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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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0381****67 张慧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江口 5组张奎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江口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6 贾莹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尚家店 1组6 号贾志海 丹江口市蒿坪镇尚家店 1组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7 马昕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苏 5 号9栋5号马建华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惠滩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4 李裕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大坝办事处移民新村社李世明 大坝办事处移民新村社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0 丁雨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朝阳路8 号王永莲 丹江口市均县镇朝阳路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9 纪鑫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纪道静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2 赵明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4组赵伟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3 陈诗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3 号2栋1单 0 室郜丽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3 号2栋1单 0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3 胡玉翔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金坪村2组胡光红 竹山县楼台乡金坪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1 王姗姗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六郎乡罗坡垭村 王家坤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0 李生城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龙 2号李本华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龙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7 罗君哲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牛河乡驷马沟 4组0 号罗兵 丹江口市牛河乡驷马沟 4组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0 王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黄土梁村 1 号王家奎 郧西县观音镇黄土梁村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7 陈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范家坪村陈绵华 郧西县上津镇范家坪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2 饶国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饶龙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7 毛鑫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得胜茶厂3组胡华珍 竹山县得胜镇得胜茶厂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5 张成富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4 号张学发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3 李超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东方村6组李堂钧 郧西县城关镇东方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0 黄河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城 6 号杨敏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城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7 陈华杰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 号陈见敏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6 余晓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习家店镇油瓶观村5组余亭均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油瓶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4 全顺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界全家刚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7 朱志扬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羊 6 号朱辉红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羊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6 郑丽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龙山镇七里沟村四组 郑家兵 丹江口市龙山镇七里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5 赵紫森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5组2 号赵大喜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5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4 赵计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一计祖丽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3 赵大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五龙庄熊东菊 十堰市丹江口市五龙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2 张泽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1 号张富利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1 张夏晖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沿江路水岸星城一单元1张超 沿江路水岸星城一单元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0 张思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3幢2单 4 室张玉军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3幢2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9 张若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7组8 号张成名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7组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7 袁智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5组袁从金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6 尤欣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尤世银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5 叶元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3组1 号叶辉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3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4 杨月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新店村3组杨志波 丹江口市蒿坪镇新店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3 杨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杨峪河杨建敏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2 杨明珠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杨遂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1 薛赢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牛河镇小尖山董燕丽 丹江口市牛河镇小尖山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0 许心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许献忠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9 徐洪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5组徐昌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8 熊启旻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 4 号黄晓珊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7 王志祥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3组王君利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6 王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1组0 号王兴中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1组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5 王来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宁春梅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4 王惠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和 2号3栋5 号彭荣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和 2号3栋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3 王丰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刘香连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2 汪小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1组袁顺娥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1 汪思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柳林村3组汪宗富 丹江口市石鼓镇柳林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0 盛君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3 号4 幢2单徐越红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3 号4 幢2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8 阮家祥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徐 5 号8栋4 号周菊荣 丹江口市徐家沟路501号8栋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7 齐文博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纪光霞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6 彭鑫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1组7 号彭真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1组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4 凌小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鞍子垭 5组凌恒伟 丹江口市石鼓镇鞍子垭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3 李志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6组4号余英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2 柯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4组3 号柯尊田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4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1 柯姝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三里坡郭长荣 丹江口市均县镇三里坡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0 黄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赵路办事处茅腊坪村2组5 号黄廷江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9 胡光毅豪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1 号张启敏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8 郭春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3组3 号郭祥群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3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7 代明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9号-8代秋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9号-8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6 程军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王建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5 陈永基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金岗山路368号1栋5单 6号陈国文 金岗山路368号1栋5单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4 陈梦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7组陈治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3 陈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土门沟 1组徐芳 丹江口市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2 陈润普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苏 5 号4栋6 号陈典均 丹江口市龙山镇土台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3 朱珂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路何荣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2 周知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5 号2栋2单 5 室舒红艳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5 号2栋2单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0 郑派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徐郑赢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徐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7 张心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二巷25号1幢1单 4 室周慧 丹江口市丹二巷25号1幢1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6 张靓月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4组张城江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4 詹芳敏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新港办事处陈 2组詹义平 丹江口市新港办事处陈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3 余金山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罗汉沟6组余永波 丹江口市均县镇罗汉沟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2 印传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丁本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0 杨朴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姚 5号1栋 6 号杨军占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姚 5号1栋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9 杨浩喆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街道办事孙君 丹江口市大坝街道办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8 杨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花园村二组 杨生伟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花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6 吴星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2组吴坤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5 吴梦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1组吴永超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3 尉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老君 4组尉光兵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老君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2 王逸帆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双泉 4组王胜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双泉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1 王炎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均州路办事处均州路社王维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0 王雪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元瑞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9 王秀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张燕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8 王筱筠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1 号何金凤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7 王晓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均州路办事处泰山庙居汤飞 均州路办事处泰山庙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6 王天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川村5组高敬梅 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川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5 王家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王启奎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4 王丹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王兴义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1 陆昕燃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1组陆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8 李巧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土门沟村 李均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7 胡宇博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白玲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4 贺昭颖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贺建军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3 何美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均县镇何家院村四组 何相银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1 冯谙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习家店镇小茯苓村6组李培荣 习家店镇小茯苓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0 樊美玥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姚河 4组凡仁江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姚河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9 段文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长沟村 2 号段忠俊 丹江口市龙山镇长沟村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8 陈雨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王大沟 3号3栋3 号陈典毅 十堰市丹江口市王大沟 3号3栋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2 陈佳霖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均州路办事处迎宾桥社陈涛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0 曹琰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7组2 号舒宗梅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7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9 蔡宇晴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蔡光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8 蔡恩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9 号蔡玉祥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7 周志建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人民路117号 周金华 人民路117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6 周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九龙桥 4组王凤先 丹江口市石鼓镇九龙桥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4 张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5组1 号王华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5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3 张鹏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陈新兰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1 张茂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大坝办事处生产北路1 号张喜德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生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9 张红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张海红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8 余金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余和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7 尤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三官殿办事处蔡湾村一尤泽进 三官殿蔡湾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6 杨钰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杨志刚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4 徐明苒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9号1 栋 2 室杨小合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9号1 栋 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3 徐津津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4 号王德娥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4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2 肖仲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舒德荣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1 肖思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李家 4组肖虎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李家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0 吴禹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大坝办事处丹江大道2 号1栋2单 1号郭勇 大坝办事处丹江大道2 号1栋2单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9 吴殊晗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街道办李丽娟 丹江口市均州路街道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8 王志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7组2 号王明军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7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7 王元鹏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王炜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5 王珂旸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徐 1 号1栋1单 0 室周永红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徐 1 号1栋1单 0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4 王搏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1栋1单 4号雷玉鸽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1栋1单 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3 谭豪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3 号谭成兵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2 谭传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谭章华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生 5号2栋3单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1 谭安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5 号谭成玉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0 沈清元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沈洪均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8 彭丹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龙家彭建强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7 马振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移民新村王大 2号2栋4 号李元琴 丹江口市移民新村王大 2号2栋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6 马晓玥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马强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5 吕运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吕光兵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4 罗昊堃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大坝二路民泰小区2号 3单 1号苏卉 丹江口市大坝二路民泰 2号 3单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3 刘文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9 号 2单 1 号张桂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9 号 2单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0 姜惠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青莫村姜显国 丹江口市浪河镇青莫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7 甘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大坝一路121号1栋2单 3号甘涛 大坝一路121号1栋2单 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6 冯正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2 号冯成柱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4 陈欣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2号4 栋2单 7 室陈俊波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2号4 栋2单 7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3 陈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陈明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2 陈晓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新港办事处新计宗萍 丹江口市新港办事处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1 陈世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黄中玉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0 常艺萌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3栋3 号常伟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3栋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9 曹忠凌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马家 3组曹相勇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马家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8 曹静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跃进门曹英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跃进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7 蔡博弈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蔡永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6 朱文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庄子 3组朱帮林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庄子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5 朱婉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二房院 4组朱志强 丹江口市均县镇二房院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4 周肖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洪家沟 6组周斌 丹江口市均县镇洪家沟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9 张嘉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张吉林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8 张佳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新港办事处新 0 号张毅 丹江口市新港办事处新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7 张成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康红英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5 袁良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谭巨慧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1 杨馨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6组杨朝均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0 杨小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4 号杨秀章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5 谢新颖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纪道玲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3 王芷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2号1栋1单 2 室王从贵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2号1栋1单 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2 王翊彬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戚传荣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1 王雪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跃许芳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0 王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王义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7 王殊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朱爱梅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6 王克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蒿坪镇王家岭村1组3王超 丹江口蒿坪镇王家岭村1组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5 王国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 1组王三龙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4 汪欣格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9号1栋7 号汪正伟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9号1栋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1 秦立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9 号1栋5单 4 室秦本国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9 号1栋5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0 钱环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杜家 4组陈世玲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杜家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9 潘嘉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5组潘入青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8 潘凤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1 号谢水云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7 马艳红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马家怀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6 马宽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马富堂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5 罗婧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大柳罗根昌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大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4 柳星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柳帮锋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2 刘星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刘万国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1 刘少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第5 号丁宗兰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第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0 李晓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周辉琴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6 胡思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张 5 号2栋9号胡鸿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张 5 号2栋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2 高龙一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高志均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1 付文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戚传芳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0 范子翔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白龙 2组曹学琴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白龙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9 陈治玥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龙潭河陈礼军 丹江口市龙山镇龙潭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7 陈心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2栋2单 1 号周丽芳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2栋2单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6 陈曦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浪河镇小店子村五组 陈永春 浪河镇小店子村五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4 白健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塘寨 4组3 号刘富敏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塘寨 4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3 朱鹏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2 号朱文洲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2 朱传承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2组3 号朱德兵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2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1 周兆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周香成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0 赵文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3 号赵顺青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8 张峥宏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移张伟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移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7 张好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牛河乡驷马沟 4组6 号王辉 丹江口市牛河乡驷马沟 4组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6 詹天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1 号张桂英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4 严士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柯贤铃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2 徐忠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徐峰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1 熊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三巷0 号熊洪涛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三巷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6 王咏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张丹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4 王晓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张友萍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2 涂静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1 号罗向华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1 宋昇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集王宏艳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集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0 舒政榿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5组舒大雁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8 彭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 4组彭国根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7 闵悦祺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 6号1栋3单 5 室闵军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 6号1栋3单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6 马中炎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1 号李胜梅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1 历博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历开全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9 李文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3组2 号李正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3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7 孔令熠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1 号孔飞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6 柯旻晖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凉水王红梅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凉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4 金馨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李毅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1 胡佳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费玲玲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6 陈晓蕾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陈海峰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4 艾年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港口路012号 艾万忠 港口路012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3 祝欣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2组郭世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2 朱同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新港办 3号朱杨 十堰市丹江口市新港办 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0 周吉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2 号1栋2单 7号秦道娥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2 号1栋2单 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9 赵小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林娟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8 赵生皓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泰山庙范平 丹江口市均州路泰山庙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7 张震麒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惠滩 1组叶萍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惠滩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5 张怡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青塘 4组2 号张红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青塘 4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4 张万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0 号6幢1单 7号万群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0 号6幢1单 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3 张思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饶家营路022号1栋1单张居民 丹江口市丹江大道338号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2 杨金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浪河镇浪河大道38号杨华芳 丹江口市浪河镇浪河大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1 徐书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5 号谭宇霞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0 徐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组3 号赵开荣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8 肖梦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肖明义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7 魏锦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3 号4幢2单 2室付燕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3 号4幢2单 2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6 王喆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王永宏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4 王凤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9 号王勇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3 王丹妮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凉水河镇白龙泉村2组耿红娟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2 唐晴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8号1 栋1 室唐国兵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8号1 栋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1 石钰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深沟路大坝办石鹏 丹江口市深沟路大坝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0 乔嘉雯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7 号5栋3单 4 室赵薇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7 号5栋3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9 潘新洲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4 号潘文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8 潘若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彭家沟 2 号潘长均 丹江口市龙山镇彭家沟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7 毛雨萱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毛成刚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6 马平川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 1号 2单 6 室马占海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 1号 2单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5 吕玉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姚 1 号吕文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姚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4 吕星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姚沟路 1 组2号吕成群 十堰市丹江口市姚沟路 1 组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3 刘周馨懿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江大道248号2栋3单 8号刘国斌 丹江口市丹江大道248号2栋3单 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2 刘诗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集团新村甘润 丹江口市大坝集团新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1 李哲涵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一路安康韩建平 丹江口市大坝一路安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0 李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红山 5组孙秀英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红山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9 李欣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广田 2组5号李波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广田 2组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7 李浩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徐 3 号1栋2单 9号肖琨燕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徐 3 号1栋2单 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6 宦志卿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大坝办事处汉江社区 宦勇 大坝办事处汉江社区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3 高凌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沙树湾 5 组高思洪 丹江口市官山镇沙树湾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2 付佳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迎宾路迎宾馨 b区4号 1单 4室刘红丽 丹江口市迎宾路迎宾馨 b区4号 1单 4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1 方馨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 5组谢学燕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0 方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7 号2栋1 室江艳华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7 号2栋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9 鄂赟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柯荣芳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8 邓思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新港办 2 号邓发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新港办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7 程新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程刚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6 陈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6组7 号杜海云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6组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5 陈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和 1号1单 7 室陈锐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和 1号1单 7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2 周贤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周培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1 周思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王利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8 赵亦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习家 1组赵群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习家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5 张宗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张强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4 张治林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羊山路1号5栋122号 张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羊山路1号5栋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3 张兆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王家岭 3组4 号张茂林 丹江口市蒿坪镇王家岭 3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0 张嘉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4组周婷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7 姚俊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姚荣贵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5 徐明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土关垭镇土关垭村1组陈玉琴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4 谢曼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3组9号王小云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3组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2 向美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大坝办事处王大沟路3 号1栋1单 6号张淑珍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王 3 号1栋1单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1 王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1组8 号杨贤菊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1组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9 石嘉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寨山村9组 石先兵 丹江口市寨山村9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8 齐荣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张文珍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5 罗宇坤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9组1 号罗海兵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9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3 鲁智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鲁国文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2 刘仁逸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曾玉香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1 刘人瑄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一路居委刘少辉 丹江口市大坝一路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0 刘铭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3组王静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5 何飞扬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江口 4组何君明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江口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1 杜敬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3 号杜积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0 程培炎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花园村2组 高为玲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9 陈世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2号赵娟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8 陈家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陈雁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7 周怡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三清庙村3组9 号陈明丽 丁家营镇三清庙村3组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6 周沛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王周金江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5 周吉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秦道娥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4 张卓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北沟 5组张家启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北沟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3 张喆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丹 1号7栋1单 7 室邓海荣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丹 1号7栋1单 7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2 张慷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武当 2组6号1 室郑小燕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武当 2组6号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1 张家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蒿坪镇王家岭村5组01 号张书武 丹江口市蒿坪镇王家岭 5组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0 张晗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大坝办事处人民路31号4栋1单 5 室张战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人 3 号4栋1单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9 张得福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陈家 3组2 号张长国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陈家 3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8 张昌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8 号6栋8单 2 室张瑞芬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8 号6栋8单 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7 杨小月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曹家 3组何大英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曹家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6 杨思思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杨克思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5 徐兴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6组徐雷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4 徐鑫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赵路办事处姚沟路2号刘世云 丹赵路办事处姚沟路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2 吴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桂兴娥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1 王宇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电 6号1栋0 室李敏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电 6号1栋0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0 王宇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三巷1号3幢1单 6 室张晓晴 丹江口市丹三巷1号3幢1单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9 王公瑾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柯启英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8 万子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邮局对万汉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邮局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7 万天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花园村3组 万正英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6 汤玉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4 号汤成立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5 谭成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新港居委会 谭华 丹江口市新港居委会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4 孙俊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8 号艾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3 绳采飞扬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新港居谭静 十堰市丹江口市新港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2 尚保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尚华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1 秦振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二路67号2栋1单 3号秦应兵 丹江口市大坝二路67号2栋1单 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0 秦成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秦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9 潘道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闫成巧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8 马永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马士运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4号2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6 刘玥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李红印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5 刘梁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9号2栋1 号刘胜普 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川路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4 刘佳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滨江艳玲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生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3 林一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2 号林森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2 李龙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车站路108号1栋1单熊静 丹江口市车站路108号1栋1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1 李凌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8 号程梅红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9 金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龙河郑从俊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龙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8 姜增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三清庙村四组姜培良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7 黄香玲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黄开成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4 段赛坤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苏家沟 3 号2栋2单 5 室张成慧 十堰市丹江口市苏家沟 3 号2栋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3 杜忠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1组杜双财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1 代浩瀚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石鼓镇居 3组代正建 十堰市丹江口石鼓镇居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0 陈立冬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姚 5号1栋1单 4 室陈庆军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姚 5号1栋1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9 陈俊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6组陈安同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8 陈近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4组陈绪甫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7 朱思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联 2号2 幢7 室郭红英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联 2号2 幢7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6 周欣语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1 栋2单 2 室颜艳坤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1 栋2单 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5 郑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杨家 4组6号郑华明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杨家 4组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4 郑春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2组沈兴玲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9号 4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3 张卓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蒿坪村5组4 号张斌 丹江口市蒿坪镇蒿坪村5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2 张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官山镇田畈村3组 张华 官山镇田畈村3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1 张文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张剑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0 张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赵家坪张金锋 丹江口市官山镇赵家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9 张晋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汤湾村一组 张德柱 汤湾村一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8 岳荣贵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茯苓 5组岳新红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茯苓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7 余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1 号潘霞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5 许子扬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许大忠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4 熊东麒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丹霞路6号熊聚银 丹江口市石鼓镇石鼓大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3 夏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夏廷平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2 吴开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双塘 5 号吴天根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双塘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1 温皓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彭家沟 1组温太清 丹江口市龙山镇彭家沟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0 王瑜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76号8栋1单 1 室王群 丹江口市丹赵路76号8栋1单 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8 王世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三官殿办事处阳西沟村1组6号王兆群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1组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7 王嘉祥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沿江路王成 十堰市丹江口市沿江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6 王怀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丁家 1组1 号蔡丽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丁家 1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4 王传旭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6组1 号王明涛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6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3 汪家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沙陀营路182号 汪爱国 十堰市丹江口市沙陀营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2 涂功铭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尚家店 1组4 号涂强 丹江口市蒿坪镇尚家店 1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1 谭志高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张高云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张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0 孙均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罗金焕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9 宋佳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凉水宋军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凉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8 祁格菲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祁丹辉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7 潘一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潘勇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6 牛延青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牛发银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5 马明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马严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4 刘思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郭荣玲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3 廖康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廖志锋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2 李瑜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李清兵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1 李光旭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1 号纪玲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9 黄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2 号黄克勤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8 黄凯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余家湾 4组黄少龙 丹江口市蒿坪镇余家湾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6 何晨晖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大坝办事处移民新村社何大雁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5 高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孤山村0 组曹桂荣 丹江口市官山镇孤山村0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4 付炳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双塘 5 号付建民 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2 杜黎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尚春改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1 邓诗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大坝办事处李平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 4 号2 栋3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9 陈雅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3组陈涛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8 陈仕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寨山 0 号陈传林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寨山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7 陈若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陈永超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6 陈健雄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陈刚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5 曾翔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集曾凡强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集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4 