷村5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77 覃金成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新江口镇西流村覃涛 荆州市松滋市新江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77 李奇富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卸甲坪土家族乡李秀英 松滋市卸甲坪土家族乡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78 赵丽媛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新江口镇狮子咀 5 号赵以海 松滋市新江口镇狮子咀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80 王真梅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沙道观镇王尚国 荆州市松滋市沙道观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80 孙鵾昊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刘家场镇张山堰孙华平 松滋市刘家场镇张山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83 李国鑫 松滋市第四中学 沙道观镇豆花湖村七组3 号黄传翠 沙道观镇豆花湖村七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87 赵张辉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街河市镇新生村2组2 号赵彩容 松滋市街河市镇新生村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88 易静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刘家场镇三堰埫 2号陈长凤 松滋市刘家场镇三堰埫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89 彭本航 松滋市第四中学 湖北荆州市松滋市老城刘兰兰 湖北荆州市松滋市老城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89 刘若涵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斯家场镇文家河 8组刘俊彪 松滋市斯家场镇文家河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90 袁雅欣 松滋市第四中学 沙道观镇向家渡村六组1 号袁初青 山东省曹县青堌集镇朱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91 万佳敏 松滋市第四中学 八宝镇大路口社区十五万正红 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92 张名扬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涴市镇报德寺村张云彪 松滋市涴市镇报德寺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93 赵秋丽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街河市镇新生村8组雷冬香 松滋市街河市镇新生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95 张易军 松滋市第四中学 八宝镇中洲村十七组2 号易婷婷 荆州市松滋市八宝镇中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95 李鹏慰 松滋市第二中学 松滋市万家乡邓家铺八李成兵 松滋市万家乡邓家铺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98 张子硕 松滋市第四中学 荆州市松滋市涴市镇新 9号张亚东 荆州市松滋市涴市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1087****99 赵晓军 松滋市第四中学 松滋市八宝镇白水淌村 1 号赵绪红 松滋市八宝镇白水淌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