白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湖白元刚 湖北丹江口市丹赵路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3 郑世茏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1 号郑明华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广田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2 郑灿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大柳 2组郑加银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大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1 赵王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杨家 3组王艳丽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杨家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0 赵明鸿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和 1 号1栋2单 5号汤玉芳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和 1 号1栋2单 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9 张志鹏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印刷厂家属区1单元四 4李静 印刷厂家属区1单元四 4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8 张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白龙泉张光虎 十堰市丹江口市白龙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7 张文卓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丹 4 号1栋1单 7号张军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丹 4 号1栋1单 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6 张富坤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5组张华云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2 徐明月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 4组徐耀强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1 习任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2组习世群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0 伍贞瑾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二巷 7 室伍忠义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二巷 7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9 吴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龙山镇石桥沟村1组51号吴铁昌 龙山镇石桥沟村1组5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8 王学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王自春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7 王权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李萍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6 王俊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丹王建华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5 汪仕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丹赵路漫韩梅 丹江口市丹赵路漫水桥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4 庹佳濮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程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3 田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田德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1 饶克鹏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湖北十堰丹江口市六里 6组7 号饶真兵 湖北十堰丹江口市六里 6组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0 戚小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 组3 号余兴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 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9 潘同茗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北沟 2组潘君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北沟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7 苗昇霖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9号3栋1室向红艳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9号3栋1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5 林一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新港小区1824号 高红燕 新港小区1824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3 李志明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 1 号6栋1单 2 号李金富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 1 号6栋1单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1 李书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九龙桥张善国 丹江口市石鼓镇九龙桥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0 李凯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6组汤志琴 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9 李炳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江大道340号宋新卫 丹江口市丹江大道340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8 黄正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张元玲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7 胡祖策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习家店镇下绞村1组 胡从周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下绞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6 胡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赵路办事处计家沟村胡家盛 丹赵路办事处计家沟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5 贺子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丹 1号1栋2单 4 室龚么妹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丹 1号1栋2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4 何冠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何晓静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3 韩智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姚韩义成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姚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0 杜佳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官山镇孤山村4组 杜天波 丹江口市官山镇孤山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9 董良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1组1 号董涛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1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8 代欣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6组代太红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7 陈志斌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新港经陈圣金 十堰市丹江口市新港经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6 陈淑涵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小店子 2组陈新 丹江口市浪河镇小店子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4 朱震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1栋1朱力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1栋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3 朱胜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四方 5组朱德俊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四方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2 周翔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渡 8 号周殿纯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渡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1 周道宏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土关 2组周先锋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土关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8 张志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新港办事处新成传莲 丹江口市新港办事处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7 张文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张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6 袁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袁良金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4 杨永灏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小店子徐长云 丹江口市浪河镇小店子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1 谢子涵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 谢卓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9 吴春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江大道移动霍文洁 丹江口市丹江大道移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8 王雅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均州路办事处张家营居 1 号王雪华 均州路办事处张家营居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6 王生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7组8 号王兵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7组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5 王浩瀚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汉陈丽 丹江口市汉社社区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4 王朝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王顺红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2 尚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 号汪云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9 马红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5组2 号马战胜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5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7 刘洋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2组刘光文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4 李宇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丁家 5组李锋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丁家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0 金鑫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陈永芝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8 计皓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大坝办事处老关庙居委计炜 大坝办事处老关庙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7 黄培强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张琴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5 方超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均州路办事处丹一巷8 号方兴勇 均州路办事处丹一巷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4 段久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5组5 号段永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5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3 杜鑫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城关镇泰山庙居委会 杨相梅 丹二巷6号1栋1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2 程鹏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新港办事处庙 1巷5号程顺超 丹江口市新港办事处庙 1巷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1 谌明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4 号谌江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0 陈献智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 陈贵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7 陈鸿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银洞 1组陈勇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银洞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5 曹世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浪河镇浪河社区居委会程兴霞 浪河镇浪河社区居委会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4 曹君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花园 4组曹啸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花园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9 周志强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1栋3单 2程德玲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1栋3单 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8 周晓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2组2号汪丽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2组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5 章国庆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三官殿办 1 号章春华 十堰市丹江口三官殿办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2 张锦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4组1 号张正明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4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8 袁家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袁希青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6 杨宇博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 4 号石丽萍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5 杨贤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花园村5组55号杨生权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5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0 王文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丹 5 号1栋2单 0 室王兵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丹 5 号1栋2单 0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8 王立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王显高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7 汪子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7组2 号汪艳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7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6 汪宏乾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丹霞路3号汪德耀 丹江口市石鼓镇丹霞路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4 谭涵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2 号-3谭大明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2 号-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3 沈佳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1栋1单 0 室沈建勋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1栋1单 0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7 卢豪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羊 7 号3栋4号杨金梅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羊 7 号3栋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1 雷博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郧丹路1号1栋2 号雷富斌 丹江口市郧丹路1号1栋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9 江天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六里坪镇六里坪村五组江守卫 六里坪镇六里坪村五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6 高雪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高厚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5 冯和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六里坪镇花栗树村1组1 号梁吉兰 六里坪镇花栗树村1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2 陈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龙山镇白果树村二组3 号陈永堂 丹江口市龙山镇白果树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1 陈笛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3 号陈进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9 郑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六里坪镇油坊坪村4组崔建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6 赵树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王金荣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5 张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花园村5组 王生梅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4 张钰斌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栋3单 7李珍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3 张甲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三官殿办事处许家畈村4组4 号钱功秀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4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2 张富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张华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1 张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铁炉村5组张元国 丹江口市官山镇铁炉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0 易钰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易波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1栋2单 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9 杨天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杨睿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8 杨博坤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核桃园 5组柯尊娥 丹江口市均县镇核桃园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7 熊珍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4组熊代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5 谢怿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姜中尉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4 谢汉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5组戴军国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3 谢丁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5组谢学生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2 肖靖蕾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7 号李春英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1 吴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吴晓兵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0 王奕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 1 号王贞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9 谭梦帆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1组2号胡海琴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1组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8 谭成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林 2组李金凤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林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7 全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4组周翠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6 钱扬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岭西村3组钱尚国 丹江口市龙山镇岭西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5 彭静雯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二路张金玲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二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4 潘凤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潘宗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3 罗小权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罗华清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2 刘润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土关垭镇金山村1组 周萍 土关垭镇金山村1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1 刘浩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新港办事处红 3号王严 丹江口市新港办事处红 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0 李跃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陈红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9 李心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姚 5号2 号1栋1单李启勇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姚 5号2 号1栋1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8 李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李明阳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7 李国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迎风寺李尚洪 丹江口市均县镇迎风寺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6 金培强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3组金世群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5 黄亚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均州路办事处丹二路1 号1栋1单黄永波 均州路办事处丹二路1 号1栋1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4 胡钊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巷0 号张世雨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巷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3 龚祖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龚劲涛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2 龚润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一路14号4栋1单 6 室杨丽飞 丹江口市大坝一路14号4栋1单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0 程琪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浪河口 2组张殿香 丹江口市浪河镇浪河口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9 陈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 2组陈治军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7 陈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6组段小玲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5 陈满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4组陈玉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4 陈虹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灵山村2组孙秀杰 丹江口市均县镇灵山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3 曾宪彻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9号曾兆兵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2 周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杉树湾 1组周启华 丹江口市官山镇杉树湾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0 王远强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王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8 李宇宸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0 号2栋2单 1 号李兵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0 号2栋2单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4 陈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刘成菊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5 朱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车站路朱胜利 十堰市丹江口市车站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4 汪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3组汪中明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2 谢婷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牛河乡光顶山 6组谢厚兵 丹江口市牛河乡光顶山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1 田林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田锋 丹赵路办事处三里桥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0 徐奕哲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二路48号9栋3单 4 号陈文平 丹江口市大坝二路48号9栋3单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4 曹闵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曹涛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0 周俊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7组0 号周辉兵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7组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8 杨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北沟 5组卢梅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北沟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9 陈清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3组王秀琴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8 李彬涵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李道华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6 李书哲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大坝办事处集团新村社李启文 大坝办事处集团新村社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5 周妍祯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周浏怡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4 张燕妮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高明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3 徐智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3组徐维明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2 王梦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5组2 号王延丽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5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0 张苏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余桂连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8 陈书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渡口路3 号陈光跃 丹江口市均县镇渡口路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6 张静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张正国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7 吕馨月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沙陀营吕进 十堰市丹江口市沙陀营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1 刘永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岳家 1组刘恩民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岳家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8 周亚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寨山 9组温菊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寨山 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3 杨紫云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殷河村3组1 号杨明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殷河 3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2 杨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洪家沟 6组杨志强 丹江口市均县镇洪家沟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1 杨贤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环 3号4栋2单 5 室杨成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环 3号4栋2单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9 严晓彤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严朝龙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8 许兴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2组钱正红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7 熊晨萱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习家店镇大柏村1组4号熊昌山 习家店镇大柏村1组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5 谢滨鸿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均州路办事处丹一巷9号江海霞 丹江口市丹一巷00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9 孙婷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杨峪 1组管小女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杨峪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8 聂世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双泉山 聂亮 丹江口市新港双泉山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5 刘祎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狮子 1 号0 室刘波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狮子 1 号0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4 陈聚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大坝办事处滨江社区居陈涛 大坝办事处滨江社区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3 黄美达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1栋1单 1 号黄志刚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1栋1单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2 胡亚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石鼓镇九龙桥村2组 胡本渊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0 胡德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4组胡祖有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9 付林峻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双泉山居委会付勇 丹江口市双泉山居委会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7 程嘉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7 号2栋1单 0 室程兵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7 号2栋1单 0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6 陈倩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陈家宋丽敏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陈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4 朱娉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水竹 1组朱善春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水竹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2 郑许秋悦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孙家 1组4 号杨平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孙家 1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1 章梦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石门沟章成涛 丹江口市龙山镇石门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0 张晓楠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 费丽华 丹江口市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9 张启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均州路办事处王家营社张黎生 均州路办事处王家营社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8 张曼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张玉贵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7 张朝凤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龙家 1组张明显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龙家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6 杨祎帆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水泥厂路3号1栋1单 2号余太春 丹江口市水泥厂路3号1栋1单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5 杨梦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3号4栋1单 6 室陈春燕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 3号4栋1单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4 薛鹏举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薛吨励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3 熊少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丹赵路办 1 号4栋2单熊伟 十堰市丹江口丹赵路办 1 号4栋2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2 夏瑞敏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1栋2夏强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1栋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1 习玉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习家 1组朱正云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习家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0 魏云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新港办事处陈 0 号徐蕊 丹江口市新港办事处陈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9 尉迟文静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双泉 6组李明琴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双泉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8 王子建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居民区1组王东 丹江口市石鼓居民区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7 王袁锦琼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李家 5组8 号艾玉芝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李家 5组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5 王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六里 4组4 号鲁建红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六里 4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4 王丹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刘德玲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3 汪星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二谭成玉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2 汪金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7组朱敏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1 谭星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谭波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0 孙均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4组孙恒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9 舒怡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舒波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8 盛莉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牛河乡牛家河 1组冯艳林 丹江口市牛河乡牛家河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7 任丹庆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柏树岭居委会5组28号刘慧丽 柏树岭居委会5组2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6 潘淑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肖大萍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4 马欣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吴兴爱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3 罗喆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村3组熊小丽 丹江口市土关垭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2 卢文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张德梅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1 刘煜章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刘文斌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0 刘嘉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朱霞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9 李新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4组李焕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8 李湘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李国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7 李贝儿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2 号2栋1单 1楼（王 ）周金珍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2 号2栋1单 1楼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6 黄思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新港居委会 刘丹荣 丹江口市新港居委会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5 黄若彤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川村3组黄丹 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川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3 付洪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8组付增普 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2 范越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 0 组秦邦莲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 0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1 范明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范长清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0 杜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土门沟杜明华 丹江口市浪河镇土门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9 杜江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习家店镇茯苓村5组 杜光国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茯苓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8 杜丰楠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街道办杜兵 丹江口市均州路街道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7 戴亦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3 号2 栋姜静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3 号2 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6 陈映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陈越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5 陈心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陈克新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4 陈若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凉水河镇檀山村7组 陈鹏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3 曹丹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八里曹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八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2 安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安正成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0 朱梦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朱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9 朱海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4组朱善兴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8 朱贵娥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2组朱安海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6 赵淑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新店村1组赵祥清 丹江口市蒿坪镇新店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3 张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盐池 3组张守斌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盐池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2 袁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 钱国玲 丹江口市丹赵路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7 卫紫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卫涛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4 谭彧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8-9号谭章鹏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8-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3 石玉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均州路办事处丹二路居潘宗琴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2 皮丹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皮生超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1 孟钰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孟丽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0 吕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苏 4 号3栋1单 2号吕金波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苏 4 号3栋1单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9 柳欣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号柳盛贵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8 刘馨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三清 3组4 号田茂风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三清 3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6 李玉乾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居委会龚敏 丹江口市丁家营居委会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4 李尚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5组李斌 丹江口市浪河镇代湾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2 李金铃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柳河 3组李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1 纪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观沟纪德明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观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0 胡祖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1 号胡光明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9 胡周琴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习家店镇杏花村二组 胡炜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8 郭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花园 2组9号郭帮平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花园 2组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7 冯金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 4号4栋9 号冯武兵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 2号1栋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5 范诗语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新店村1组范茂伟 丹江口市蒿坪镇新店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4 段书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姚秀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3 邓玉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 4组刘成娥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1 崔文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行陡 4组崔运忠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行陡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0 陈圆圆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凉水河镇油坊沟村一组陈传均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9 陈晓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1 组明廷梅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8 陈思思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茯苓 2组3 号陈正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茯苓 2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7 陈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湖北内生十堰市丹江口杜明云 湖北内生十堰市丹江口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6 陈俊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土关常德巧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迎宾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4 艾锦臻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1组7 号郑顺芳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1组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3 赵君胤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赵花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1 赵丹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习家 3组薛菊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习家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0 张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7组张飞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9 张俊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杨金改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8 张洪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4组郝传琼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7 张国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张殿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6 袁敏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肖川社李尚兰 丹江口市均县镇肖川社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5 徐智玲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4 组王银芳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4 谢苗颖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赵路办事处丹赵路2 号3栋5号谢瑞波 丹赵路办事处丹赵路2 号3栋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3 吴小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5组吴元国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2 翁飞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赵家坪 0 组王德霞 丹江口市官山镇赵家坪 0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1 王孝民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左绞 2组王玉伟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左绞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0 王诗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王华明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9 王若彬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王力国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8 王德红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王明成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6 谭佳玲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环城南路90号 7谢学娥 丹江口市环城南路90号 7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4 孙袭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永 8号周吉芳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永 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3 尚欣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尚友进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2 庞晨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观音庙 2组7号庞化山 丹江口市蒿坪镇观音庙 2组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1 马舒琴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马进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0 吕道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 1路6号1栋2单 6 号王同梅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大 1路6号1栋2单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8 刘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 2组刘正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7 刘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1组姜萍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6 李子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丹 5 号1栋9单 6号李建松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丹 5 号1栋9单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5 李昱科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丁营 5 号阮保翠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丁营 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4 李文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 吕世兰 丹江口市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3 李冉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5组李尚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2 李明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陈华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1 江臣易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6号肖国梅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0 黄馨月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艾祖丽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8 黄宁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组7号黄开刚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组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7 胡余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余秀丽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6 胡舒扬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胡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大坝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5 洪思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9组洪邦利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4 方欣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王冬云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3 方琳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9号方洪冲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2 陈玉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陈安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1 陈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4组2 号谢作红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90 陈欣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3组陈洪清 十堰市丹江口均县镇洪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9 陈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何家院胥家梅 丹江口市均县镇何家院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5 周煜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六里坪镇马家岗村2组周发生 六里坪镇马家岗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4 周寒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集周双成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集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3 张智涵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凉水潘堂娥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凉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1 张妤涵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 5组张守恒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80 余军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 2组余如选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9 姚慧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川村5组姚常国 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川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8 杨晨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丁家营居委会7组陈晓燕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丁家 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6 吴玉淑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丁家曹霞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丁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5 吴丽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3号1栋2单 2 室李霞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3号1栋2单 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4 吴俊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磨 2组8号吴永锋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磨 2组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3 魏思祎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魏明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2 王子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王洪兵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1 王子萱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二路40号1 栋2单王明杰 大坝二路179号8栋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70 王文强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2 号张艳丽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9 王思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王富贵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8 王佳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1组周辉珍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7 汪梦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汉汪昕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6 谭仲月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苏 9组4 号汪小丽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苏 9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5 宋雨萱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汉齐小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3 皮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皮兴起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2 彭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1组彭福生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1 马明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马湾村2组马安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马湾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0 刘思语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号王梅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9 李欣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7组李伟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8 李心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徐静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7 李小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李家 1组李祥安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李家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6 柯聪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谢洪菊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0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5 焦云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杨峪 1组焦林娃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杨峪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4 贾丽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青塘贾文强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青塘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3 胡文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左绞胡从兵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左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2 胡光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胡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1 何晓微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江口 4组何君辉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江口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50 顾欣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2组顾天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9 高永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三清庙 3组高思均 丹江口市丁家营三清庙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8 付楚芸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付明华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7 丁姁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2 号2栋1 号丁红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2 号2栋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6 邓小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 4组邓光耀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5 陈佳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姚沟路2号4栋1 号王燕 丹江口市姚沟路2号4栋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4 白雅晴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肖梁丽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肖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2 朱慎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慎娇艳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1 周梦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大坝办事处汉江社区居茹艳秋 大坝办事处汉江社区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40 周佳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羊 7 号周天梅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羊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9 赵小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朱邦娥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7 张富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张华银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6 袁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官山镇五齐在云 丹江口市官山镇五龙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5 袁思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袁良杰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4 于静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1组于代广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2 吴佳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一路办事吴克彦 丹江口市均州一路办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31 王雨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陈敏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9 王俊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王亮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7 王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王虎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6 汪慧贤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汪家乐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5 孙怡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孙君翔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4 潘佳露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2组7 号潘华明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2组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1 卢小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余家湾 6组卢敬玉 丹江口市蒿坪镇余家湾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20 卢烁华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4 幢2单卢锋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4 幢2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9 卢健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三官殿办事处三官殿村7组3号张玲 三官殿办事处三官殿村7组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8 刘渝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吕华英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6 刘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刘俊良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3 李愉舒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3组李均叶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2 李欣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1组李有群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1 李进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3栋3单 6 室霍雪琴 丹江口市均州路办事处 1 号3栋3单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10 计佳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和陈云 丹江口市大坝办事处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9 华梓旭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大坝一路81号1栋1单周艳玲 丹江口市大坝一路81号1栋1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8 贺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7号8栋4单 1 室贺国转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7号8栋4单 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7 何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浪河居祝彬彬 丹江口市浪河镇浪河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5 付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五龙口 0 组付银均 丹江口市官山镇五龙口 0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4 范安南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范昌炜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州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01 曹馨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汉江 3组曹玉平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汉江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84 戴楠轲 房县二中 房县万峪河乡旱田村1组9号戴新龙 房县万峪河乡旱田村1组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5 代剑锋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龙王代明强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龙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4 戢子恒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老城王丽君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老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2 张佳佳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大 1组张威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大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1 陈梦茹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武当 1号金忠燕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武当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4 卢洪鑫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泉水 2 号付培莉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泉水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8 贺生旭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河坪贺茂平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河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3 张沣毅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八组张青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八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2 刘越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房陵 5 号刘强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房陵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1 刘治豪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环城北路8 号刘仁波 房县城关镇环城北路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0 邵荣铮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白路村75号舒智桂 房县城关镇白路村3组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8 周俊伯 房县一中 东城门路128号 贾德洋 东城门路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8 卢小欢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五台乡红场黄顺菊 十堰市房县五台乡红场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7 汪大海 房县一中 房县门古寺镇项家河村2组汪选军 房县门古寺镇项家河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3 邓振宇 房县一中 十堰房县军店镇居委会刘玉华 十堰房县军店镇居委会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2 袁杰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解家 1组6 号袁胜兵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解家 1组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1 张兴轲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 张波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双溪 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0 金俊杰 房县一中 房县白鹤乡解家湾村1组金吉红 房县白鹤乡解家湾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6 邱阳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龙王沟村2组1号邱远文 房县青峰镇龙王沟村2组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4 丁文帝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东 2组李相云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东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1 田鑫 房县一中 红塔镇高碑村一组 田永清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高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88 陈孜然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丁字街54号杨爽 房县城关镇丁字街5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86 付梦婷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水岸人家8号 4宋学云 房县城关镇水岸人家8号 4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80 张浩宇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西街7 号张晓军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西街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9 张茹 房县一中 房县军店镇何家村11组5 号张海云 房县军店镇何家村11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8 孙仁魁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西坡 1号孙长江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西坡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7 岳乐乐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白沙 5组2号岳波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白沙 5组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6 邢栩恺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南街11号邢川 房县城关镇南街1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3 黄登基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卧牛观村 黄毅 房县青峰镇铁鱼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6 邢锐广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摆邢敦军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摆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5 万佳丽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桂坪 3组4 号黄华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桂坪 3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4 杨真 房县一中 大木厂镇东河村 唐霞 大木厂镇东河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3 董俊杰 房县一中 房县土城镇葛坪河村5组董方贵 房县土城镇葛坪河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6 陈浩然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丁字街54号杨爽 房县城关镇丁字街5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3 许婷婷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小西 2 号许光群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小西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2 刘灵霞 房县一中 十堰市大木镇大木街村邹艳云 十堰市大木镇大木街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1 郑超 房县一中 房县万峪河长滩河3组1 号李永红 房县万峪河长滩河3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0 高鑫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三海村4组高宇 房县城关镇三海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7 余国豪 房县一中 房县红塔乡桂坪村2组郭春华 房县红塔乡桂坪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6 昝忺忺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东街5组2 号昝韬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东街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2 胡俊杰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北关胡长春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北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0 廖古月 房县一中 房县 廖顺成 房县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8 阮慧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五 2组马德平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五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5 龙培群 房县一中 房县军店镇双柏村七组任桂菊 房县军店镇双柏村七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4 刘悦悦 房县一中 化龙堰镇高川村十组1 号王彩丽 化龙堰镇高川村十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3 刘冰霜 房县一中 化龙堰镇化龙堰村四组1 号陈萍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化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1 任逸鑫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青峰 3 号王蓉 青峰镇青峰村青峰村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28 胡姿蕊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军马 2组汤会勤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桃源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25 何岸 房县一中 房县化龙镇高桥村4组2 号张梅芬 房县化龙镇高桥村4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24 李满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松林 2 号李家友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松林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23 李纵横 房县一中 襄阳市襄城区南丽居委邢丽平 十堰市军店镇中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22 赵宇涵 房县一中 房县神农路68号 李琴 房县神农路68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21 胡浩然 房县一中 房县野人谷镇西蒿坪4组1 号李红云 房县野人谷镇西蒿坪4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8 张蕾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冯家坡村4组1 号张祝全 房县青峰镇冯家坡村4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6 邓俊辉 房县一中 红塔镇油坪村3组55号邓永刚 红塔镇油坪村3组5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4 刘鑫宇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火光刘志强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火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3 邓嘉琪 房县一中 武当路89号 徐志萍 房县城关镇武当路8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2 杨杰 房县一中 房县野人谷镇西蒿坪村 2 号杨永权 房县野人谷镇西蒿坪村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1 郑阳 房县一中 房县化龙镇上湾村1组5 号郑家满 房县化龙镇上湾村1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0 邓静雯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长龙 1 号邵艳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长龙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8 曾雅娴 房县一中 窑淮镇窑场村五组 曾永健 窑淮镇窑场村五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7 储梦玲 房县一中 上龛乡双龙村一组 储莫谦 上龛乡双龙村一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6 昝琳慧 房县一中 房县化龙堰镇汤峪河村昝海英 房县化龙堰镇汤峪河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5 吴文杰 房县一中 房县军店镇指北村6组1 号吴勇 房县军店镇指北村6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3 邵海滨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南街陈丽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南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2 王俊飞 房县一中 军店镇下店子居委会一 3 号刘艳红 军店镇下店子居委会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1 陈豪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油坪 5组6号邓飞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油坪 5组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0 张城 房县一中 房县姚坪乡姚坪村1组1号张昌根 房县姚坪乡姚坪村1组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0 周桤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龙王坪村6组5 号周明洪 房县青峰镇龙王坪村6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4 王冰冰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河坪村2组1 号王永树 房县青峰镇河坪村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2 金世鹏 房县一中 湖北十堰市房县白鹤镇 2解明兰 湖北十堰市房县白鹤镇 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0 熊懿萌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南街熊必勇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南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9 苏雨畅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丁字街58号苏宗军 房县城关镇丁字街5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5 况菲阳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东关社区武 4栋3单 5 室陈双 房县城关镇东关社区武 4栋3单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1 孟婕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五台乡龙潭孟才平 十堰市房县五台乡龙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0 邹新宇 房县一中 房县大木厂镇双泉寺村2组张学英 房县大木厂镇双泉寺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6 郑谟奥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西街4组 郑旭东 房县城关镇西街4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2 杜少钦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花宝 7组1 号杜德辉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花宝 7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9 王洁宇 房县一中 化龙堰镇桃园沟村1组王平 房县化龙堰镇桃园沟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8 刘淑婷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万峪河乡旱刘勇 十堰市房县万峪河乡旱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7 孙雨欣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西水路75号饶美 房县城关镇西水路7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4 尹华钢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万峪河乡镇尹双全 十堰市房县万峪河乡白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0 朱美龄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高朱世军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高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4 罗嘉仪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伏溪 3组3 号罗华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伏溪 3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3 彭傲霜 房县一中 房县门古镇万家凸村一彭良伟 房县门古镇万家凸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7 邓婷婷 房县一中 房县军店镇指北村5组1 号吴德成 房县军店镇指北村5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1 任茂鑫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房陵大道1 号任华 房县城关镇房陵大道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3 杨俊垚 房县一中 房县十堰市房县红塔镇 8 号付家梅 房县十堰市房县红塔镇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1 毛荣博 房县一中 万峪河乡老人坪村2组5 号毛洪江 十堰市房县万峪河乡老 2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0 代永懿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检察院道子2 号代明生 房县城关镇检察院道子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85 邓汕武 房县一中 房县十堰市房县红塔镇 6 号邓德基 房县十堰市房县红塔镇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83 杨慧玲 房县一中 十堰房县军店镇向家湾2组9 号杨付臣 十堰房县军店镇向家湾2组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81 何森鑫 房县一中 房县军店镇中村村7组2 号何勇 房县军店镇中村村7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80 陈兴语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白路村6组余琴 房县城关镇白路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9 王红杰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白鸡 3组代晴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白鸡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8 张士荣 房县一中 房县十堰市房县白鹤镇 1组5号张吉业 房县十堰市房县白鹤镇 1组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6 王雨泽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通省 2组1 号王友学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通省 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5 蒋仁豪 房县一中 白鹤镇长龙堰村1组49号蒋磊 白鹤镇长龙堰村1组4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4 李家勇 房县一中 房县十堰市房县土城镇 2组3 号李定军 房县十堰市房县土城镇 2组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3 谭琰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七里杨蕊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七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2 代齐鑫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龙王 5组3 号齐大兵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龙王 5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8 邢强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东沟 2组邢敦喜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东沟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7 常晶晶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东街第一居 3 号常海昌 房县城关镇东街第一居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6 王垭坭 房县一中 红塔乡李家湾村 冯玉平 十堰市红塔乡李家湾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4 王鑫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高 3组唐红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高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2 王盛弟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炳公 6组3 号张琴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炳公 6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1 胡忠杰 房县一中 房县白鹤乡赤岩村4组2 号胡勇 房县白鹤乡赤岩村4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0 李俊晗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乡东浪 1 组2 号李成虎 十堰市房县白鹤乡东浪 1 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8 祁鑫霁月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联观村二组戢运萍 房县城关镇联观村二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7 吴小莉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房陵 1 号付从琴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房陵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6 胡赵辉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西街赵静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西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4 邢嘉瑞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神农 2 号戢勇菊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神农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2 杨太旭 房县一中 房县土城镇堤坪铺村2组8 号杨国华 房县土城镇堤坪铺村2组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1 李思雨 房县一中 化龙镇长望川村1组38号何华 房县化龙镇长望川村1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0 徐果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沙坪 4 号徐丹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沙坪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9 颜志旭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下西关2组6号颜静 房县城关镇下西关2组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7 任佳佳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花楼 4组2 号任传平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花楼 4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4 袁文可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环城 1 号袁锐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环城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1 张鑫宇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白露镇东浪徐萍 十堰市房县白露镇东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8 冯楚秦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月明张飞红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月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7 李润琪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李堰 3组5 号李操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李堰 3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6 王淳溪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堰河汪华梅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堰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4 王靖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东城 2 号吴慧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东城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3 张子鑫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白土王玉芝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白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2 张诗雨 房县一中 房县回龙乡二一村2组张志勇 房县回龙乡二一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26 马文姣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铺沟 7号向启惠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铺沟 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25 胡裕民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环城路266号熊陆会 房县城关镇环城路26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24 彭雨欣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北街第一居 2 号彭德武 房县城关镇北街第一居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22 曾晓宇 房县一中 房县沙河乡鹰咀石1组1 号曾有贵 房县沙河乡鹰咀石1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20 刘金凤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尹吉甫镇榔 2 号罗正菊 十堰市房县尹吉甫镇榔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9 邓莹 房县一中 房县军店镇军店街社区 4组邓子贵 房县军店镇军店街社区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8 何泽熙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叶何伟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6 林少俊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县门街53号林鹏 房县城关镇县门街5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5 金万煇 房县一中 房县白鹤乡伏溪堰村6组宋华香 房县白鹤乡伏溪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3 何建宇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何家 4组何兴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何家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2 卢琪 房县一中 房县门古寺镇胡家街村3组卢玉 房县门古寺镇胡家街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1 屈新国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姚坪镇屈家陈艳 十堰市房县姚坪镇屈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0 李佳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中坝乡三溪 1 号杨先荣 十堰市房县中坝乡三溪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9 赵纪文 房县一中 房县野人谷镇杜川村2组赵泽治 房县野人谷镇杜川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8 舒孟佳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东城门路1 号舒智万 房县城关镇东城门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7 闫仕界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东孟照珍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6 刘梦婷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古刘艮波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5 邓红 房县一中 红塔镇桂花坪村2组02 号邓发林 红塔镇桂花坪村2组0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4 夏照冰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房陵西大道6号夏华明 房县城关镇房陵西大道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2 丁章壄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塘埂孙前云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塘埂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1 严鼎峰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南街1 号王慧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南街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9 候敏 房县二中 房县沙河乡竹园村一组3 号李德菊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竹园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6 方鑫 房县二中 红塔乡高坡村1组 赵开云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高坡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4 胡阳春 房县二中 大木厂镇桥梁村 胡修兵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桥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6 莫爽 房县一中 青峰镇陡口河村六组 莫仕平 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1 高陈宇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党家 4组4 号陈明林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党家 4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25 任世涛 房县一中 窑淮镇东沟村1组12号任传进 窑淮镇东沟村1组1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9 李金辉 房县一中 房县城管镇北街424 方必兰 房县城管镇北街424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6 陈瑶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草乔启华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9 薛丽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乡界山 5组7 号薛治平 十堰市房县窑淮乡界山 5组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9 赵月 房县二中 尹吉甫镇沈家湾村1组2 号张从梅 十堰市房县尹吉甫镇沈 1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8 朱华媛 房县二中 房县门古寺镇项家河村2组谢光燕 房县门古寺镇项家河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7 刘星月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神农 8 号吴丽君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神农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6 昝玉洁 房县二中 汤峪河村9组 昝启进 十堰市房县汤峪河村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5 赵雪 房县二中 尹吉甫镇沈家湾村1组2 号张从娥 十堰市房县尹吉甫镇沈 1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5 董成文 房县二中 房县作峪沟村6组 董学兵 房县作峪沟村6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2 昝振宇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汤 8组4 号昝凯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汤 8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9 杜冰雨 房县二中 房县城关镇中西关三组杜俊美 房县城关镇中西关三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6 谢俊俊 房县二中 房县野人谷镇千坪村2组2 号陈云 房县野人谷镇千坪村2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7 李心如 房县二中 房县红塔镇朱湾村八组1 号张孝燕 十堰房县朱湾村八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8 毛静雯 房县二中 房县军店镇月明村4组1 号任艳 房县军店镇月明村4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3 丰仪琳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化口 2组王鸿 十堰市房县化口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1 何晨曦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西水计成娥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西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89 郭傲雪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明月 2组郭进国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明月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86 赵文君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月明 8组1 号赵春波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月明 8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9 李定坤 房县一中 房县化龙镇高桥村 昝续莲 房县化龙镇高桥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8 叶栢皓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白路村1组叶科绍 房县城关镇白路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7 钱昱昕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神龙路28号钱金涛 房县城关镇神龙路2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4 刘冰宜 房县一中 湖北十堰房县化龙镇作刘明磊 湖北十堰房县化龙镇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3 陈雅雯 房县一中 房县回龙乡古桥沟村2组4 号陈传静 房县回龙乡古桥沟村2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9 宦菁菁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三海 3组1 号胡玉琴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三海 3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8 金堰柳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中堰金世兵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中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4 任舒畅 房县一中 城关镇环城北路154号任高升 城关镇环城北路15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32 杨莹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 6组5 号杨先锋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 6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29 钟秀敏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 钟志荣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28 刘宇馨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龙王沟村7组1 号刘庆斌 房县青峰镇龙王沟村7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25 杨星星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 杨祖山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何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5 昝娜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铺沟 4 号昝继奎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铺沟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2 余金雁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台口 1号余洪房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台口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11 程星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股 2组1号马世军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股 2组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8 张悦 房县一中 房县回龙乡红旗村1组5 号谢艳艳 房县回龙乡红旗村1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7 宦晓阳 房县一中 房县桥上乡驼鱼河村4组4 号宦玉友 房县桥上乡驼鱼河村4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3 周田甜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竹园田茂兰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竹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2 李晓璐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三海 2组杜勤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三海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00 李萍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通省 2组李文均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通省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5 柳俊杰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市镇红柳中华 十堰市房县门古市镇红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3 车春艳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晓阳村2组9 号杨桂芳 房县城关镇晓阳村2组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92 杨正琴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中坝乡中坝杨生红 十堰市房县中坝乡中坝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87 吴菡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淮水 2组吴绍兵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淮水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85 张佳怡 房县一中 城关镇花宝社区 张杰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花宝 １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83 宋瑞燃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花宝村四组宋泉林 十堰市房县花宝村四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80 杜思宇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马栏 8 号杜启斌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马栏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8 何湘钰 房县一中 房县红塔乡谢家湾村7组0 号叶聪香 房县红塔乡谢家湾村7组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7 刘星雨 房县一中 青峰镇清河村3组65号刘超 青峰镇清河村3组6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6 谢欣怡 房县一中 城关镇神农路路43号全娟 城关镇神农路43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5 李奎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九道乡卸甲李清念 十堰房县九道乡卸甲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4 程正兴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中坝乡下坝 7组2 号程林 十堰市房县中坝乡下坝 7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3 王雅琪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通省 1组王德勇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通省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70 杜雪玲 房县一中 白鹤镇三棵树村3组61号杜明陆 白鹤镇三棵树村3组6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8 刘敏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界山 1组宋雄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界山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6 李炎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邹家李自均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邹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5 高瑾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县门街33号高明勛 房县城关镇县门街3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4 杨堂政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火光谢清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火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3 汤粤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北街2组2 号汤世勇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北街2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61 张娜娜 房县一中 房县军店镇军店街社区 1 组张道兵 房县军店镇军店街社区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9 戢怡雯 房县一中 城关镇县门街120号 夏光梅 城关镇县门街120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8 程爽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龙坪 8组程正军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龙坪 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7 向诗怡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南街57号向涛 房县城关镇南街5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6 吴佳怡 房县一中 军店镇军马村五组31号吴志祥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军马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5 董明姝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房陵大道1 号董玉丁 房县城关镇房陵大道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51 金诗贸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中堰河村1组9号帅必芬 房县青峰镇中堰河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9 戢静雯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白路 1 号戢小建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白路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5****46 赵俊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尹吉甫镇榔唐祥梅 十堰市房县尹吉甫镇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4 李品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金李纯华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6 明晓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示范 1组明昌玖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示范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2 肖天熠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2 号1栋1单 6 号肖高峰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2 号1栋1单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3 龙梦涵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5李秋玲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5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2 储紫玥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宾馆路7 号0栋2单 4 室胡杨永 竹溪县城关镇宾馆路7 号0栋2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0 杜福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船丰村6组5 号刘玉琴 竹溪县汇湾乡船丰村6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7 徐继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鸳鸯池村1组徐大海 竹溪县水坪镇鸳鸯池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4 万冰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大 2组万传林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大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3 张志扬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幸 1 号张静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幸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2 唐浩强 十堰市第一中学 竹溪县龙坝镇廖家岭村唐小辉 竹溪县龙坝镇廖家岭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1 余蕴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鼓楼街4 号1栋2单 7李凤梅 十堰市竹溪县幸福路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0 高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桃花山村2组2 号高卫平 竹溪县丰溪镇桃花山村2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7 汪娴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岳王庙肖玉芬 竹溪县蒋家堰镇岳王庙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5 伍源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青伍先升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青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4 彭香瑞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5 -2 号李晓红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5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3 蔡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龙坝镇红庙村9组 蔡光富 十堰市龙坝镇红庙村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2 刘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洞宾口村2组6号刘道银 竹溪县丰溪镇洞宾口村2组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9 赵秋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观音阁村 2号1栋2单 5 室刘艳红 竹溪县城关镇观音阁村 2号1栋2单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8 龚杜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向坝乡高泉村三龚德兵 竹溪县向坝乡高泉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7 贺欣瑞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5组贺昌明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5 余牧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烧田坝村 2号陈红 十堰市竹溪县烧田坝村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3 尹弘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乐朱金秀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乐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2 刘晓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红丰村一刘喜民 竹溪县县河镇红丰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1 陈思凯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锋镇中锋观村陈国祥 竹溪县中锋镇中锋观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9 王文轩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1 号2栋1单 2 号王芳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1 号2栋1单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8 周晓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向周艳宜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7 张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乡鲁 5组吴立前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乡鲁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6 顾盼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梧 3组顾良贵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梧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4 杨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朝阳洞村 6 号闵庆财 竹溪县丰溪镇朝阳洞村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3 邹金祥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洛家河村6组邹蔚平 竹溪县水坪镇洛家河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2 师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兵营镇明家梁村 师利青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镇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1 谢晓楠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中原村4组1 号谢志慧 竹溪县蒋家堰镇中原村4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0 程兴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3 号程龙廷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9 陈巍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关垭子 6组2 号陈受江 竹溪县蒋家堰镇关垭子 6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8 柯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莲花村2组1 号柯曾海 竹溪县蒋家堰镇莲花村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7 汤静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锋镇中梁村1组汤守贵 竹溪县中锋镇中梁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6 罗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富强村5组2 号罗业荣 竹溪县蒋家堰镇富强村5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5 刘东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竹溪县中峰镇小 3组梅艳 竹溪县中峰镇小南沟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4 刘迎春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蔡坝街1 号刘传宝 竹溪县天宝乡蔡坝街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3 张婷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丰溪镇洞宾口村2组37号张鑫 丰溪镇洞宾口村2组3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1 徐宁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肖徐远玉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肖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0 田志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彭裕沟村敖传良 十堰市竹溪县彭裕沟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9 梁钱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桃源乡桃源村5组梁伦军 竹溪县桃源乡桃源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8 沈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杨家坪村7组1号沈正东 竹溪县天宝乡杨家坪村7组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7 郭文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鼓楼街1 号2栋 2 号李翠云 十堰市竹溪县鼓楼街1 号2栋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6 崔锺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长 3组崔旭文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长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5 甘子逸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大南沟村甘期升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4 周天浩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北大街5 号2栋1单 2 号徐德艳 十堰市竹溪县北大街5 号2栋1单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3 柯国庆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凡柯善钢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凡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2 万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汤家坝村万克学 竹溪县中峰镇汤家坝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0 付伟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吴付成勇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8 张云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乡紫金洞村2组5 号张林青 竹溪县紫金洞村2组5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7 程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小田坝村6组程道忠 竹溪县县河镇小田坝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6 黄角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温泉沟村3组8 号黄家庆 竹溪县城关镇温泉沟村3组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5 郑红红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梨树湾村郑在意 竹溪县水坪镇梨树湾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4 黄开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双 3组黄诚军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双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3 徐小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镇顺 1组3 号徐志清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镇顺 1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2 郑旭民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8 号郑自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0 万远浩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观音阁路9 号万永兵 竹溪县城关镇观音阁路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8 周发章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双竹林场 1组周仕相 竹溪县水坪镇双竹林场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7 张周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陕大道582号周艳平 竹溪县鄂陕大道58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6 张雅楠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黄土岭 2组张胜开 竹溪县蒋家堰镇黄土岭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5 张华松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小 9组梁祖建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小 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4 张博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幸福路2 号杨晓娟 十堰市竹溪县幸福路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3 岳宇轩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双岳昌林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2 袁宏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1 号梅秀玲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0 尹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沿河路9号1栋1单 4 室罗芳 竹溪县沿河路9号1栋1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9 叶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乡新发茶场5组叶庆国 竹溪县新洲镇新发村6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8 杨待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观音堂村5组 杨先明 竹溪县观音堂村5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7 徐雨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仿 9 号马燕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仿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6 徐梁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关垭子 6组1 号徐宗祥 竹溪县蒋家堰镇关垭子 6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5 徐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石板桥村2组徐世华 竹溪县中峰镇石板桥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4 熊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坪乡堰青村1组4 号张敏 竹溪县鄂坪乡堰青村1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3 伍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镇青山村4组伍先春 竹溪县汇湾镇青山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2 吴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邓家坝村3组6号吴永祥 竹溪县中峰镇邓家坝村3组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1 王意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王辉达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9 王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观音阁村2组杨婀嫪 竹溪县城关镇观音阁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8 王佳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 5组王全林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7 汪仁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团结村2组汪高民 竹溪县汇湾乡团结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6 汪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乡新发茶场2组汪吉章 竹溪县新洲镇新发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4 全波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桃源乡桃源村4组全德伦 竹溪县桃源乡桃源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3 秦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船形寨村秦振兵 竹溪县水坪镇船形寨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2 彭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小坝子 6组彭成立 竹溪县蒋家堰镇小坝子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1 明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祠村2组明昌领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祠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0 明梦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县河镇县河示范场2组明邦先 县河镇县河示范场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9 罗森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1 号罗忠波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8 刘智攀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 2 号万龙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7 刘晓睿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大 8 号廖立新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大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6 李文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刘家湾村1组李成 竹溪县中峰镇刘家湾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5 李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燕李保章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4 李吉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红李洪喜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红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2 柯一红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 号柯美国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1 金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观音阁村 汤艳丽 竹溪县观音阁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9 华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中原村2组6 号华成国 竹溪县蒋家堰镇中原村2组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8 何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康家岭村2组何秀军 竹溪县水坪镇康家岭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7 郭燕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幸福路764号 王孝凤 竹溪县幸福路764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5 樊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廖家河村 3 号樊明成 竹溪县城关镇廖家河村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4 邓嘉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幸福东路2 号1栋1单 5 室邓辉 竹溪县城关镇幸福东路2 号1栋1单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2 陈肸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黄龙村1组陈明超 竹溪县水坪镇黄龙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1 陈思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城关镇鄂陕大道1000号陈红松 城关镇鄂陕大道1000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0 陈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西桥村陈兴兵 竹溪县蒋家堰镇西桥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9 陈柬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陕大道651号陈耀龙 竹溪县鄂陕大道65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6 敖珊山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洞沟河村6组7 号敖传高 蒋家堰镇洞沟河村6组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8 田光淼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花田耀贵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花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6 钱先富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天宝乡小桂村3组 钱从树 天宝乡小桂村3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2 刘千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峰镇青草坪六组 刘江林 中峰镇青草坪六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1 李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万丽英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9 余奕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阳坡村2组余忠友 竹溪县蒋家堰镇阳坡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6 杨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芦沟口村6组8号杨林 蒋家堰镇芦沟口村6组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5 郭自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北大街3 号1栋1单 5 号杨湘敏 十堰市竹溪县北大街3 号1栋1单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4 付明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阎坝村六付成修 竹溪县水坪镇阎坝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8 柯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小河边村7组柯勇 竹溪县水坪镇小河边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7 张丙来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蔡 8 号张吉兵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蔡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5 付槟熙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邮电街2 号刘秀菊 十堰市竹溪县邮电街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1 徐万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3 号徐宗明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9 汤定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幸 4 号汤勇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幸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8 洪明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峰镇朝阳村六组 洪自军 中峰镇朝阳村六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7 徐硕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陕大道544号徐成明 竹溪县鄂陕大道54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5 刘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红丰村一刘美柱 竹溪县县河镇红丰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1 李建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李胜波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0 陈少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新洲乡贺家湾村1组36号陈龙兵 新洲乡贺家湾村1组3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8 毛文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镇小河口1组王昌平 竹溪县汇湾镇小河口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7 谭静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汇湾镇小河口村七组 谭安贵 竹溪县汇湾镇小河口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6 姜国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天宝乡炬光村2组 姜树帮 天宝乡炬光村2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4 王丽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大 4组童艳平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大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3 王延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蒋家堰 4组王磊 竹溪县蒋家堰镇蒋家堰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2 魏学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 号万艳平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1 张成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大东沟村6组张才朋 蒋家堰镇大东沟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0 张吉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向坝乡双桥村1 组张有能 竹溪县向坝乡双桥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9 杨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三合农场 杨家才 竹溪县三合农场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8 黄灿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城关镇鄂陕大道1758黄春荣 城关镇鄂陕大道1758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7 汤晶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烧汤守全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6 陈方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兵营乡罗汉湾村陈竖平 竹溪县兵营乡罗汉湾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4 周章彬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东寨村5组周绍锋 竹溪县水坪镇东寨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2 夏健云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5组夏昌富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0 马献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红光村2组 2马全福 十堰市竹溪县红光村2组 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9 李益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李代名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6 张彩霞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3组1 号张吉云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3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3 黄宏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小 5组黄朝国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小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0 周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三 2组周昌海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三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8 黄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守金店村4组杨群 竹溪县城关镇守金店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7 田培萱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城关镇幸福路618号2栋1单 2 室刘俊 城关镇幸福路618号2栋1单 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5 卢修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大东沟 2组卢大新 竹溪县蒋家堰镇大东沟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4 秦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观音阁路2 号罗显翠 十堰市竹溪县观音阁路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7 王蓉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鹰 2组王洪平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鹰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6 王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烂 3组王承明 竹溪县向坝乡高泉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3 田佳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镇柳丰村2组田军章 竹溪县汇湾镇柳丰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1 姜东方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洛 1组姚兴文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洛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7 罗作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富强村5组李艳 竹溪县蒋家堰镇富强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4 胡霞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大 3组胡光平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大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3 邹慧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同 2组甘秀芝 竹溪县中峰镇同庆沟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2 周佩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阎周益华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1 肖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组2 号肖高怀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7 蔡英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小 7组蔡洛朝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小 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0 马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前进村四马传华 竹溪县水坪镇前进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8 柏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兵营乡登高村1组5 号柏元文 竹溪县兵营乡登高村1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6 张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东风村5组刘秀兰 竹溪县城关镇东风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9 黄治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杜家沟村黄龙杰 竹溪县水坪镇杜家沟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8 代红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高桥村9组9号代时奎 竹溪县天宝乡高桥村9组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7 王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蒋家堰 6组4 号王成东 竹溪县蒋家堰镇蒋家堰 6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6 田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坪乡唐家畈村2组2 号田家兴 竹溪县鄂坪乡唐家畈村2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4 李双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泉溪镇红岩沟村李文平 竹溪县泉溪镇红岩沟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6 郑晓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田垭村5组郑伦林 竹溪县水坪镇田垭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5 彭格李拉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羊 3组李祖梅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羊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2 黄传玮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陕大道657号谭华意 竹溪县鄂陕大道65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0 黄浩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后 6组黄志刚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后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9 余德水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梨王衍仁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4 杨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杨良成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8 魏晓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鄂 9 -1号熊凤丽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鄂 9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3 柯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青山村5组柯玉华 竹溪县县河镇青山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2 郑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3 号郑正红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0 刘楠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湾村3组曾庆华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湾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5 肖文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幸福路3 号肖春 十堰市竹溪县幸福路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9 邹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长 2组徐萍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长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8 李宗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寺沟村三李承兵 竹溪县中峰镇寺沟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7 张忠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乡罗张丙武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乡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6 童雅彬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康童兴成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5 郭彬瑞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鹰咀石村4组汤守菊 竹溪县中峰镇鹰咀石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0 胡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东门街1 号4幢1单 2 室胡琳 竹溪县城关镇东门街1 号4幢1单 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9 方宇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小河边村4组罗艳菊 竹溪县水坪镇小河边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8 杨利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镇荣玉村4组杨正勇 竹溪县汇湾镇荣玉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6 甘家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幸福东路8 号王安芬 十堰市竹溪县幸福东路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5 姜小龙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同庆沟村6组 黄军 同庆沟村6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4 赵雪雁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水坪镇前进村 赵勇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前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3 杨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城关镇观音阁村三组 杨习辉 城关镇观音阁村三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1 刘玉琴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同心村3组刘合明 十堰市竹溪县同心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0 吴佳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邓家坝村3组吴代根 竹溪县中峰镇邓家坝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9 谢奇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锋镇梅探沟5组汤小艳 竹溪县中锋镇梅探沟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7 周宝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前周金洋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前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5 熊钦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幸福路2 号熊伟 竹溪县城关镇幸福路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4 汤馨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石板桥村王延平 竹溪县中峰镇石板桥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3 邓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八宝山村1组邓太魁 竹溪县水坪镇八宝山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2 程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镇烂泥湾村1组3 号程时文 竹溪县新洲镇烂泥湾村1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1 钱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募缘村六柯玉军 竹溪县县河镇募缘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8 彭君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校场路54号 彭鹏 竹溪县校场路54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7 李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 3组周爱荣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6 毛如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湾村2组毛光胜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湾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5 夏博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康家岭村夏爱平 十堰市竹溪县康家岭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3 李晓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杜家沟村2组李周福 竹溪县水坪镇杜家沟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1 郭文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鼓楼街1 号4栋1单 1 号郭进超 竹溪县城关镇鼓楼街1 号4栋1单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9 肖碧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东风村四肖祖万 竹溪县城关镇东风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8 孙宇涵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双 3组孙延平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双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7 钱委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桃源乡桃源村2组4 号钱从海 竹溪县桃源乡桃源村2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6 刘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观 6 号方德敏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观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4 陈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花屋院 4组6 号陈重显 竹溪县蒋家堰镇花屋院 4组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3 周永熠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陕大道897号黄琪 竹溪县鄂陕大道897-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2 郭炎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灌沟村三郭国春 竹溪县中峰镇灌沟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1 明柄钱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大路沟村1组明昌金 竹溪县县河镇大路沟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0 陈伟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1 号7栋3单 5余炳丽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1 号7栋3单 5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9 俞婷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镇汪家坪村3组俞青华 竹溪县龙坝镇汪家坪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8 冯方宝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杜 4组冯振银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杜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6 汪明睿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黑龙洞 5组2 号汪波 竹溪县蒋家堰镇黑龙洞 5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5 陈镕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黄土岭 2组3 号梁金华 竹溪县蒋家堰镇黄土岭 2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4 陈骄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邓家坝村2组陈顺财 竹溪县中峰镇邓家坝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3 李玉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杨吴应菊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1 敖亮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东风路1 号敖锦辉 竹溪县中峰镇彭峪沟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0 母沛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5 -2 号左凤云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5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9 付延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付刚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8 周树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1 组周元国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7 金正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堰丰村3组金忠华 竹溪县汇湾乡堰丰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6 蔡欣娱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沿 1 号蔡永勇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沿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5 蔡宏炀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1 号2栋1单 1 号蔡双成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1 号2栋1单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4 周亚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彭峪沟村1组5 号周明成 竹溪县中峰镇彭峪沟村1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3 王鸿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烧田村五 1 号王兵 竹溪县城关镇烧田村五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2 刘朝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枫树岭刘启华 竹溪县蒋家堰镇枫树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1 刘文斌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 号刘克勤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0 吴传隆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李金华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9 朱鑫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1 号3栋1单 6 号朱杰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1 号3栋1单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8 朱小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泉溪镇石板河村 朱兴汉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石 4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6 周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洞周从军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5 张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柏张吉成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柏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4 余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船 1组7号肖玉琴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船 1组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3 杨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人民路6 号3栋 4 号孟锦梅 十堰市竹溪县人民路6 号3栋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2 杨臣逸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 3组 7栋2号杨超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 3组 7栋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1 徐嘉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樟徐智友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0 谢晓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蒋家堰 4组谢让奎 竹溪县蒋家堰镇蒋家堰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9 谢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镇直三合肖启均 竹溪县中峰镇直三合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8 向文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守金店2组向海成 竹溪县城关镇守金店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7 夏玉春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1 号曹秀兰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6 夏龙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新明路2 号夏昌全 竹溪县城关镇新明路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5 吴志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邓吴代立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邓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4 吴幽若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青草坪7组吴世海 竹溪县中峰镇青草坪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3 王宗根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乡吴坝村一王茂奎 竹溪县龙坝乡吴坝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2 王昱懿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鼓楼街1 号2栋1单 5 号王成 竹溪县城关镇十字街B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9 唐国荣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廖唐仁杰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廖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8 唐东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峰镇樟扒沟村6组 汤玉芳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樟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7 汤思睿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5 -3 号雷春红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5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6 汤广达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梅探沟村 2组廖清林 竹溪县中峰镇梅探沟村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5 谭国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陕大道992号王长凤 竹溪县鄂陕大道99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4 彭学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1 号2栋1单 6 号彭元胜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1 号2栋1单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3 明浩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明磊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2 明晨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城关镇鄂陕大道942号1栋1单 9 室明安云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鄂 9 号1栋1单 9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1 孟宸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洞孟华国 竹溪县水坪镇洞子沟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0 罗国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泉溪镇坝溪河村3组邓涛 竹溪县泉溪镇坝溪河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9 刘向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锅 1组刘安志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锅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8 刘楚铭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人民路23号1单 2 号明秀梅 竹溪县人民路23号1单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7 刘成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青山村4组刘仕军 竹溪县县河镇青山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6 梁意松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沿 8号3栋 1 室梁力夫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沿 8号3栋2单 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5 李卓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红光村2组姜玉梅 竹溪县城关镇红光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4 李兴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兰李堂坤 竹溪县天宝乡兰池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3 李鑫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镇廖家岭村李波 竹溪县龙坝镇廖家岭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2 李诗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6 -1号李伦琼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6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1 李瑞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黑龙洞 5组1 号李荣海 竹溪县蒋家堰镇黑龙洞 5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9 李皓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6组李玉才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8 李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猫子沟 1组李代奎 竹溪县蒋家堰镇猫子沟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7 李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小 1 组李家银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小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6 孔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菜 2组孔令毕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5 柯嘉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7组吴艳琴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4 柯斌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县河镇县河示范场四组丁云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3 姜光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红光村2组姜伟 竹溪县城关镇红光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2 贾勤裔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1 组刘科芝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1 黄楠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富 2组黄勇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富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0 洪麟波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柏洪昌军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柏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9 贺震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乡红庙村5组贺山群 竹溪县龙坝乡红庙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7 甘雨杭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甘甘少根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甘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5 冯慧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石板桥村3组冯开荣 竹溪县中峰镇石板桥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4 邓心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樟邓家坝李桂芝 竹溪县中峰镇邓家坝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3 戴元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1 号1栋2单 3戴正发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1 号1栋2单 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1 陈双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乡张家坝村2组陈宗平 竹溪县新洲乡张家坝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9 陈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秦 1组刘玉林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秦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4 邹靓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长岭村1组邹新群 竹溪县中峰镇长岭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3 郑珂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城关镇北大街44号2栋1单 6 号成丽 竹溪县城关镇北大街4 号2栋1单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2 袁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后坝村七彭金莲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1 尹晓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徐家沟 5组2 号黄伟 竹溪县蒋家堰镇徐家沟 5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0 姚佳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大巷子8 号1栋1单 5 号姚运华 竹溪县城关镇大巷子8 号1栋1单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9 杨乐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镇廖家岭村9组杨忠友 竹溪县龙坝镇廖家岭村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7 颜培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颜家街村4组颜高明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6 许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陕大道548-2 号许威 竹溪县鄂陕大道548-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4 熊鑫颖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蒋家堰 2组1 号王娟 竹溪县蒋家堰镇蒋家堰 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3 吴泽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 3组吴恩来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2 吴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双 5组吴鹏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双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1 王衍元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梨树湾村3组王庆林 竹溪县水坪镇梨树湾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0 王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高子河村2组2 号王世海 竹溪县丰溪镇高子河村2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9 王彤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青王涛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青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8 王贝贝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8 号6栋1单许春兰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8 号6栋1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7 汪玉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芦沟口 3 号汪兆佑 竹溪县蒋家堰镇芦沟口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6 汪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 号汪爱甲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5 万尤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三坪村1组7号万祝堂 竹溪县丰溪镇三坪村1组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4 唐炎纹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尊 2 号王人兰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尊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3 汤锶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东门街8 号祝小丽 竹溪县城关镇东门街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2 师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师国娥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 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0 沈铭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幸福路4 号沈海燕 十堰市城关镇幸福路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9 邵璐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邵运明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8 屈秀红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乡红庙村3组代春兰 竹溪县龙坝乡红庙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7 明苗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湾村1组刘青云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湾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6 毛梓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镇小河口村5组毛仁权 竹溪县城关镇幸福路6 号1 栋2单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5 卢林凌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3组1 号卢大明 竹溪县蒋家堰镇踩新桥 3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4 刘欣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梧叶子沟 5组黄玉晖 十堰市竹溪县梧叶子沟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3 刘小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寺 2组刘汉平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寺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2 刘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幸福路1376号1栋1单刘康山 竹溪县幸福路1376号1栋1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1 刘康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洛家河村2组刘定喜 竹溪县水坪镇洛家河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0 刘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西陈云香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9 李志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梧叶子沟 1 组李莉 竹溪县水坪镇梧叶子沟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8 李垚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1 号李传德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6 李星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双李善华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5 李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碾盘沟 1组2 号李金春 竹溪县蒋家堰镇碾盘沟 1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4 李师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鄂 1 号徐永珍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鄂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3 李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东门街1 号洪荣琴 竹溪县城关镇东门街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2 李芳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洛家河村4组李先亮 竹溪县水坪镇洛家河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1 井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城关镇人民路21号1栋 4 室凌霞 城关镇人民路21号1栋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0 黄紫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狄黄贯军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8 黄欣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丰黄洪成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6 何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成 2组何红翠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成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5 付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阎 4组付贵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阎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4 封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长岭村六封瑞 竹溪县中峰镇长岭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3 方灿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西 3 号汤凤芝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西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2 段宗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天宝乡葛洞村口八组 段昌平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1 陈苏琴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新洲镇双龙村4组45号陈全财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双 4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0 陈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陕大道548-1 号连胜继 竹溪县鄂陕大道548-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9 柏艳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镇荣玉村4组付全菊 竹溪县汇湾镇荣玉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8 华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小华元平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小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5 朱杭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峰镇寺沟村七组六号朱友海 十堰市竹溪县寺沟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4 周晓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溜口村8组周绍平 竹溪县汇湾乡溜口村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1 张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镇白果坪村3组张子武 竹溪县汇湾镇白果坪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8 詹梦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鄂陕大道5 -3詹红 竹溪县城关鄂陕大道5 -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6 徐婷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戈边河村1组徐强 竹溪县丰溪镇戈边河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3 肖亚轩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富强村1组王明成 竹溪县蒋家堰镇富强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0 王雅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丰王三华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8 王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镇赵 7组5 号王定军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镇赵 7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7 王梦竹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孟丽平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6 汪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新洲乡新发茶厂2组 汪吉章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乡新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2 彭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踩新桥 5组3 号彭华 竹溪县蒋家堰镇踩新桥 5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1 梅霄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樟梅超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0 马金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陕大道548-4 号马振根 竹溪县鄂陕大道548-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9 骆星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庙耳沟村3组 刘金荣 竹溪县庙耳沟村3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6 刘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红丰村1组刘修江 竹溪县县河镇红丰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4 刘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乐 3组尹宁志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乐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2 刘乐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锋镇花 2组刘栋庭 十堰市竹溪县中锋镇花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1 刘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樟扒沟村6组刘青银 竹溪县中峰镇樟扒沟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7 李剑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城 1 号（后 ）李坤 竹溪县城关镇城西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6 李嘉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东风路1 号华翠 竹溪县城关镇东风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5 柯婷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镇南花村3组4号柯玉兵 竹溪县新洲镇南花村3组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4 江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村4组江勇梅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2 黄姝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镇吴坝村9组黄春荣 竹溪县龙坝镇吴坝村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0 郭应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油坊梁村5组郭祥 竹溪县水坪镇油坊梁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9 付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猫子沟村 李府荣 蒋家堰镇猫子沟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7 代小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敖家厚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3 陈静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小陈受礼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小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2 曾绍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溜口村2组曾钦言 竹溪县汇湾乡溜口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6 陈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三合农场1组甘少红 竹溪县中峰镇三合农场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5 李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杨寺庙村一组 朱元敏 竹溪县桃源乡杨寺庙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2 郑博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9 号5栋2单 5 室陈敏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9 号5栋2单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0 王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峰镇花桥寺村六组 王大军 中峰镇花桥寺村六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8 汪晓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汪代民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7 陈明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南大街4 号陈军 十堰市竹溪县南大街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4 代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白 1组明安琴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白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3 张泽陆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桃花山村1组张正华 竹溪县丰溪镇桃花山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2 贺柏燃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镇鲁溪沟村6组4 号贺勇 竹溪县新洲乡鲁溪沟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1 徐炎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幸福南路1 号1栋3单徐启辉 竹溪县城关镇幸福南路1 号1栋3单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0 罗梦洁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泉溪镇黄柏溪村1组罗来江 竹溪县泉溪镇黄柏溪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9 谌鑫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朝 3组谌德鑫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朝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4 周妍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丰张应春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1 曾雅萱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小河口村曾钦海 竹溪县汇湾乡小河口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9 贺茂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龙坝镇廖家岭村1组 贺德兵 龙坝镇廖家岭村1组4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8 赵盈盈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烧田村6组赵龙祥 竹溪县城关镇烧田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5 马垚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丰马堂兵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4 杨欢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陕大道548-3 号马菊华 竹溪县鄂陕大道548-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3 李皓斓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1 号2栋3单 4 号李家勤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1 号2栋3单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1 罗瑞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廖家河村 7 号罗义波 十堰市竹溪县廖家河村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8 王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新明路1 号况进好 竹溪县城关镇新明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7 刘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船形寨村1组周术秀 竹溪县水坪镇船形寨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6 毛雨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龙 6组毛千文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龙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2 周雨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汇湾镇令旗沟村2组2号周鑫 汇湾镇令旗沟村2组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1 连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杜连胜虎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0 李雅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大路沟村3组李章庆 竹溪县县河镇大路沟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9 王惠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天宝乡兰池村7组6号徐翠云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兰 7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5 徐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桃源乡桃源村6组 徐世波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桃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4 邵纪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东门街1 -1号夏清丽 十堰市竹溪县东门街1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3 邓良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界梁村4组邓龙照 竹溪县丰溪镇界梁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2 熊雄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城关镇尊师路65号 熊继辉 城关镇尊师路65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1 温明珠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乡孟家湾村4组温安池 竹溪县龙坝乡孟家湾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0 张炜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沿 7 号张俊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沿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9 李婉祯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镇赵李承友 竹溪县兵营镇赵家河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8 陈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芦沟口 4组3 号陈诗国 竹溪县蒋家堰镇芦沟口 4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7 赵悦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兵营乡麻湾村6组赵昌柱 竹溪县兵营乡麻湾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5 张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柏腊树垭 2组张炳坤 竹溪县县河镇柏腊树垭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2 叶林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泉溪镇黄柏溪村 3 号叶孝华 竹溪县泉溪镇黄柏溪村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1 黄缘缘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马黄先明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马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1 贺欣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人民路1 号3栋1单 4 号贺俊峰 十堰市竹溪县人民路1 号3栋1单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0 毛鑫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东门街1 号 3 号郑正富 十堰市竹溪县东门街1 号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9 汤镱 竹溪县第二高级中学 十堰市城关镇长旺路4 号陈永华 十堰市竹溪县长旺路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3 李金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李良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3 杨坤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大杨乾顺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0 高泽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守 6组张彩红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守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6 翟玉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团翟龙义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团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4 余铫鋆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水坪镇杜家沟村1组 余以强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杜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3 尹思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峰镇柏杨树垭村 尹天池 中峰镇柏杨树垭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0 徐朝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茅 3 号徐勇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茅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5 向晓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茅向福明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9 王金秀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龙 5组唐晓玉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龙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4 饶立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锦源村1 组6号饶兴华 竹溪县天宝乡锦源村1 组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2 闵新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土地梁村6组闵家志 竹溪县汇湾乡土地梁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0 刘婷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新生村刘涛 竹溪县蒋家堰镇新生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8 刘丹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岩 1 组刘定国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岩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5 陈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金陈雪峰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2 万垚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鄂 4 号2栋1单 2 室方琼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鄂 4 号2栋1单 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1 杜钦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1 号7栋 6陈毓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1 号7栋 6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0 周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廖周光华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廖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9 张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麻河塘村张明勇 竹溪县水坪镇麻河塘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8 刘兴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秦坪村3组刘财顺 竹溪县汇湾乡秦坪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7 周思影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人民路2 号周文辉 十堰市竹溪县人民路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6 刘一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小河边村刘跃 竹溪县水坪镇小河边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5 张文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芦沟口 1组甘少丽 竹溪县蒋家堰镇芦沟口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4 曹景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桃源乡羊角洞村5组1 号曹词飞 竹溪县桃源乡羊角洞村5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3 王安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茅草坪村3组7号王宝国 竹溪县天宝乡茅草坪村3组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2 陈锦圆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陈鑫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1 周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守金店村5组周志国 竹溪县城关镇守金店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0 周紫灵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镇直郭慧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9 吴小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龙吴志华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龙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8 朱奕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鼓楼街6 号夏金凤 竹溪县城关镇鼓楼街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7 付丹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龙堰村付成意 竹溪县蒋家堰镇龙堰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5 孙晨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黄龙村2组孙立平 竹溪县水坪镇黄龙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4 周晓庆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黑虎岭村1组姚世新 竹溪县水坪镇黑虎岭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3 冯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镇天池垭林 1组赵华江 竹溪县汇湾镇天池垭林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2 黄煜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人 9 号黄拥军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人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1 杨丽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陕大道548-3 号杨书兵 竹溪县鄂陕大道548-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0 王延亮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花 3 号王大明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花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9 张岩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双 2组张礼成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双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8 周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坪乡上高桥村3组2 号周光钰 竹溪县鄂坪乡上高桥村3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7 王朝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兵营乡罗汉湾村2组1 号王福华 竹溪县兵营乡罗汉湾村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6 王春竹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陕大道548-4 号伍淑霞 竹溪县鄂陕大道548-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5 张博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5组2张世金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5组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4 姚南燕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乡荆竹园村1组姚顺财 竹溪县龙坝乡荆竹园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3 何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灌 4组何少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灌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2 袁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仿古街1 号袁进 十堰市竹溪县仿古街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1 邓芳婕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梧 1组严宏霞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梧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0 谢晨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踩新桥谢让金 竹溪县蒋家堰镇踩新桥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9 刘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兵营乡小泉河村1组5 号刘仕清 竹溪县兵营乡小泉河村1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8 甘冰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沙甘期奎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沙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7 吴绮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5 -9 号吴高翔 竹溪县汇湾乡土地梁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6 李海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人民路3 号1栋4单 6 号王贵玫 十堰市竹溪县人民路3 号1栋4单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5 王复初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船 2组陶进丽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船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4 倪萍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坪乡九湾村4组2 号1 室徐艳 竹溪县鄂坪乡九湾村4组2 号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3 谢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石 2组7号谢端成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石 2组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2 方孝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乡肖 8组方敦祥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乡肖 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1 李欣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乡瓦李超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乡瓦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0 王灵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鄂坪乡小汇村2组48号王宇华 鄂坪乡小汇村2组4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9 高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镇双龙村2组3 号高永康 竹溪县新洲镇双龙村2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7 刘雨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东风路219号 程宏翠 竹溪县东风路219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6 黄静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秦坪村2组黄方明 竹溪县汇湾乡秦坪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5 王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5组王大胜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4 胡绪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陕大道548-5 号哈安琼 竹溪县鄂陕大道548-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3 惠明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守金店村 1 号惠余勇 竹溪县城关镇守金店村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2 肖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镇龙家坝村肖德华 竹溪县龙坝镇龙家坝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1 贺彬彬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镇红庙村八贺茂清 竹溪县龙坝镇红庙村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90 吴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5 -9 号吴高兴 竹溪县汇湾乡土地梁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9 谌文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光 7 号谌业荣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光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8 邹晓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换 2组4号邹启明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换 2组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7 朱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泉溪镇红岩沟村三组七朱德顺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红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6 朱双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寺 2 号朱进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寺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4 郑慧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鲁 3 号郑自飞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鲁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3 赵茹春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鄂陕大道548-3025号赵清兰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5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1 张琳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红 1 组张树兵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红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80 张慧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小坝子村6组张兴兵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9 杨菁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金杨永辉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8 颜静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4组罗俊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6 谢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关谢理忠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5 肖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肖启宝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3 吴欣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城关镇鄂陕大道9 号1栋1单 4 室吴志东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鄂 9 号1栋1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2 吴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守吴明义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守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70 翁君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2 -1石娟 十堰市竹溪县鄂陕大道2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9 闻滢滢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泉溪镇黄柏溪村闻声明 竹溪县泉溪镇黄柏溪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8 王冰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朝 5组王永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朝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7 万嘉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踩新桥村一组万孝兵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6 田睿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鄂坪乡唐田丸章 十堰市竹溪县鄂坪乡唐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5 孙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宾 1 号王秀琴 十堰市竹溪县宾馆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62 罗静雯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水坪镇康家岭村三组 罗长江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8 金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鄂坪乡下颚坪村一组4 号金仁福 十堰市竹溪县鄂坪乡下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6 黄金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新洲镇板凳村一组124号黄奎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板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4 胡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城关镇鄂陕大道2366号5栋2单 6 室王春红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鄂 2 号5栋2单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3 候依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廖家河村张昌华 竹溪县城关镇廖家河村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1 付秋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延付修超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50 封卉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峰镇双河口村一组 封显文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9 戴婷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龙坝镇肖家边村五组 戴宪龙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肖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6 陈巍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人民路117号4栋1单元1室黄丽 十堰市竹溪县人民路1 号4栋1单 1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5 汪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大南沟村2组万金荣 竹溪县大南沟村2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4 刘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组刘明清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1 叶英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同 6组叶泽龙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同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40 刘莹莹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东 4组刘显友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东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8 肖雅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蒋家堰村4组肖武军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7 吴金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9 -2号1幢1单 0 室丁又红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9 -2号1幢1单 0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6 王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塔程元霞 竹溪县水坪镇塔二湾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4 贺中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梧叶子沟 2组贺平 竹溪县水坪镇梧叶子沟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2 王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同王大成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31 柯怡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1 号柯超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9 明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瓦明瑞华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瓦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8 邓安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沿河路137号 邓涛 竹溪县沿河路137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7 程威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新明路2 号张宜华 竹溪县城关镇新明路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5 刘馨月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锋镇青草坪村一组2 号刘琳 竹溪县中锋镇青草坪村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4 马睿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人民路1号2栋2单 4 号马少辉 十堰市竹溪县人民路1号2栋2单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20 吴金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黑虎岭村2村詹燕 竹溪县水坪镇黑虎岭村2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9 陈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周陈少海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8 汤婉颖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长旺路4 号汤守双 竹溪县城关镇长旺路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6 赵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鄂 5 -2 号王金菊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花 4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5 马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4组马辉云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4 刘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鄂 5 -2 号刘明波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鄂 5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3 李泽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人民路7号0栋1单 5 号李杰 竹溪县人民路7号0栋1单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2 陈媛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东风路6 号陈正根 竹溪县城关镇东风路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1 肖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组肖高江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10 汪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廖 6组8 号邹未顺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廖 6组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9 刘欣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红刘崇明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红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8 吴俊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西关街2 -1号（现 E区1栋 2 ）刘志英 十堰市竹溪县西关街2 -1号（现 E区1栋 2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7 赵梓佑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北 4 号赵仲海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北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5 黄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坪乡上鄂坪村3组7号周贤丽 竹溪县鄂坪乡上鄂坪村3组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4 张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幸福村1 组张盛学 竹溪县汇湾乡幸福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4****03 李锦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1 号2栋1单 2 号李玮 竹溪县城关镇鄂陕大道1 号2栋1单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1 杨非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董杨启旺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董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7 胡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台 2组2号胡纪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台 2组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3 吴国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县门街4号3栋1单 6 号吴海 竹山县城关镇县门街4号3栋1单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9 张书硕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华家湾村2组张诗波 竹山县溢水镇华家湾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7 谭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燕谭顺强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5 李诗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文 3组李文维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文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1 刘慧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店 5组刘观友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店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1 刘孝军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马 1 组6 号刘和刚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马 1 组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7 李扬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枣 5组9 号李著运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枣 5组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5 叶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界岭村2组2 号叶才龙 竹山县双台乡界岭村2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2 吴志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施洋路8号2栋3 号许敏 竹山县城关镇施洋路8号2栋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8 杨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复陈吉珍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复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7 郑熠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北坝街2组郑长艳 竹山县上庸镇北坝街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6 任俊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塔 3组仁行平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塔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5 王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长坪村一王兴奎 竹山县文峰乡长坪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4 黄开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三 2组黄朝东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三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0 谢欣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曹家湾村3组谢福桥 竹山县宝丰镇曹家湾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9 陈欣悦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9 号8栋2单 5 室何青娅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9 号8栋2单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8 毛友缘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铧场村一组225号毛道国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铧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7 汪成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 2组罗华平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6 柯娇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茅 4组柯尊兵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茅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2 邓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新河村二组 宋红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0 贺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麻家渡镇柿树坪村6组9号贺朝军 竹山县麻家渡镇柿树坪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8 杨满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 杨兵 竹山县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7 杨先念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龙王沟村杨明山 竹山县潘口乡龙王沟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6 汪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轻 5组汪世明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轻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5 李志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文李习勇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4 刘可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大道1 甲 5号陈郧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大道1 甲 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3 吴希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县门街6 号2栋2单 3 室吴丰平 竹山县城关镇县门街6 号2栋2单 3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2 唐小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3组查长兰 十堰市竹山县包凤哲桂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1 陈郴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民 4 号陈正辉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民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0 余永森 竹山县第一中学 楼台乡金坪村5组 余立江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7 沈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明清村7组 沈家明 城关镇明清村7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6 贺金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麻家渡镇柿树坪村 贺荣良 麻家渡镇柿树坪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5 刘熠明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营盘河村2组刘荣级 十堰市竹山县营盘河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4 黄润森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六合村二刘霞 竹山县竹坪乡六合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3 曹贝贝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 1组鲍东琴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2 章新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太 5组1 号章荣兵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太 5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1 陈铭铭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得胜镇庙垭村二组 刘慧娟 得胜镇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0 冯雨涵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喻家塔村2组冯文明 竹山县宝丰镇喻家塔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9 袁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施 1号 3组袁胜先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施 1号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8 方志翔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老 1 号方民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老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7 陈垚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双庙村6组陈振华 竹山县宝丰镇双庙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6 田春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深河乡井泉村5组雷国丽 竹山县深河乡井泉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5 汪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 2组柯萍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4 储秦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西 6组向兰英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西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2 舒灿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魏舒处银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魏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1 段春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段敦成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0 李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公平村 李文忠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公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8 彭晓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长坪村4组9号彭方兵 竹山县文峰乡长坪村4组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7 张政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居委会2组张祖贵 竹山县宝丰镇居委会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6 韩刚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得胜镇界岭村4组 韩宝华 竹山县得胜镇界岭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5 黄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金坪村三黄朝林 竹山县楼台乡金坪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4 肖思涵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十堰路7 号1栋1单 3 室肖本明 竹山县城关镇十堰路7 号1栋1单 3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3 杜名扬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夏娇玲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2 刘菲菲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南坝村九欧尚七 竹山县上庸镇南坝村九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1 殷浩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黄殷增洋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0 刘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安坪村3组刘运文 竹山县楼台乡安坪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9 张富贵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广张再弟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8 吴为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 吴世清 竹山县城关镇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7 王思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南关街6号3单 3 号张长春 竹山县城关镇南关街6号3单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6 徐锋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金坪村4组徐洪武 竹山县楼台乡金坪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5 陈紫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施洋路1号4栋2单 1室陈雷超 竹山县城关镇施洋路1号4栋2单 1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4 冯兴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民族路5 号冯 竹山县城关镇民族路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3 蔡怡玮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南关街6号3单 3 号蔡双田 竹山县城关镇南关街6号3单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2 李国栋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黄兴村3组李祥 竹山县大庙乡黄兴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1 邵美红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护驾村5组2 号邵传伟 竹山县擂鼓镇护驾村5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0 杨丽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镇小杨耀明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镇小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9 王志兴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深河乡深河村5组王福勇 竹山县深河乡深河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8 贺东宝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中贺坤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7 李淑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 6李德红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 6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6 丁亚洲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华家湾村丁波 竹山县溢水镇华家湾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5 张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桥鱼村2组 张生林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桥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4 孙晓洋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龙 4组0 号孙维刚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龙 4组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3 龚言熙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3组龚世柱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1 李海东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北坝街2组李德成 竹山县上庸镇北坝街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0 金杨燃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仁沈荣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9 焦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振武路9 号1 号焦昌林 竹山县城关镇振武路9 号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8 杜金铭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红 4组2 号杜昕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红 4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7 柯曼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8 号张锦秀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6 沈丽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铧沈道余 十堰市宝丰镇铧厂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3 周嘉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周卫保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2 李文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金明村三 0 号李成平 竹山县得胜镇金明村三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0 柯兰欣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烟 4组6 号柯美训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烟 4组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8 孔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园林路2 号王玲 竹山县宝丰镇园林路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6 龚城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枣园村1组7 号李著香 竹山县擂鼓镇枣园村1组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5 洪田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茅塔寺村1组6号洪国宝 竹山县双台乡茅塔寺村1组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3 刘欣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大庙村6组刘立文 竹山县大庙乡大庙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2 罗曼浠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擂 3组罗显洋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擂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9 胡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挡 3组胡永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挡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7 郭启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北大街76号2栋3 室郭少成 十堰市城关镇施洋路4 号1栋2单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6 郭臻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官渡镇中场村6组 郭铭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中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5 方锐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蛟龙村5组方礼雄 竹山县麻家渡镇蛟龙村5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4 徐琴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深沟村7组伍长艮 竹山县宝丰镇深沟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3 袁丹丹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店子街 2组袁修坤 竹山县麻家渡镇店子街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0 魏章然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 2组吕芳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9 吴红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民族路1 号7栋4单 7吴明斌 竹山县城关镇民族路1 号7栋4单 7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8 范陈成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挡鱼村6组范本运 竹山县楼台乡挡鱼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6 陈传金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井 2组陈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井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5 柳渤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桂坪村2组陈龙梅 竹山县宝丰镇桂坪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4 江海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五道河村5组江中华 竹山县得胜镇五道河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3 雷国祥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车城西路8 号 1号叶平 十堰市张湾区车城西路8 号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2 卢春蕾 竹山县第一中学 潘口乡小漩村5组 杜昌艳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1 李琳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青李光明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青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0 黄意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桥东村2组8号黄朝根 竹山县陈关镇桥东村2组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9 杨楠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小堰村一 4 号杨大任 竹山县宝丰镇小堰村一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8 吴止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铧场村2组刘淼 竹山县宝丰镇铧场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6 张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方 2组张善平 竹山县秦古镇方家河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5 黄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店黄正勇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3 张龙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施洋路1号 2组张钊 竹山县宝丰镇居委会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2 何易星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下坝村一李兴梅 竹山县宝丰镇下坝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1 周萱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纵横大道3号8栋2单刘瑛 十堰市城关镇纵横大道3号8栋2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0 柯双稳 竹山县第一中学 下坝村五组 柯玉武 十堰市竹山县下坝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9 邵金燕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施家河村3组石方明 竹山县得胜镇施家河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6 余天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居 2组余治水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居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5 陈天蓝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北 8 号 3 室陈坤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北 8 号 3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4 张益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王慧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3 王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民族路6号 王其林 城关镇民族路6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2 朱梦莹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朱家湾村1组朱名柱 竹山县溢水镇朱家湾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1 杨声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民族路二单元7章秀兰 竹山县民族路二单元7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0 孙超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桥 2组5 号袁丽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桥 2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9 刘欣茹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普渡村一夏琴 竹山县双台乡普渡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8 朱峰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鱼朱飞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鱼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7 刘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深刘道军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深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6 朱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田家坝镇北坝街6组 朱仕庆 十堰市竹山县田家坝镇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5 徐伟昊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陈家河村六组 徐飞 竹坪乡陈家河村六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4 喻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9组9 号喻成贵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9组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3 李亚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纵横大道19号李艳琴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纵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2 谭世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长 2组1 号谭龙林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长 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1 陈梦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文峪河村陈倩倩 竹山县文峪河村一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0 朱明山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井 3 号朱士顺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井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9 周谢兵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墨 2组宁先禄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墨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8 张昀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施洋路9 号张振贵 竹山县城关镇施洋路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7 李金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5组1号李治权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5组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6 李湘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公 4组李文金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公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5 王博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3 号4栋3单 3 号王杰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3 号4栋3单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4 胡欣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施洋路8号1栋 7 号胡文胜 竹山县城关镇施洋路8号1栋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3 张鑫毅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民 9号5周秀红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民 9号5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2 方欣然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县门街6 号方友林 竹山县城关镇县门街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1 郭玉城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复兴村2组谌晓燕 竹山县得胜镇复兴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0 王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花 4组王玉六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花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9 余艳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白玉村2组余金涛 竹山县麻家渡镇白玉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8 刘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花 3组0 号胡敏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花 3组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7 何润东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下坝村一组何伦强 竹山县宝丰下坝村一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6 余昊宏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杨家河 2组3-0余永勇 竹山县麻家渡镇杨家河 2组3-0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5 陈忠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西岭村5组陈剑 竹山县秦古镇西岭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4 喻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四棵树组1组4号喻良平 竹山县擂鼓镇四棵树组1组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3 陈毓姝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万兴村一陈兵 竹山县大庙乡万兴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2 胡梦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庙 2组胡坤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庙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1 沈金金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九里潭村3组刘菲 竹山县上庸镇九里潭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0 陈炎松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营 6组袁芳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营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8 胡钊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深 4组孙沛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深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7 陈冠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双台乡台子村3组15号陈昌宝 双台乡台子村3组1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6 南储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店子街村2组1 号南泽龙 十堰市竹山县店子街村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5 刘海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8组1 号刘顺兵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8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4 冯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 6组冯家胜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3 徐达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八道关村 6 号徐维财 竹山县得胜镇八道关村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2 罗梦辉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竹罗显斌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1 赵兴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竹山县第赵国林 竹山县宝丰镇竹山县第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0 徐俊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桂香路95号40徐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9 号4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9 李乐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枣 5组李海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枣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8 陈傲东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付家坪村3组3号陈勇 竹山县文峰乡付家坪村3组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7 朱苗苗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里泗沟村2组陶定友 竹山县大庙乡里泗沟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6 吴文轩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十堰路6号1栋6 室王荣丽 竹山县十堰路6号1栋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5 陈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周家湾村1 组陈中良 竹山县竹坪乡周家湾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4 李金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 4组李胜平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3 吴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水田坪村6组吴远军 竹山县宝丰镇水田坪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2 袁思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十 8 号A楼2陈玉红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十 8 号A楼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1 杨鑫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西 5 号5栋3单 5 室贺琴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西 5 号5栋3单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0 张承亮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宽坪村1 组1 号万艳 竹山县竹坪乡宽坪村1 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5 杨锦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2组1 号1 号殷茵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2组1 号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3 胡滟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深沟村8组胡平章 竹山县宝丰镇深沟村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2 郭萧燕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南魏青波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1 杨爱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人 2 号2单 3 号杨海勇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人 2 号2单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9 王银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安河塘村7组2 号王安军 竹山县竹坪乡安河塘村7组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8 何成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圣水村3组陈明荣 竹山县得胜镇圣水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7 邵子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十 8 号2栋2单 4 室邵忠明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十 8 号2栋2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5 段谦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滨河广场二号楼段敦国 城关镇滨河广场二号楼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3 王一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王明全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2 杜承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大溪村1组杜升辉 竹山县秦古镇大溪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1 陈明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台子村三组 陈文广 十堰市竹山县台子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0 储鑫悦 竹山县第一中学 秦古镇西庄村7组 储德仁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9 喻健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何喻高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8 贺彬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9 号贺荣奎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7 沈帆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4组8 号邵艳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4组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5 秦代军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潘口河村5组梁荣兰 竹山县潘口乡潘口河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4 但清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周家湾村12组但继兵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周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3 李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深河乡深河村6组李生 竹山县深河乡深河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2 蒋东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刘家山村1组蒋纪洪 竹山县城关镇刘家山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1 范文瑄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马岭村4组范学波 竹山县楼台乡马岭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0 谭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燕子山村谭显洪 十堰市竹山县燕子山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8 王帅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7组1号王文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7组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7 陈泓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店陈贵仁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6 杨定山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 2组王全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5 王灯灯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陈 2组王焕军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陈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4 张建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安河口村9组 张香耀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2 张贻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4组张红星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1 杨岳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花 1组3 号杨洪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花 1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0 左家材 竹山县第一中学 秦古镇大溪村 李世凤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9 陈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台 3组1 号陈昌勇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台 3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8 吴智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双庙村1组 付长球 宝丰镇双庙村1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7 朱俊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 朱双根 竹山县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6 蒋书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官 2组刘玉平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官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5 方斌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下贺茂珍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4 徐翠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漆 5组徐枝军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漆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3 陈泰霖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吉 3组詹彩莲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吉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2 刘苗苗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坛山村二 0 号刘意平 竹山县得胜镇坛山村二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0 张先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龙 4组2 号龚金丽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龙 4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9 柯玉银 竹山县第一中学 擂鼓镇烟墩子村6组10号柯传荣 擂鼓镇烟墩子村6组10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8 王远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 1 号5栋1单 3 室梁英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 1 号5栋1单 3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7 王紫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水 2组3 号王化奎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水 2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6 杨先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侯 4组周云芝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侯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5 许帅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宽坪村11组14 号伟 竹山县竹坪乡宽坪村1 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4 李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古罗坪村1组5 号李著坤 竹山县擂鼓镇古罗坪村1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1 董一鸣 竹山县第一中学 大庙乡大庙村 董勇 竹山县大庙乡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0 刘欣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墩梓村1组蔡琴 竹山县麻家渡镇墩梓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9 潘佳瑶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1 组潘仕海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7 田炜钰 竹山县第一中学 擂鼓镇董家沟村二组8 号田华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董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6 金子涵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双台乡茅塔村二组 刘霞 双台乡茅塔村二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5 刘金鹏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营刘荣瑞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营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4 施佳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何施善刚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3 左槟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左强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1 邵海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邵运海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9 田升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二吴姗 竹山县大庙乡二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7 陈雨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工商行政陈英 竹山县秦古镇工商行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6 陈晓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2组1 号张尚珍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5 杨晶晶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普 5组李连凤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普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3 胡聪 竹山县第一中学 楼台乡兴旺村二组 胡春平 楼台乡兴旺村二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2 付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竹山县上庸镇红庙 2组付本奎 十堰竹山县上庸镇红庙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0 黄龙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迎丰村1组3 号蒋耀春 十堰市竹山县迎丰村1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9 孙金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5组孙照华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7 夏晓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夏发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6 陈妃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店 2 号陈和友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4 詹迪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复兴村1组占道祥 竹山县得胜镇复兴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3 李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鱼 2组李玉贵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鱼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2 周良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周贤波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1 张成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南坝村8组刘晓琴 竹山县上庸镇南坝村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0 王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金坪村6组王英文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9 解亚红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解复华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8 程良意 竹山县第一中学 上庸镇大泉山村 程贤才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7 陈志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仁和寨村 1 号陈中喜 竹山县竹坪乡仁和寨村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6 梁焱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枣园村1组6 号梁绍志 竹山县擂鼓镇枣园村1组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5 张小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张辉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4 陈银森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店坪村二陈和恕 竹山县竹坪乡店坪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2 袁浩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 8组4 号袁志林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 8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1 冯昌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冯龙刚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0 徐俊滔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周张琴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9 罗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垭子街村2组 黄晓蕾 竹山县垭子街村2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8 黄培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大庙乡黄土梁村 黄飞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7 毛冀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花 3组毛仁波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花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1 沈俊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四庄坪村沈正彬 竹山县大庙乡四庄坪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3 张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居 2组张华兵 竹山县宝丰镇居委会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1 黄星星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古罗坪村3组6 号华燕 竹山县擂鼓镇古罗坪村3组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8 毛成昊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官渡街3 号闵运珍 竹山县官渡镇官渡街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7 翟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 翟远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5 柯芸香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烟 3组8 号柯美桥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烟 3组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4 程本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屏 1组陈权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屏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0 陈广霖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双河村四沈秀琴 竹山县秦古镇双河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3 梁伯皓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振 1 号 1 室梁森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振 1 号 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0 陈少青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刘家河 2组刘自兰 竹山县麻家渡镇刘家河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5 邹婷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文峪河村7组邹玉宝 竹山县得胜镇文峪河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2 周帆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5组肖启珍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6 王梦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烟墩子村4组1 号王波 竹山县擂鼓镇烟墩子村4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5 汪炎炎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滚子岭村8组汪昌平 竹山县文峰乡滚子岭村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4 黄钰桢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东 3号1栋1单 5陈敬玲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东 3号1栋1单 5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3 袁小影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南 8号1单 1 室袁道红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南 8号1单 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1 陈钰敏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陈 4组2 号陈爱民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陈 4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0 曾铣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双 2 号曾广余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双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8 全锦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6组0 号全照明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6组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7 贺梦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5组贺红星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6 全亚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 7组5 号江红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 7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5 余晓翠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 6组余晓翠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4 周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龙王沟村4组周虎 十堰市竹山县龙王沟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3 李馨语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 1 号李芬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2 范文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范杰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1 张佳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大庙街4组张绍斌 竹山县大庙乡大庙街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0 李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小河村四李成勇 竹山县秦古镇小河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9 华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坛林世英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8 付强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侯家湾村2组王秀琴 竹山县宝丰镇侯家湾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7 张永堂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下坝村三组 张涛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6 田双双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塘湾村6组张云 竹山县文峰乡塘湾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5 饶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荆竹村3组饶正军 竹山县秦古镇荆竹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4 汪思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德胜镇大桥组4组 汪光波， 德胜镇大桥组4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3 张胜楠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花 2组张德兴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花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2 杨旭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悬鼓洲村刘宝艳 十堰市竹山县悬鼓洲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1 罗苗苗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轻土坪村6组3 号罗其林 竹山县文峰乡轻土坪村6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0 黄文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黄黄从辉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8 夏文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庙湾村1组夏登群 竹山县楼台乡庙湾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6 张世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九华村4组张学成 竹山县上庸镇九华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5 王娜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双河口村7组刘丽 竹山县宝丰镇双河口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4 詹晓楠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罗桂枝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2 张晓菲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烟墩子村2组5 号骆维菊 竹山县擂鼓镇烟墩子村2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1 黄金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黄尤国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0 杨绍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柳林乡郑家坪1组杨存金 竹山县柳林乡郑家坪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9 钱波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万 2组钱良兵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万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8 蒋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三台村三徐治梅 竹山县楼台乡三台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6 陈亚婻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擂 6组陈三国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擂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4 李世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李强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3 欧阳高杰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贺芳 竹山县城关镇明钦大道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2 刘磊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吉阳村1组刘齐明 竹山县双台乡吉阳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0 郝智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郝元启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9 宋子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北父亲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8 王亮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侯 3组王兴江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侯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7 刘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村4组6 号刘自锐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村4组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6 王贤智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柿树坪3组2 号吴建敏 竹山县麻家渡柿树坪3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5 喻炀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村1组陈金连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4 张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兴张开宝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8 邵海帆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护驾村4组0 号邵运良 竹山县擂鼓镇护驾村4组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4 张青松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公平村3组李芳 竹山县宝丰镇公平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0 柏晓龙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枣 4组柏元猛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枣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7 胡彬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红 1组胡作华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红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6 何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施何伦臻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施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3 刘嘉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垭子街村1组 邵海涛 宝丰镇垭子街村1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2 张晓晴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佛 5组1 号张方明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佛 5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1 杨志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小堰村1-28号 石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小 1-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0 方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4组方传青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8 刘凡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2组刘大胜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3 杨婷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潘口河村5组喻成芬 竹山县潘口乡潘口河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2 张琴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金 5组张正尧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金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9 龚英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董 2组4 号龚清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董 2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7 龚晏卓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枣园村3组1 号龚坤 竹山县擂鼓镇枣园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6 叶心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施 1 号叶少君 十堰市天津路福泽青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5 蔡光熠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屏 4组蔡明松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屏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3 汤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县门街1 号万敏 竹山县城关镇县门街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6 程抱安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金 4组程正国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金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4 孙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小 2组孙永住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小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3 包梦瑶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2组包中华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2 贾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秦古镇大河村2组 贾金安 竹山县秦古镇大河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1 冯天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辕 2号2单 6梁东英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辕 2号2单 6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0 焦云鹏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下 3组焦林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下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8 邵荣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金 5组师利香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金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6 夏亚楠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镇擂鼓村4组吴业平 竹山县擂鼓镇镇擂鼓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2 方燕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9 号1 栋1单 3方显青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9 号1 栋1单 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1 田瑶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方家湾村5组 田胜祥 竹坪乡方家湾村5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0 张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下腰店村1组张阳清 竹山县溢水镇下腰店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9 柯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溢水镇陈家铺村1组 柯恒兴 溢水镇陈家铺村1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8 王乐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麻 1 组王成林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麻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7 黄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西 1 号黄林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西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4 易彬斌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施家河村5组师艳红 竹山县得胜镇施家河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1 王韵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莲花村4组8号王友国 竹山县城关镇莲花村4组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9 朱要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腰 4组9 号朱士伟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腰 4组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8 艾明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艾万国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7 华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1 组陈芳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6 易盈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韩 5组6 号易根明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韩 5组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5 陈垚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陈康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4 金晓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纵横大道16号四 7 室金国兵 竹山县城关镇纵横大道1 号 7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3 刘荣亮 竹山县第一中学 麻家渡镇营盘河村二组孙云珍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2 黄龙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中沟村5组1 号黄群柱 竹山县文峰乡中沟村5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0 张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鱼 3组张富贵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鱼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9 袁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 3组袁怀龙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8 全桉龙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全守银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7 曾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6组曾凡设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6 龚世炼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小堰村1组曾照兰 竹山县宝丰镇小堰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5 闻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潘 5组闻义朋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潘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4 段悦欣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下 6组段昌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下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3 张玉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侯 3组3 号张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侯 3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1 周晟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9 号周兴坤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0 张勋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西河村6组6 号张德新 竹山县擂鼓镇西河村6组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9 高明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 陈艳云 竹山县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8 夏静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坛山村二夏正艳 竹山县得胜镇坛山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7 蔡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官渡镇官渡街3组 邹清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官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6 何健民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张 2组何家国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张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5 喻梦秋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老喻淑焕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4 李玲 竹山县第一中学 柳林乡公祖村1组 肖连平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公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2 袁仁贵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袁怀平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1 张正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鲍张超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鲍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0 崔宇轩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西 5 号1栋2单 5 室吕道敏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西 5 号1栋2单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9 黄奥博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邮 1号3栋3单 7 号黄伟 竹山县城关镇邮电街1号3栋3单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8 张浩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得胜镇复兴村3组 杨慧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复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7 徐妍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南 4组8号徐茂琴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南 4组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6 陈樾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西关街1 号2单 6 室陈波 竹山县城关镇西关街1 号2单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5 刘子婕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南关街1 号赵想云 竹山县城关镇南关街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4 汪晓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桥 4组8号汪涛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桥 4组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3 朱蒙蒙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朱家湾村1组李艳丽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1 金耀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刘家河 2组金慧峰 竹山县麻家渡镇刘家河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0 唐小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庙湾村5组陈芳 竹山县楼台乡庙湾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9 许俊 竹山县第一中学 溢水镇庙梁村1组 许光宏 溢水镇庙梁村1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8 柯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马玉河3组1 号柯昌意 竹山县官渡镇马玉河3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5 石鹏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金花村3组2 号石后兵 竹山县竹坪乡金花村十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3 陈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3 号王丽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2 杨剑锋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龙王沟村2组曾照华 竹山县潘口乡龙王沟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9 邓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 1组邓型金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1 余卓妍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辕门街 余炳强 竹山县城关镇辕门街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5 范荣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4组王利杰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4 李炎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北坝村2组李良红 十堰市竹山县北坝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2 张道奎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南坝村七张善华 十堰市竹山县南坝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0 章登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东门办事 8 号章勇 竹山县城关镇东门办事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9 肖秋月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洪 4组肖连军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洪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8 宋德彬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田家坝镇南坝村5组陆龙菊 竹山县田家坝镇南坝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6 曾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7 号曾键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4 刘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村 2组刘荣生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村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1 范升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天桥村4组范旗 竹山县溢水镇天桥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0 董晓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官 2 号董必海 竹山县官渡镇官渡街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9 袁新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大溪河村5组袁胜堂 竹山县官渡镇大溪河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7 汪亚楠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水 2组2 号汪义龙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水 2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6 许智强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关东沟喻成红 竹山县麻家渡镇关东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5 陈晶晶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二 5 号 3 室陈麟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二 5 号 3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3 程海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青 6组周显芝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青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1 张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田家坝镇南坝村6组张宗学 竹山县田家坝镇南坝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0 何圳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富康路居 5 号何邦文 竹山县秦古镇富康路居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8 唐文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北大街4号唐同波 十堰市竹山县北大街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6 许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南坝村6组焦昌丽 竹山县上庸镇南坝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5 陈明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上坝村3组陈宗有 竹山县宝丰镇上坝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4 李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八 4组李德祥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八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3 王卓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侯家湾村3组王杰 竹山县宝丰镇侯家湾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9 柯政楷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三台村2组柯尤余 竹山县楼台乡三台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4 刘鑫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兴竹路居委会 沈爱华 竹山县竹坪乡兴竹路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3 毛龙翔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小河村4组5 号毛达兵 竹山县官渡镇小河村4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2 许佳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深 2组许铣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深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0 刘小瑜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金花村4组刘迪安 竹山县竹坪乡金花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5 王樊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金岭村1组7 号王迪鹏 竹山县擂鼓镇金岭村1组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4 王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楼徐长明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楼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0 柳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桂坪村2组柳垂平 竹山县宝丰镇桂坪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9 张鹏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二道坊村1组3 号张胜富 竹山县城关镇二道坊村1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8 聂枭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 3组聂胜维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7 刘若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特2号1栋3单 1李艳丽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人 2号1栋3单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3 李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腰 4组李大明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腰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1 饶彬彬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花石秀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花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8 向金奎 竹山县第一中学 擂鼓镇广山村1组 罗显梅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广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5 杜承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双台乡罗家村3组 杜荣宝 双台乡罗家村3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1 李瑶瑶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2组5 号刘金荣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2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0 罗金鹤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 王敏 竹山县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9 程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潘 5组闻宜清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潘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7 余鑫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人 1 号3栋1单 3 室余刚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人 1 号3栋1单 3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5 王帅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白 4组王永斌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白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8 袁红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6组4 号陈善秀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6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5 胡家炎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擂鼓村1组7 号胡异繁 竹山县擂鼓镇擂鼓村1组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2 甘启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里甘武富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1 唐林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唐承贵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0 邵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3组邵海宝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8 王地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莲花村九王先山 竹山县城关镇莲花村九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7 陈圣轩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明钦大道718号陈兵 竹山县明钦大道71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6 王吉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人民路2谢芳 十堰市竹山县人民路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1 郭红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东钦村3组朱天秀 竹山县文峰乡东钦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9 李铖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官渡镇小河村2组 李家勤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小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8 徐美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魏沟村1组 徐华友 竹山县魏沟村1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6 吴世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西 5 号1栋1单 2吴涛 竹山县城关镇西关街5 号1栋1单 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4 刘梦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 刘煌平 十堰市竹山县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2 张垆楠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园 1 号张伶俐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园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1 刘怿哲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红岩村6组2 号刘仕伟 竹山县擂鼓镇红岩村6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0 陈新浩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喻 1组王敏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喻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9 喻锦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金 1组操敏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金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8 罗锐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喻家塔村1组罗明星 竹山县宝丰镇喻家塔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7 张富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李光琴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6 江龙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陈美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5 张瑞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 8 号储芳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4 王玉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王祥运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3 吴紫惠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纵横大道3号8栋1单 1 室周晓云 城关镇纵横大道3号8栋1单 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2 许鑫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3组高玉霞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1 袁培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 2组袁刚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0 刘欣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墨 3组陈开文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墨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9 杨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双 4组杨明算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双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8 喻缘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8组喻勇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7 刘亚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 3组龚国艳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6 王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镇直单王凌浩 竹山县麻家渡镇镇直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5 邹凌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韩 2组胡益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韩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4 林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庙梁村1组潘华美 竹山县溢水镇庙梁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3 陈欢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双陈维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2 喻柢森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7 号喻强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1 徐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双 3组4 号徐世舟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双 3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9 刘佳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东门街2号1栋2单 3 号刘伟 竹山县城关镇东门街2号1栋2单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8 陈小璐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富康路居 2组张蕾 竹山县秦古镇富康路居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7 徐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黄解中梅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6 王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迎丰村1组3 号王乾斌 竹山县城关镇迎丰村1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5 冯金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小漩村二冯立国 竹山县潘口乡小漩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4 程福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村 2组程用宝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村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3 张宜员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独徐慧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独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2 朱亭如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 徐宏瑞 十堰市竹山县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1 王帅心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莲花村二组六号王胜军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莲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0 刘田野 竹山县第一中学 擂鼓镇红岩村1组3号刘国伍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红 1组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9 朱仕星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西庄村3组1 号朱志树 竹山县秦古镇西庄村3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8 刘正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秦古镇双河村五组 刘康国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7 沈文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垭子街村1组14 号沈道富 宝丰镇垭子街村1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6 任金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官坪村7组任行华 竹山县楼台乡官坪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5 曹盈 竹山县第一中学 黄土梁村2组 曹均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黄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4 董博雅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施 1号杨艳云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施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3 段妍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5组段敦镒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2 黄金龙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水 2组黄朝兵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水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0 杨楠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西庄村6组杨中原 竹山县秦古镇西庄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8 田秋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合 5组田勇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合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7 骆锦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韩 4组骆顺新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韩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6 宋城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刘家河村3组梁荣枝 十堰市竹山县刘家河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5 张德重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纵横大道 1 室张道华 十堰市竹山县纵横大道 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4 张思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人 1 号方春红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人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3 谢敏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普渡村四闻慧菊 竹山县双台乡普渡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2 李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大 3组李猛章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大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1 丁鞠萍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陈家铺村3组丁武 竹山县溢水镇陈家铺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0 刘欣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南门村3组5 号刘顺珍 竹山县城关镇南门村3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9 乐进美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8组乐祥山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8 操冰倩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 1组操建明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7 王海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麻 1 组王龙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麻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6 郑作亮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中场村6组郑光山 竹山县官渡镇中场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5 龚美臣 竹山县第一中学 潘口乡龙王沟村3组 李玉秀 竹山县潘口乡龙王沟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4 梁鹏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上坝村6组何敏 竹山县宝丰镇上坝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3 刘梦婕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官渡镇官渡街202号 何建芳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官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2 李冉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施李茂兵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施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1 鲍玉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双 8组鲍西明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双 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0 周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 周邦贵 竹山县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9 但鑫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周 6组但春堂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周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7 焦灿灿 竹山县第一中学 溢水镇溢水街村3组 焦健 溢水镇溢水街村3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6 陈星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兴陈东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5 喻少华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李敏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4 谢晓洁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十堰路7 号4栋1单 5 号谢开武 竹山县城关镇十堰路7 号4栋1单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3 李思靓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步行街1号 6 号李磊 竹山县城关镇步行街1号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2 张雪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擂鼓村5组8 号张治 竹山县擂鼓镇擂鼓村5组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1 刘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小河村2组刘志文 竹山县秦古镇小河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0 周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居委会4组邵霞 竹山县宝丰镇居委会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9 袁玮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黑虎村1组袁红 竹山县麻家渡镇黑虎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7 胡琼酒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方家河村2组胡成飞 竹山县秦古镇方家河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6 陈绪鹏 竹山县第一中学 溢水镇陈家铺村1组 陈猛 溢水镇陈家铺村1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5 詹文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塔院村2组詹怡 竹山县楼台乡塔院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4 虞阳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南坝村6组虞从全 竹山县上庸镇南坝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2 刘燕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得胜镇得胜茶场三组 向吉香 得胜镇得胜茶场三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1 李佳颖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金岭村1组1 号李福明 竹山县擂鼓镇金岭村1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5 蔡鲜鲜 竹山县第一中学 溢水镇溢水街5组 蔡齐胜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溢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2 程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田家坝镇 2组2 号程波 十堰市竹山县田家坝镇 2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1 叶婷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龙叶成兵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龙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1 方淼 竹山县第二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居委会2组方孝全 竹山县宝丰镇居委会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0 付全安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邵传娇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6 刘思语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肖家沟村刘修兵 竹山县楼台乡肖家沟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5 张梦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张里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4 张兴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安河口村一组 张开胜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3 胡钱胜 竹山县第一中学 上庸镇桃子湾村6组 胡光运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桃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9 梅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 梅松 十堰市竹山县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6 张才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3组张靖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5 朱登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纵 7朱名升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纵 7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3 郑权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峪 1 组郑治全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峪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2 解文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小河村2组解复斌 竹山县秦古镇小河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1 谢灵轩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燕子山村3组郭荣 竹山县溢水镇燕子山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9 刘圆媛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安坪村一刘传学 竹山县楼台乡安坪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7 程刚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长坪村2组3 号程良朋 竹山县文峰乡长坪村2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5 李宗辉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八汪世梅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4 何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何哨兵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3 薛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 3组薛仁兵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2 陈小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得胜镇界岭村1组 陈玉阳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界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9 陈灼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村3组陈龙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8 刘梦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刘自新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8 张晓雨 竹山县第二中学 竹山县柳林乡公祖村2组张长喜 竹山县柳林乡公祖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7 左佳岚 竹山县第二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花竹村二左自勇 竹山县得胜镇花竹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6 刘嘉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5组刘庆虎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0 吴玉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三 4组吴少明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三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6 喻磊 竹山县第二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鹰岩村一喻成龙 竹山县溢水镇鹰岩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3 曹莎莎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曹祥兵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7 余鑫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护驾村3组余鑫鑫 竹山县擂鼓镇护驾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5 黄静雯 竹山县第一中学 溢水镇朱家湾村2组 黄治涛 溢水镇朱家湾村2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1 黄清秋 竹山县第一中学 楼台乡楼台村四组 张贵芬 十堰市楼台乡楼台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0 蒋艳 竹山县第一中学 楼台乡三台村二组 徐治春 竹山县楼台乡三台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0 董幸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新 3组董建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新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7 方姣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 方定兵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2 方肸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银谢美术 十堰市竹山县银洞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4 曾燕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柳林乡民主村5组曾书丙 竹山县柳林乡民主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2 涂媛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八 4组涂玉东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八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1 胡亚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方 2组陶秀丽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方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5 孙美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渔塘村1组 涂玉霞 渔塘村1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2 徐子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人 1 号徐玮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人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1 朱金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红朱志健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红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0 吴瑞睿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竹吴松涛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8 徐德琌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界岭村6组3 号徐诗兴 竹山县双台乡界岭村6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7 贺颖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中贺荣斌 竹山县官渡镇中场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6 周心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公 2组黄守枝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公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4 黄梦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喻 2组黄成兴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喻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3 夏甜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8组夏勇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1 胡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人民路40号 吴凤连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0 罗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深 3组唐同莲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深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7 占美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双台乡普渡村一组55号占诗海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普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6 李浩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花元村2组2 号李青山 竹山县双台乡花元村2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5 邓君玉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鑫 1栋 5张永芳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鑫 1栋 5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3 彭小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茅坝村四彭兴华 十堰市竹山县茅坝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1 罗紫琴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水坪村二罗述全 十堰市竹山县水坪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0 胡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金 4组胡安平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金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9 邬小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4组邬海兵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8 袁铭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复兴村2组袁怀波 竹山县得胜镇复兴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7 蒋雨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安坪村1组蒋道华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安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4 龚洋洋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三龚太兵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3 吴艳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韩溪河村5组吴金根 竹溪县天宝乡兰池村5 空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0 邓文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桂坪村1组21号 邓应华 竹山县宝丰镇桂坪村1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9 章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上坝村五章胜明 竹山县宝丰镇上坝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7 徐杨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塘湾村1组 孙仁兰 竹山县文峰乡塘湾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6 徐微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得胜镇八道关村三组 徐维成 得胜镇八道关村三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5 李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黄萍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3 李小青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 李勇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小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1 石兰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得胜镇复兴村 徐敏 十堰市得胜镇复兴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0 王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峪 1组王飞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峪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6 唐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水田坪村唐海兵 竹山县宝丰镇水田坪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4 明蕊蕊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天 8组明平国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天 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1 徐美金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辕蔡少艳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8 曹蓉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村2组陈习菊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6 刘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 2组刘照红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5 马仕桂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鲁马志伍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3 喻鹏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溢水街村4喻奎 竹山县溢水镇溢水街村4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1 詹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小河村四詹诗云 竹山县官渡镇小河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6 吴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双庙村2组 吴庆华 竹山县宝丰镇双庙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4 徐靖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三台村2组徐治山 竹山县楼台乡三台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3 鄢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全鄢光桥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8 袁雅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普渡村二袁正富 竹山县双台乡普渡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5 王俊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桂坪村7组王胜明 竹山县宝丰镇桂坪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1 李蕾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三李宗山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0 朱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官渡镇大溪河村4组 朱磊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大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9 张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施洋路68号 张经奇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施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8 王丽娜 竹山县第一中学 麻家渡镇总兵安村1组王汉成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5 李岚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 李华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1 陈荧荧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柳林乡屏峰村4组陈自书 竹山县柳林乡屏峰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90 汤翔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秦汤晓东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秦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9 方阳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新茶村3组方世勇 竹山县宝丰镇新茶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7 范懿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楼台村 周丽 竹山县楼台乡楼台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6 吴琳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街道 吴世喜 竹山县官渡镇街道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3 孙豆豆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官渡镇新街村5组 孙少飞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新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81 邵金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 5组邵义坤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9 张雨涵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十 2 号1栋5张经奎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十 2 号1栋5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7 胡敏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曹家湾村1组 胡英兵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5 刘曙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三刘升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2 刘敏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双台乡罗家村3组78号刘开华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罗 3组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71 陈梦燃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窑 2组8 号陈勇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窑 2组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8 李红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清泉村 李春晖 宝丰镇清泉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7 华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竖旗村1组朱士美 竹山县秦古镇竖旗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6 毛小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新茶村1组毛达庆 竹山县宝丰镇新茶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5 范期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马 4组范学生 十堰市张湾区七里垭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3 肖依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施洋路3 号肖艳华 竹山县城关镇施洋路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62 陆扬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二道坊村陆洪竹 竹山县城关镇二道坊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8 宋怡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兴竹路居宋兴志 竹山县竹坪乡兴竹路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6 王金碟 竹山县第一中学 渔塘村七组 郑荣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5 杨雅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纵横大道3号4栋2单 7刘霞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纵 3号4栋2单 7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4 宋巧铃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高家庄村 周华华 竹山县高家庄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2 邹冉冉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1组8 号陈丽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1组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51 熊远卓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人 9 号熊霖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人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7 潘炫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人民路127号 潘世宏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人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6 常凤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新街村 常昌清 十堰市竹山县新街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4 华继语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潘 6组华千里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潘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3 张梦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1组张华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42 陶鹏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解陈春香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解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9 莘琴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罗家村七莘太贵 竹山县双台乡罗家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3 郭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刘 6组1 号陈德平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刘 6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2 黄熠帆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中沟村2组黄太成 竹山县文峰乡中沟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1 谭娇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柳林乡洪坪村三王本菊 竹山县柳林乡洪坪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30 王晓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麻家渡镇蛟龙村5组 王超 麻家渡镇蛟龙村5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9 赵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秦 2组赵承根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秦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6 姚阳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华家湾村2组姚海真 十堰市竹山县华家湾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4 张颖康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店子街 3组张杰 竹山县麻家渡镇店子街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23 李章安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河 1组李文华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河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6 张诗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关熊传霞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4 陈小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新 4组陈正保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新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1 廖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 8组汪艳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 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10 陈雅琦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陈龙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8 王诗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双 8组王启柱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双 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6 彭惠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1组彭日成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5 隆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水田坪村2组14号陈桂英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水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4 侯昱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北 3 号1栋1单 4 号候天春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北 3 号1栋1单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3****03 朱素素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西河村四师凤莲 竹山县擂鼓镇西河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3 黄宇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春桥村2组黄建宁 郧西县城关镇春桥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2 蔡臣智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金 1 组李晓红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金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1 饶君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人 1 号1栋1单 7 室饶尚平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人 1 号1栋1单 7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1 陈雨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庙 4组陈绪宝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庙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6 胡海波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西胡永喜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4 祝圳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青铜沟村2组1 号祝圳江 郧西县六郎乡青铜沟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2 王静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津王发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津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1 陈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两朱美玉 十堰市六郎乡两岔河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0 姜雯雯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兰 6组杨应娥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兰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9 朱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村1 组朱帮清 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8 张亿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铁张玉根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6 程建波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程玉记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5 刘思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江岸路67号 王学英 郧西县江岸路67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4 蒋毓同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六郎乡王家河村1组 蒋运理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王 1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3 李希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槐李明华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槐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7 桂香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铁山寺村 桂载建 郧西县铁山寺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5 魏静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粟魏胜平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3 孙秀超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风 2组孙天国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风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0 李灿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悬 1组李华伟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悬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9 汪晋健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渡 1 组汪汉体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渡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8 金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马安镇石塔河村7组70号金伟 马安镇石塔河村7组70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7 王艺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夹河街一王传全 郧西县夹河镇夹河街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6 邹鑫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钟坪村4组1 号邹映武 郧西县关防乡钟坪村4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5 柯辉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兵马铺村6组 柯西银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兵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4 何永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西川村赵俊 郧西县湖北口乡西川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3 段滢滢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村2组段高友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7 柯舒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石庙子村8组柯昌红 郧西县上津镇石庙子村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9 孟祥权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庙孟凡富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庙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1 於锦楬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下香口村2组於德金 郧西县香口乡下香口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1 李定燕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李善华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9 杨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官 3组杨先江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官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8 魏相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土 2组魏朝兵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7 陈新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五顶居委 2 号陈日兵 郧西县观音镇五顶居委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6 刘书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城隍庙居 2 组刘诗亮 郧西县城关镇城隍庙居 2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5 杨竣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高家巷3 号杨洪强 郧西县城关镇高家巷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4 陈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六郎关村宋治玉 郧西县六郎乡六郎关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3 邓俊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金兰山村7组邓洪恕 郧西县夹河镇金兰山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0 毛雨星 郧西县第一中学 泥沟口居委会4组 毛朝晖 泥沟口居委会4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9 柯智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罗 1组5 号柯希维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罗 1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8 张海洋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大段金艳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7 黄馨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1 号朱曾风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6 孟柄龙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观音村3组杨青 郧西县悬鼓观居委会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4 查贵宾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7组查富清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3 张春燕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干沟口村2组高善香 郧西县景阳乡干沟口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2 李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军家河村4组蒋立群 郧西县涧池乡军家河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1 祝涛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丁祝和得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0 张永康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青年路50号1栋2单 4 室张伟 城关镇青年路50号1栋2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9 朱美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蔡 4组朱美琪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蔡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8 余大章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朝北河居委会1组谢金花 城关镇朝北河居委会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7 程声鉴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徐 6组陈远连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徐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6 陈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上 6组9 号陈永波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上 6组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5 晋作平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牛晋才林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4 袁世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莲袁作利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莲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3 贾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瓦贾祥青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瓦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2 梅涵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兰梅高峰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1 刘丽娅 郧西县第一中学 河夹镇来家河1组 刘红卫 河夹镇来家河1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0 何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长沙坝村1 组何永林 郧西县夹河镇长沙坝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7 胡雅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邓张霞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邓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6 黄瑞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铁黄元顺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4 江亚日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春桥街69号 江立涛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春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3 夏天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渡春桥居夏海东 郧西县城关镇渡春桥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2 王宝琴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马 1 组王国成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马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1 柯其玲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黄陈爱英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9 王家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六郎关村王祥勇 郧西县六郎乡六郎关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7 祝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沙沟村7组郑立华 郧西县关防乡沙沟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5 张宇宜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环 1 号杨漫妮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2 高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龚家坪村1组高英卫 郧西县景阳乡龚家坪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0 陈绪雯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石柯贤玉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9 朱梦瑶 郧西县第一中学 店子镇北山沟村4组8号朱庆华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4组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8 陶蓥蓥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金银山居吴家连 郧西县城关镇金银山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7 孟想想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大 3 号孟军 十堰市六郎乡大石堰村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6 段高涛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卧段秀玉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5 耿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四耿家卓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4 王德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朗乡赵家河村王世超 郧西县六朗乡赵家河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3 姚敏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八亩地村6组徐祥艳 郧西县香口乡八亩地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2 梅小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牌楼村1组宛良云 郧西县店子镇牌楼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1 廖爽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骡 9组廖运国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骡 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0 王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西川村4组王付东 郧西县湖北口乡西川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8 柯贤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关帝庙村7组 3 号柯尊东 郧西县土门镇关帝庙村7组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7 李燕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岩屋河村 1 号李廷水 郧西县六郎乡岩屋河村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5 翟慧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江 6 号周代仙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江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2 彭宅敏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土 5组 4 号王道云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土 5组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1 刘明轩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吴刘顺国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3 涂钦霖 郧西县第一中学 羊尾镇居委会 傅品慧 羊尾镇居委会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1 周绍榕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王家坪村周海军 郧西县城关镇王家坪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8 孙琪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绞肠关村牛绍芳 郧西县上津镇绞肠关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7 姜锦城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郧西大道115号夏华 郧西县郧西大道11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6 吴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北 1组1 号吴公柱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北 1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5 夏敏 郧西县第一中学 涧池乡金龙山村5组 夏德军 郧西县涧池乡金龙山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4 夏子涵 郧西县第一中学 环城西路34号 夏均 十堰市郧西县环城西路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3 柯馨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关帝庙村7组 8号徐正英 郧西县土门镇关帝庙村7组 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2 赵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黄云埔村4组孟祥英 郧西县香口乡黄云埔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1 张梁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校场坡村3组 王全翠 城关镇校场坡村3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0 孙天莞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刘家湾村2组孙传兵 郧西县河夹镇刘家湾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9 宋心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石 1组宋敬国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石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8 张婧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铁山寺村4组阮春枝 郧西县店子镇铁山寺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7 汤滟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郧西大道1 号王金华 郧西县城关镇郧西大道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6 吴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吴家扁村1组吴方成 郧西县景阳乡吴家扁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5 余邦圣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周 3组7 号余安国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周 3组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4 毕龙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槐树村六组刘和香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槐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3 姜兴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天池垭村4组 姜胜春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天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2 陈禹宏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长杨启平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1 杜昌伟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一 5组1 号杜龙富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一 5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0 涂邦国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腰滩河村涂家洪 郧西县夹河镇腰滩河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9 陈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铁 4组4 号陈安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铁 4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8 唐诚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泥沟口居陈海燕 郧西县城关镇泥沟口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7 王顺超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黄龙沟村2组王家宝 郧西县六郎乡黄龙沟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6 王益林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郭家渡2组王安柱 郧西县上津镇郭家渡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5 陈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 9组2 号陈根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 9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4 金欢欢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龚家坪村3组白益芳 郧西县景阳乡龚家坪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3 黄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上营村1组晋才菊 郧西县涧池乡上营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2 崔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桃园沟村1组崔化橡 十堰市郧西县桃园沟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1 周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白 5组黄本金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白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9 张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石门村三张付贵 郧西县夹河镇石门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8 汪铭烽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下 8组汪鑫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下 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7 余先洋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双 2号杨世林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双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6 董岐卓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解董少军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解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5 陈吉立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洪陈金钢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4 寇国强 郧西县第一中学 上津镇范家坪六组 寇华兵 郧西县上津镇范家坪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3 邓荣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下樊华林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2 陈冰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尚坪村四组 陈光林 景阳乡尚坪村四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1 韩克双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付 8组1 号韩盛兵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付 8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0 郑忠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村1 组郑行艳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9 徐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9组徐堂贵 郧西县景阳乡南院庄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8 殷书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丁家湾村1组5 号吴尔霞 郧西县上津镇丁家湾村1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7 朱楷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吴朱贵财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6 宋世铸 郧西县第一中学 香口乡上香口村六组 宋守志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5 陈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白家山村4组5 号常道兵 郧西县马安镇白家山村4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4 吴行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北山沟村8组2号吴公财 郧西县店子镇北山沟村8组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3 汪洋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沉溪村3组 4号汪万兵 郧西县香口乡沉溪村3组 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2 张恒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两府路2 号张功建 郧西县城关镇两府路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1 周祖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上 1 组魏朝云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0 薛荣浩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八盘村1组干沟26号薛代贵 十八盘村1组干沟2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9 宁远涛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三宁家春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8 李阳松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大新川 3组1 号李申成 郧西县湖北口乡大新川 3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7 汪明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观汪建军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观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6 余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天池垭村3组余长全 郧西县景阳乡天池垭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5 王玺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金姜村3组 王进安 郧西县金姜村3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4 邱华强 郧西县第一中学 河夹镇青山村二组 邱忠移 河夹镇青山村二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0 何永楠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五龙河大 1 号何勇 郧西县城关镇五龙河大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6 詹佳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石人河村詹世军 郧西县河夹镇石人河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5 汪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黄 1 号汪学海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4 樊诗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木瓜园村4组1 号李思荣 郧西县六郎乡木瓜园村4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1 陈少锋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黄龙村2组陈合理 郧西县六郎乡黄龙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9 查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郭家渡村2组查方均 郧西县上津镇郭家渡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7 王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蔡家场村王丰兵 郧西县关防乡蔡家场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3 解钰霖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村3组解斌 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1 王睿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两岔河村2组王奎 郧西县六郎乡两岔河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8 蔡海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1组刘相银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5 付卓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箭 4组付卫东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箭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3 王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2组王海波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2 张恒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店 2组张泽安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店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9 周子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关帝庙村4组 1 号周昌林 郧西县土门镇关帝庙村4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8 曹堃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天池垭村曹忠安 郧西县景阳乡天池垭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3 刘畅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富康大道3 号刘君 郧西县城关镇富康大道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2 祝东屹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金 2组祝东屹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金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1 孙家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东川村2组代光平 郧西县湖北口乡东川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0 李海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3组1 号范瑞香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3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2 乐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罗坡亚村5组乐正发 郧西县六郎乡罗坡亚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1 张鑫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下川村8组杨春花 郧西县马安镇下川村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4 秦梦瑶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校场坡居 2 号王锦平 郧西县城关镇校场坡居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6 付玉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八亩地村3组付书江 郧西县香口乡八亩地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4 胡小慧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六郎乡何家湾村四组二胡先典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柯 4组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3 王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黄龙沟村2组王继坤 郧西县六郎乡黄龙沟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2 王晓雅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下河庙村1 组王明镜 郧西县马安镇下河庙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0 唐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庙 5组唐运政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庙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9 储贻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天 3组储著林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天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8 李垠垠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安家乡马家坪村2组李世海 郧西县安家乡马家坪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7 潘亚娸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铁箍岭村4组鲍瑶 郧西县上津镇铁箍岭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6 薛松 郧西县第一中学 民联村5组马头四巷 张道梅 民联村5组马头四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3 庞皓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洪台村5组陈亚利 郧西县城关镇洪台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2 秦成祥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郧 1 号陈兴云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郧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1 马显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礓马明星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礓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9 王丽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火麦沟村5组1 号王孝六 郧西县观音镇火麦沟村5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8 周博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东兴路1 号周家林 郧西县城关镇东兴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7 程思逸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渡春桥居委会 程波 郧西县渡春桥居委会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5 张炳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壕渠村 张吉才 郧西县六郎乡壕渠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3 彭丹丹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小河村7组 彭天霞 城关镇小河村7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1 李焱茜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上水巷18号 李建波 郧西县城关镇上水巷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8 罗培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下香口村黄代娣 郧西县香口乡下香口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6 周甜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黄云铺村2组周洪齐 郧西县香口乡黄云铺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5 王传莉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粟谷庄村王德成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4 张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香口乡董家坪村二组 张光成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董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3 林文轩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礓碴坎居吴霞 十堰市郧西县礓碴坎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2 吴永靖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礓 3组邓合燕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永 2栋4号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9 李金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八亩地村1组李新林 郧西县香口乡八亩地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8 樊会倩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长沙坝村4组 樊晓祥 夹河镇长沙坝村4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6 王玲 郧西县第一中学 安家乡元门村2组 王明朝 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元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2 陈秋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激浪河村陈传林 郧西县城关镇激浪河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1 官国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光明街4号 官开锋 郧西县河夹镇刘家湾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0 郝庆贤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关郝丰明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7 耿家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渔池村4组耿正海 郧西县景阳乡渔池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0 王永惠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军家河村4组王华朝 郧西县涧池乡军家河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6 龚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3组龚仕喜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0 熊靖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干沟口村1组熊师斌 郧西县景阳乡干沟口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7 李咏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 1组王林香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1 袁满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郧安路2 号袁跟东 郧西县城关镇郧安路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3 王泽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观音村3组王斌 郧西县观音镇观音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1 张吉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7组张友明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3 柯紫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岩屋沟村2组王恩慧 郧西县河夹镇岩屋沟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2 晏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涧池村3组晏光喜 郧西县涧池乡涧池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9 田俊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黄土梁村5组田忠生 郧西县观音镇黄土梁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8 贺许恒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7组贺茂正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7 金永昌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南金传志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5 马鑫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吊 3组闻义珍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吊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9 王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土岭沟村2组 4 号牛宝群 郧西县观音镇土岭沟村2组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5 何俊霖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观 4组何道根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观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3 黄联政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大磨村一邓宗霞 郧西县关防乡大磨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2 徐志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双庙村6组 6号余宝云 郧西县土门镇双庙村6组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0 何永吉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东何明辉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9 张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 黄照荣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8 王晓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佛洞村1 组3 号王作定 郧西县观音镇佛洞村1 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7 李兴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国土巷居 2组李传奇 郧西县城关镇邓家湾国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6 王荣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3 号王荣鑫 十堰市郧西县三十六岩 7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5 黄新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徐家沟巷1 号1栋1单 4 室黄利 郧西县城关镇徐家沟巷1 号1栋1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4 王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干沟口村王定华 郧西县景阳乡干沟口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2 徐晓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礓 2组徐新军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礓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0 刘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子村4组刘英才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子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9 王锋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龙桥村 何芳 郧西县观音镇龙桥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8 杨富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箭流铺村4组4 号杨至圣 郧西县河夹镇箭流铺村4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0 梁雨欣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羊尾镇羊尾街1 号梁辉 郧西县羊尾镇羊尾街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9 张闰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车家沟3组张青林 郧西县城关镇车家沟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7 陈华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3组陈光祥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6 朱雨涵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鞍镇石塔河村7组6 号李业社 郧西县马鞍镇石塔河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4 柯静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大东沟村5组柯尊成 郧西县夹河镇大东沟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2 张彬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吴家扁村2组张和言 郧西县景阳乡小河口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0 田光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郧安路1 号田恒 郧西县城关镇郧安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8 程官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黄云铺村四组新 4 号龚发勤 郧西县黄云铺村四组新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6 李学炜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天 1 组李开志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天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5 贾鑫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春桥社区贾国顺 郧西县城关镇春桥社区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4 毛飞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4组3 号毛浓金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4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2 邱旭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兰 3组张吉霞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兰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0 何菲 郧西县第一中学 安家乡安家河村 何耀超 安家乡安家河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9 明瑞琴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岩屋沟村6组明廷林 郧西县河夹镇岩屋沟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8 夏蓉婉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居委 1组凌吉娥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居委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7 张巨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武汉路1 号黄开秀 郧西县城关镇武汉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4 王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龚家坪村4组王世军 郧西县景阳乡龚家坪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1 王子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腰滩河村3组王绍洪 郧西县夹河镇腰滩河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9 周永可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东方村三李华丽 郧西县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0 焦明苏 郧西县第一中学 安家乡十王寺村1组 马仙香 安家乡十王寺村1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2 陈小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黄陈义青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9 肖锐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徐 6组肖正鑫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徐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7 汪子烁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观音村3组汪浒 郧西县观音镇观音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8 朱徐燃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天河坪村6组徐家菊 郧西县城关镇天河坪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2 王文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吴家巷居 1 组王辉 郧西县城关镇吴家巷居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8 杨仕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店子镇马鹿坪村1组 孟小琴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马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9 魏紫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村2组 9 号王君玲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村2组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3 章家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龙桥村1组章昌勇 郧西县观音镇龙桥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2 张一帆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王 1 组张勇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王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1 乐志超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两岔河村1组乐章林 郧西县六郎乡两岔河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0 黄月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松 5组黄涛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松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9 刘宗燚 郧西县第一中学 羊尾镇莲花池村五组 刘绪祥 羊尾镇莲花池村五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8 蔡祖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景阳居委 1组蔡庆意 郧西县景阳乡景阳居委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6 黄联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关防乡大磨村一组 黄平江 关防乡大磨村一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5 刘小雨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大刘永华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4 祝东晓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天宝山村祝波 郧西县店子镇天宝山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3 王晶晶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石门子村王家地 郧西县夹河镇石门子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9 汪明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环城南路2号汪令斌 郧西县城关镇环城南路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7 张浩然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人民街1 号张凡义 郧西县城关镇人民街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2 王紫祎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火 3组王克清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火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1 吴萍萍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村3组吴风林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0 夏紫微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黄竹扒村4组夏金树 郧西县香口乡黄竹扒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7 严慈轩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邓家湾居 2 组胡晓青 十堰市郧西县邓家湾居 2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6 祝霜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大祝东龙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2 乐杨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王刘传菊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1 余祥鹏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小余致华 郧西县景阳乡小河口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0 李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渡 5组姚世霞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渡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9 孟彬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江岸路2 号杨全凤 郧西县城关镇江岸路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6 李智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姬家坪村1 组李万发 郧西县马安镇姬家坪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3 袁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渡 2组张玉琴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渡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2 邓开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土门镇辽坡村六组 陈芝焕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辽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0 金名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关帝庙村8组金良坤 郧西县土门镇关帝庙村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7 邱正旺 郧西县第一中学 香口乡白果沟村5组吴 1 号阮国根 香口乡白果沟村5组吴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5 陈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三院村四组39号陈前森 郧西县三院村四组3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1 张棋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店子村2组1 号孟凡丽 郧西县店子镇店子村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8 周欣然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庙川村3组周小勇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7 王钧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夹河关十王堂红 郧西县夹河镇夹河关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5 龚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民联村7组祝丰珍 郧西县城关镇民联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4 牛爽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小河村五牛显群 郧西县城关镇小河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3 龚琴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尚坪村一组 龚仕国 景阳乡尚坪村一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2 张微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吴家营村4组江红 郧西县城关镇吴家营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0 聂润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兰滩口村2组聂太显 郧西县景阳乡兰滩口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5 李堂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风景村1组李汉山 郧西县涧池乡风景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4 李鑫强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村5组4号李勇 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村5组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3 周天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上川村1组周从应 郧西县马安镇上川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2 孟棋棋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龙 6组孟宪祥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龙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1 庞江楠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3组庞胜贵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9 刘雨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观 1组程思伟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观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8 陈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上津居委 1组陈兴波 郧西县上津镇上津居委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7 薛城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兴农巷9号薛红艳 郧西县城关镇兴农巷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6 殷清锋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环城东路1 号庹华芝 郧西县城关镇环城东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4 陈支祥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长沙坝村1 组陈义安 郧西县夹河镇长沙坝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3 陈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庙沟村4组陈敬斌 郧西县夹河镇庙沟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0 张徐铖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玉 2组张国涛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玉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9 文城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垭子湾村2组5 号陈昌梅 郧西县观音镇垭子湾村2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8 张智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津 3组张荣虎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津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7 文声杭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民联村1组徐显桃 郧西县城关镇民联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6 余雅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大坪沟村7组余荣敏 郧西县河夹镇大坪沟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4 王凤奕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校场坡社 6号许明连 郧西县城关镇校场坡社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1 张楠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归仙河村8组张光兵 郧西县河夹镇归仙河村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0 汪子棋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金银山居 3组汪显礼 十堰市郧西县金银山居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7 王旭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伍峪坪村9组章国兰 郧西县上津镇伍峪坪村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6 张晓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箭流铺村8组张晓阳 郧西县河夹镇箭流铺村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5 蔡润承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店子村1组蔡义国 郧西县店子镇店子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4 王安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居委 1组程从云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居委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3 魏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 3组魏文红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9 邓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王家庄村2组 1 号邓才明 郧西县上津镇王家庄村2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8 李金杭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王家河村2组李江 郧西县六郎乡王家河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7 陈境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丁家湾村5组1 号吴远成 郧西县上津镇丁家湾村5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6 涂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姬家坪村7组涂昌均 郧西县马安镇姬家坪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4 厍昌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 5组厍龙国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3 马锦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安家乡马家坪村2组5 号马庆锋 郧西县安家乡马家坪村2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2 张炳湖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两岔河村张吉军 郧西县六郎乡两岔河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1 温斌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孟川村6组温仁山 郧西县香口乡孟川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0 余卓成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五 3 号周玉枝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五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7 陈胜浩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石 1组陈文波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石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6 宋忠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粟谷庄村2组宋显兵 郧西县景阳乡粟谷庄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5 江超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响水沟村2组江立美 郧西县夹河镇响水沟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4 汪圣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激浪河5组汪海山 郧西县城关镇激浪河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2 张烜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江岸路121号 张世财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江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1 詹雪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江岸路1号彭云 郧西县城关镇江岸路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0 兰星语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王家坪村5组兰飞 郧西县城关镇王家坪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9 何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郧西大道6号范修珍 郧西县城关镇郧西大道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7 李诚阅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郧西大道1 号李传勇 郧西县城关镇郧西大道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6 樊光辉 郧西县第一中学 上津镇津城村1组 何国琴 上津镇津城村1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5 李蒙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1组吴冯瑛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4 张吉锐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吴 9组张光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吴 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3 彭越松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东营巷1号程光香 郧西县城关镇东营巷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1 郭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环城东路4 号郭清勇 郧西县城关镇环城东路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0 尹婉秋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将军坪村6组尹合祥 郧西县六郎乡将军坪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8 董新萍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羊董作新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7 李奂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大石堰村2组解厚军 郧西县六郎乡大石堰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6 李丽莎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1组吴冯瑛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5 李莹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三院村9组1 号李吉和 郧西县六郎乡三院村9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4 俞静雯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东周崇红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3 欧治丹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天欧高林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天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2 岑娅楠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徐家湾村张秀梅 郧西县马安镇徐家湾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0 杜欣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安家乡八道河村杜堂斌 郧西县安家乡八道河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9 刘彬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津纪盛慧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津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7 钱翔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南门外居 8组钱雄飞 郧西县城关镇南门外居 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6 谈帅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双 7组谈华伟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双 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5 祝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铁箍岭村 2号祝和明 郧西县铁箍岭村五组二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4 陈超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壕渠村八陈世品 郧西县壕渠村八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2 刘睦涵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郧西大道3 号刘华 郧西县城关镇郧西大道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1 陈菲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沙沟村6组代菊花 郧西县关防乡沙沟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0 郭玉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平郭吉培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9 夏宜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六官坪村3组吴从琴 郧西县土门镇六官坪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8 代佳欣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武汉路30号 代恒芝 郧西县武汉路30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7 柯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六可春艳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6 陈虹羽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茅周明燕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4 闫子萱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光明街46号 闫晓峰 十堰市郧西县光明街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3 党婷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大党家林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2 童敏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民联社区 钟敏 郧西县两府路181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1 胡正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七里沟村张有全 郧西县店子镇七里沟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0 吴康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石宝村7组 吴飞 夹河镇石宝村7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9 王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王龙林 郧西县关防乡一天门村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8 邓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回龙村4组邓宗录 郧西县关防乡回龙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7 赵华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1组赵正道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6 刘逸飞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礓碴坎居委会 刘俊 城关镇礓碴坎居委会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5 胡盼盼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实石人河胡吉宝 郧西县河夹镇实石人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4 王禹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孤官登苹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3 刘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孤山村六陈洪艳 郧西县涧池乡孤山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2 周祎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黄家河村6组王凤琴 郧西县河夹镇黄家河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1 贾盛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蔡家场村3组3 号杨祖菊 郧西县关防乡蔡家场村3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0 祝凯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解家坪村1组祝东山 郧西县景阳乡解家坪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9 徐澈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城隍庙居徐红雨 郧西县城关镇城隍庙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8 王刚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金 5组王顺群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金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7 朱锦辉 郧西县第一中学 土门镇上坪村4组 朱米强 土门镇上坪村4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6 杨天赐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响水沟村一组 杨远谋 夹河镇响水沟村一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5 江梓桁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吴家营村徐佳霞 郧西县吴家营村吴家营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4 徐盛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钱盘子村二组 阚绍梅 郧西县钱盘子村二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3 祝磊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关祝河进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2 阮子尧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洪台村2组吕小平 郧西县城关镇洪台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1 纪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魏家垭村1组纪昌宝 郧西县河夹镇魏家垭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0 何永霞 郧西县第一中学 湖北口回族乡庵坪村三何明艳 湖北口回族乡庵坪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9 徐晓敏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南院庄村一组 夏昌珍 景阳乡南院庄村一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8 祝东艳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吴祝方元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7 桂丽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天 7组桂载红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天 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6 熊龙晶 郧西县第一中学 上津镇石庙村七组 许大芳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5 陈晖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豪陈弢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4 朱钒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7组朱新林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3 杨忆晗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南正街9号 杨智洪 城关镇南正街9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2 熊师琦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六郎乡康家梁村1组13号熊波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康 1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1 陈莹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余兴香 湖北省郧西县景阳乡骡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0 李扬囝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南 6组1 号李声国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南 6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9 祝栋铃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关防乡钟坪村7组 祝河喜 郧西县关防乡钟坪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7 刘永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孙家沟3组刘家银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孙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6 夏兵兵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腰滩河村3组夏永旺 郧西县夹河镇腰滩河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5 童彬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瓦屋场村5组童华明 郧西县涧池乡瓦屋场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3 王瑞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东川村1组1 号王步明 郧西县湖北口乡东川村1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2 梁洪凯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四堰坪村2组王奇琼 郧西县城关镇四堰坪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1 吴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郭家渡村3组5 号吴在红 郧西县上津镇郭家渡村3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0 祝东旭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铁箍岭村3组祝和照 郧西县上津镇铁箍岭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9 叶文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杨家湾村1组叶秀锋 郧西县河夹镇杨家湾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8 周克铃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柯家湾村蒋运荣 郧西县六郎乡柯家湾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7 王铭柱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腰滩河村1组王太斌 郧西县夹河镇腰滩河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6 马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4组熊仕梅 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5 涂顺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居委会十涂兴顺 郧西县夹河镇居委会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3 张鸿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小楸木沟村1组张先德 郧西县小楸木沟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2 曾文舒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马曾学成 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马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1 张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兰滩口村1组张元军 郧西县景阳乡兰滩口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0 牛光凯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吴家扁村牛新宝 郧西县景阳乡吴家扁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9 罗浩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长罗正军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8 祝东山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吴家扁村一组 祝河明 景阳乡吴家扁村一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7 金志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黑虎庙村 金吉成 夹河镇黑虎庙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6 邹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关防乡周家坪组三组 邹山军 关防乡周家坪组三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5 姚彬彬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白姚昌富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白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4 黄小龙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大磨村1组1 号黄正贵 郧西县关防乡大磨村1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3 余铭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羊尾镇龙潭河村8组2 号余著伟 郧西县羊尾镇龙潭河村8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2 潘舜卿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邓家湾居 2组袁玉 郧西县城关镇邓家湾居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0 丁小康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腰滩河村6组 陈洪梅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腰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9 朱显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8组3 号朱华田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8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8 明道轶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魏家垭村3组明安军 郧西县河夹镇魏家垭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7 吴泽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9组吴明顺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6 李飞 郧西县第一中学 湖北口乡大新川村6组李忠平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5 汪子琦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观 2组汪军体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观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4 王晓涵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姬家坪9组王汉庭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姬 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3 王浩然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礓碴坎居王才上 郧西县城关镇礓碴坎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2 黄纪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箭流铺村9组纪爱青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箭 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1 陈小昕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龚家坪村陈红林 郧西县景阳乡龚家坪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0 代宗琴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小河口村4组代选春 郧西县景阳乡小河口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9 王欣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东王小林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7 储娇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下川村九储柱胜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6 宋漫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包耳场村宋学发 郧西县关防乡包耳场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5 王静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夹河关 王洪波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4 鲁媛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乡岩屋沟村1组周邦霞 郧西县河夹乡岩屋沟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3 陈婷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红庙村8组4 号顾金华 郧西县城关镇红庙村8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2 刘怡然 郧西县第一中学 上津镇伍峪坪村1组 刘合汉 上津镇伍峪坪村1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1 柯莹莹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大东沟村八组 柯尊庭 十堰市夹河镇大东沟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1 汪新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育才巷6号刘和平 郧西县城关镇育才巷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5 黄森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小河口村 黄选成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小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3 范瑶瑶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三黄安霞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2 冯代露 郧西县第一中学 湖北口回族乡湖北关村冯万波 十堰市湖北口回族乡湖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6 邓颖 郧西县第一中学 香口乡黄沙河村7组 黄泽琴 郧西县香口乡黄沙河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4 庞玲玲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庞绪兵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2 张建伟 郧西县第一中学 上津镇津城村1组 张登明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1 王若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东营社区王玉鑫 郧西县城关镇东营社区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0 王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吊 4组王刚华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吊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9 黎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玉园村一黎明国 郧西县景阳乡玉园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2 黄光锐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三 6 号黄世金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三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9 王吉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组县夹河镇长郧沙坝村王传周 组县夹河镇长郧沙坝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6 刘梦雨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夹 5组刘存波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夹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4 王雍雁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老观庙村三组 王昌华 十堰市老观庙村三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3 杜园春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吴家营村一组 袁秋月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2 皮心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洪台村 皮自文 郧西县城关镇洪台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6 王悦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李王传普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5 胡陈晨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陡胡平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陡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4 章露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陆章新星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陆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2 海媛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泗峽口 5组海付升 郧西县湖北口乡泗峽口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1 周绪艳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檀周宗平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0 刘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卧 4组刘英明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卧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4 陈颖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九龙寺村6组石磊 郧西县土门镇九龙寺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3 王有雯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大 9组王定华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大 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9 刘立姿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石刘礼银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8 王婵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陡岭村六组 张萍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7 袁兆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上香口村8组袁瑞琪 郧西县上香口村8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6 黄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五黄明富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7 祝筱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金银山居祝合群 郧西县城关镇金银山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6 宋宝钗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王家河村4组8号宋进腰 郧西县六郎乡王家河村4组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5 董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羊尾镇胡家湾村7组2 号董焕明 郧西县羊尾镇胡家湾村7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4 夏炎棋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六 4组柯金枝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六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2 曹堃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磨沟村五曹树合 郧西县上津镇磨沟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6 赵桂园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3组赵胜利 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4 王有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湖岭村1组 6号林均慧 郧西县香口乡湖岭村1组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3 余芬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3组余水金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8 张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3组王明喜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6 刘營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羊尾镇花粟庵村2组刘洪明 郧西县羊尾镇花粟庵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3 孙嘉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西孙光明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9 陈惠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4组陈敬安 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7 马蒙 郧西县第一中学 湖北口回族乡泗峡口村5组马成兵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泗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6 张友慧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箭 8组9号张绪宝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箭 8组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5 朱金锁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罗坡垭村 0 号朱克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4 王琴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5组王德重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3 胡培培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0 号胡安莲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0 韩冰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丁 3组韩帮均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丁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7 王诗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蔡家厂村5组王定财 郧西县关防乡蔡家厂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6 燕垚垚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卧燕宝元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3 詹子娴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礓碴坎居 2组詹波 郧西县城关镇礓碴坎居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2 蔡盼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槐树村6组蔡月鹏 郧西县上津镇槐树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0 林然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长渠巷3 号丁光琼 郧西县城关镇长渠巷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9 熊龙双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石庙子村7组熊新田 郧西县上津镇石庙子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8 张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江 8 号王少娥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江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5 赵洁 郧西县第一中学 店子镇天宝山三组27号关世梅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天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4 莫海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卧龙岗村2组莫军善 郧西县夹河镇卧龙岗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93 陈怡昕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江周常云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校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9 盛洋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2组盛海东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6 柯宇情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党家沟村1组 4 号柯常春 郧西县土门镇党家沟村1组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5 徐思晗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礓蹅坎居 1组周春霞 郧西县城关镇礓蹅坎居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3 曹婷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回龙村1 组曹茂升 郧西县关防乡回龙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1 焦雨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吴家巷居委会1组焦春园 郧西县吴家巷居委会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80 汪小涵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邓 2组马吉霞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邓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9 黄新羽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孤山村4组黄捌厚 郧西县涧池乡孤山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6 熊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人 1 号李玲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人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2 韩玉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纸 1 号吴春花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纸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70 祝玉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天池垭村 邵德霞 郧西县景阳乡天池垭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7 周先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王家坪村周少春 郧西县城关镇王家坪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6 周莉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四周庆华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5 郑娜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小河口村二组 吴高翠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小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4 郑菡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龙王滩 4组郑栋柱 郧西县湖北口乡龙王滩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3 张雅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铁山寺村4组1 号谢道树 郧西县店子镇铁山寺村4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61 张娟娟 郧西县第一中学 湖北口回族乡虎坪村六张伦青 湖北口回族乡虎坪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9 余梦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黄广芝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7 叶钐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邓家湾居委会2组 袁建华 郧西县城关镇邓家湾居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6 姚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石姚建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2 熊天顺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赵熊师波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赵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1 吴泽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一吴世军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50 吴媛媛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尚坪村 吴德全 景阳乡尚坪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8 吴星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白果沟村5组吴从东 郧西县香口乡白果沟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7 吴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马安镇锡洞沟村三组 朱明水 马安镇锡洞沟村三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5 王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大竹扒村储成云 郧西县涧池乡大竹扒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4 王柳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罗 4 号王全浩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罗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3 王俊 郧西县第一中学 河夹镇青山村6组 张云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青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40 王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小王林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5 苏醒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姬 4组张琴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4 阮晓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香口乡白果沟村4组 阮国树 郧西县香口乡白果沟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3 阮晓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白果沟村4组 6号阮国树 郧西县香口乡白果沟村4组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2 邱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羊尾镇花栗庵村邱少德 郧西县羊尾镇花栗庵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31 秦灿灿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马鹿坪村1组秦光辉 郧西县店子镇马鹿坪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9 彭堂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 彭玉斌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8 毛雅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激浪河村胡春芝 郧西县城关镇激浪河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6 吕鑫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五顶坪村胡基英 郧西县观音镇五顶坪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5 吕思洁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人民路129号1栋7单 2 室熊小娅 郧西县城关镇人民路1 号1栋7单 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2 刘俊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孙家沟三刘家余 郧西县夹河镇孙家沟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1 李缘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4组李柏成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20 李定林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虎坪村李善军 郧西县湖北口乡虎坪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9 柯心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响水沟村柯尊有 郧西县夹河镇响水沟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6 江荣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村3组 7 号江和勇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村3组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5 惠佳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夹惠远小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4 黄咏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羊尾镇朱家沟村黄海 郧西县羊尾镇朱家沟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3 胡杨 郧西县第一中学 观音镇黄土梁村2组大 1 号胡朝雁 观音镇黄土梁村2组大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2 贺艺焓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光明街 胡承仙 郧西县城关镇光明街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1 何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关防乡关防铺村六组 何昌兴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10 何佳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春桥村1组 周玉 城关镇春桥村1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5 陈梦垚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云陈敬喜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2****04 陈东临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黄石梁村2组 陈义春 郧西县城关镇黄石梁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9 李宽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刘李玉林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刘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1 张启超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金 6组常青兰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金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0 王迅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乌王吉灵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79 朱文靖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大 2组朱习昌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大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78 李梦雨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毛李永忠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72 孙珊珊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徐 4 号孙兆红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徐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9 王兴宏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6组2 号王三伟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6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3 李钰娇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杠 2组李先兵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杠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2 焦娜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7 号焦明波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1 王鹏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8组王玉涛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23 王鑫坤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鲍 2组王浩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鲍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6 刘云霄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沿 6号1栋2单 1 室刘兴杰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沿 6号1栋2单 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46 徐子扬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郧 1 号3栋1单 1 号徐光华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郧 1 号3栋1单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43 古子龙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后古昌江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37 余磊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大 2组1 号艾培琴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大 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31 李宜轩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城关镇广场西街24号6栋2单 1 室李忠杰 城关镇广场西街24号6栋2单 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23 王洋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东 5组王涛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东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22 张攀宇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名 8号1栋1单 6号孙丽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名 8号1栋1单 6楼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2 陈嘉亿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郧 7 号1栋2单 3号王洁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郧 7 号1栋2单 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0 刘运豪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小白小艳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小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5 王嘉诚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茶店镇王家湾村10组3 号王善永 郧县茶店镇王家湾村1 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9 杨澜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 1组杨祖红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3 张骥尧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桦 4组朱秀影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桦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0 王秋文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组3 号王仁启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51 魏宏宇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解 5 号魏宝全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解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38 张芷若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郧县城关镇东岭街53号张斌 郧县城关镇东岭街5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25 曹心茹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解 4 号魏霞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解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54 史文迪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土 5号1栋2单 4室李治蕊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左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31 彭一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县城关镇遂道 2号1栋1 室张小妍 十堰市郧县城关镇遂道 2号1栋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6 贺冯麒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郧阳区城关镇 贺富龙 郧阳区城关镇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8 尹杰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尹朝军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51 李佳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兴 7 号3单 。李明喜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兴 7 号3单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47 黄浩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4组黄坎平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31 曹书晗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东 1 号7栋2单 8室曹廷宇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东 1 号7栋2单 8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3 周亮亮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新 2组2 号周方约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新 2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78 柳鸿州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1组柳刚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5 鲍升乐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辽 8组1 号鲍龙义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辽 8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24 何智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宋陈新娥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23 柯鑫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胡家营镇麒麟村 9 号柯善平 十堰市胡家营镇麒麟村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18 孙莹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五孙兆国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徐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11 冯俊洋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毛冯玉敏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9 李晨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东 6 号李波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东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7 张玉莹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3 号钟光梅 十堰市谭家湾镇十方院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6 张睿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郧 2号1栋2单 9号张建林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郧 2号1栋2单 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4 杨阳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杨忠平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3 刘韵雯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丹 5组刘延红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丹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2 王敏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4 号王德军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3 郝浩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腰 1 号郝均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腰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2 郑俊林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时郑乾龙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9 郭小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槐 2组1 号郭亮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槐 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5 李勤保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洋李海强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13 王春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徐 9 号王先富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徐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11 尹迪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东 2 号7室黄瑞琴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东 2 号7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9 金煜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4组1 号金延青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4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3 李骏杰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李 1 号李涛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李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8 姚志鸣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姚明龙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4 雷成善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 号雷文昌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1 王荣升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组8号王守林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组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0 胡彬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洋胡金莲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73 陈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横 6组4 号陈伦锋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横 6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72 刘佳鑫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鱼 2组贺昌甜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鱼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70 杨耀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李 2组杨银娃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李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8 张煜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郭张伟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郭 5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4 周鑫杰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姚 4组周波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姚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2 张河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沿张学坤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1 孙研康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8号7 室孙君水 郧县谭家湾镇水乐园社 8号7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0 兰雨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1组兰明强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6 李啸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5组7 号李家慧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5组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2 王蕾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5组3 号时天平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5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1 付浩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6组刘萍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79 尚雨晴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尚 8组1 号尚大富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尚 8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78 陈彭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后 2组3号陈贵英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后 2组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77 刘晟豪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2组1 号刘兴晓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72 刘佳文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丹 6组6号刘随权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丹 6组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6 张金城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鲜 2组1 号张开新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鲜 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5 陈立强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7 号刘华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1 黄炤兴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潭山镇柳 3组1 号杨修红 十堰市郧阳区潭山镇柳 3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0 朱波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县叶大乡月亮村4组2 号朱旷清 郧县叶大乡月亮村4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59 董智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1组1 号0 室董成凯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1组1 号0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58 孙培伶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朱 1组轩丽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朱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56 崔敏行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城关镇民族路清真北巷5号崔信铭 郧县城关镇民族路清真 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55 王思越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7组9号刘玉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7组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54 魏秉帆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月 3组鲁英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月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53 李训超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6组4号李勇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6组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51 康俊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县洋溪镇鲍沟村6组6 号康林 郧县洋溪镇鲍沟村6组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50 张勇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组2 号徐青云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沿 1 号1 栋1单 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46 彭斌斌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安 2 号庹新慧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安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36 曹亮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城 7 号曹俭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城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30 柯俊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郭 4组4 号柯诚学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郭 4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29 杨之升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大 1号杨建山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大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26 刘宜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 号陈士芳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25 胡嘉馨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曹 2组1 号孙天霞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曹 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20 黄志启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城 6号黄虎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城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14 冯伟锋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东冯随娃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12 岳财宝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尚 1 组3 号樊玉兰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尚 1 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11 吴作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阳区城关镇解放路6号6栋1 室吴忠伟 郧阳区城关镇解放路6号6栋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7 朱小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庙 8组2 号朱自义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庙 8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5 冯兴顺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毛 3组2 号冯武昌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毛 3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4 李俊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郧县柳陂李锋 十堰市郧阳区郧县柳陂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1 李金叶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县刘洞镇五组3 号李勤成 十堰市郧县刘洞镇五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8 孙志红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严 5 号孙兆勇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严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6 杜建昌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塘 1组杜士卿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塘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4 何龙啸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大柳乡十字沟村2组27号何昌禄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十 2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3 吴峰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沿吴高明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9 方毅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高 1 组刘宝莲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高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7 王郧琪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阳区城关镇东岭街白 3 号王玉凯 郧阳区城关镇东岭街白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73 王亿健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县城关镇东岭街3号9栋1单 5室刘珍 郧县城关镇东岭街3号9栋1单 5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71 凌玲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八 2组范秀莲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八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3 孙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东 7组孙斌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东 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39 何鑫桂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分何至中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分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30 杨林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大 1组2号杨康生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大 1组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28 曹金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安 4组曹成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安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25 赵强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 6组赵吉清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24 刘郧娇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刘冬亮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13 梁东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 组3 号梁飞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 组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11 蒋金慧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阳区十堰市谭家湾镇李玉珍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10 宋心瑶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县梅铺镇王河村8组2 号宋鹏程 郧县梅铺镇王河村8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7 孙康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柳陂镇山跟前村3组29号孙许虎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山 3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6 赵毅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战马沟村4组赵兴华 十堰市郧阳区战马沟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5 龚甲森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店 5组4 号龚传珍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店 5组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4 王鹏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组彭建瑞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3 段佳鑫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江张晓敏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2 高祥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高高宏明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高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9 骆万茹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刘洞镇骆庄村四组142号骆士钦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骆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7 胡晓露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4组胡新林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6 黄文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曹 6组黄宁政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曹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5 魏玲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胡家营镇麒麟村三组7 号魏太合 胡家营镇麒麟村三组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1 黄子俊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阳区城关镇朝阳路制 1 号2栋 1 号黄芳 郧阳区城关镇朝阳路制 1 号2栋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7 闵婧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闵伟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3 陈嘉丽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大 2组4号陈启勇 十堰市五峰乡高家嘴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1 李静怡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青龙山村4组 李永波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青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76 龚鹏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韩 5组1 号龚青华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韩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50 朱泉涓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金 1 组2 号周成芳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金 1 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18 李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鲜周成梅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13 肖阳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肖国成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5 刘欢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柴 4组刘玉清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柴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4 陈俊晓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梅铺镇草庙岭村9组63号陈胜敏 梅铺镇草庙岭村9组6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3 张钰婷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张士富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2 周婷婷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棉织厂1号 1单周长青 十堰市郧阳区棉织厂1号 1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0 刘燕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刘 5组5 号刘海涛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刘 5组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1 吴俊杰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 3组1 号吴强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 3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79 李梦婷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4组1 号赵慧丽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4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73 周学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县青曲镇寺坪村2组2 号周宗文 郧县青曲镇寺坪村2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9 赵金慧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赵开清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7 李枳燃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全 2组李俊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全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6 赵晶晶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余 5组7号赵锋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余 5组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3 王语菡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王汉军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2 吴巧琳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吴忠勤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60 邵棪楠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张荣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57 黄淑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2组黄太强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47 王李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金 4 号王雄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金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37 王晶雨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县柳陂镇韩家洲村8组1 号王瑞燕 郧县柳陂镇韩家洲村8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33 毛昕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藨 9组1 号毛士勇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藨 9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21 曹昕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曹 7 号曹隆才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曹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15 王珍妮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吴 5 号王来栓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吴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10 黄君奕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鲍峡镇石门沟村一组1 号黄朝成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石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3 于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朋 4组于积林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朋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00 田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丹田雨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4 潘胜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2 号潘喜明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93 叶蒙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 组叶宏国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9 崔群林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时崔均岐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85 陈海瑞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县白桑关镇柏 1 组1号陈文明 十堰市郧县白桑关镇柏 1 组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21****50 赵晶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阳区杨溪铺镇 赵伟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381****67 张慧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江口 5组张奎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江口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12 饶国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饶龙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96 余晓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习家店镇油瓶观村5组余亭均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油瓶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85 赵紫森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5组2 号赵大喜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5组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73 杨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杨峪杨建敏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54 凌小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鞍子垭 5组凌恒伟 丹江口市石鼓镇鞍子垭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51 柯姝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三里坡郭长荣 丹江口市均县镇三里坡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46 程军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王建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13 余金山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罗汉沟6组余永波 丹江口市均县镇罗汉沟 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12 印传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丁本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05 吴梦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1组吴永超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99 王秀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张燕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98 王筱筠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1 号何金凤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96 王天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川村5组高敬梅 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川村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83 何美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均县镇何家院村四组 何相银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74 陈诺语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1组陈彦俊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70 曹琰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7组2 号舒宗梅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7组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69 蔡宇晴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蔡光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16 朱文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庄子 3组朱帮林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庄子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01 杨馨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6组杨朝均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85 王国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 1组王三龙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79 潘嘉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5组潘入青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75 罗婧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大柳罗根昌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大柳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62 高龙一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高志均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59 陈治玥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龙潭河陈礼军 丹江口市龙山镇龙潭河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56 陈曦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浪河镇小店子村五组 陈永春 浪河镇小店子村五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03 祝欣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郭世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97 张震麒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惠滩 1组叶萍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惠滩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95 张怡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青塘 4组2 号张红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青塘 4组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92 杨金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浪河镇黄龙村5组 杨华芳 丹江口市浪河镇黄龙村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90 徐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组3 号赵开荣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组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84 王凤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9 号王勇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9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70 李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红山 5组孙秀英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红山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61 方馨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 5组谢学燕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56 陈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6组7 号杜海云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6组7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07 周怡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三清庙村3组9 号陈明丽 丁家营镇三清庙村3组9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04 张卓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北沟 5组汤中华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北沟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02 张慷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武当 2组6号1 室郑小燕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武当 2组6号1 室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01 张家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王家岭 5组0 号张书武 丹江口市蒿坪镇王家岭 5组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99 张得福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陈家 3组2 号张长国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陈家 3组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97 杨小月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曹家 3组何大英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曹家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96 杨思思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杨克思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95 徐兴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6组徐雷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88 万子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邮局对万汉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邮局对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87 万天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花园村3组 万正英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86 汤玉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4 号汤成立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84 孙俊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8 号艾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8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68 姜增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三清庙村四组姜培良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67 黄香玲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黄开成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63 杜忠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1组杜双财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55 郑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杨家 4组6号郑华明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杨家 4组6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54 郑春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2组沈兴玲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9号 4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53 张卓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蒿坪村5组4 号张斌 丹江口市蒿坪镇蒿坪村5组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52 张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官山镇田畈村3组 官山镇田畈村3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50 张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赵家坪张金锋 丹江口市官山镇赵家坪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49 张晋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汤湾村一组 张德柱 汤湾村一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48 岳荣贵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茯苓 5组岳新红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茯苓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41 温皓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龙山镇彭家沟村1组 温太清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38 王世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三官殿办事处阳西沟村1组6号王兆群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1组6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36 王怀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丁家 1组1 号蔡丽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丁家 1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34 王传旭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6组1 号王明涛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6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32 涂功铭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尚家店 1组4 号涂强 丹江口市蒿坪镇尚家店 1组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18 黄凯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余家湾 4组黄少龙 丹江口市蒿坪镇余家湾 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15 高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孤山村0 组曹桂荣 丹江口市官山镇孤山村0 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14 付炳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6组付建民 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12 杜黎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尚春改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09 陈雅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3组陈涛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88 王学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王自春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34 王朝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王顺红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20 金鑫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陈永芝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85 杨贤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花园村5组55号杨生权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5组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49 郑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六里坪镇油坊坪村4组崔建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46 赵树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王金荣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45 张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花园村 王生梅 丁家营镇花园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44 张钰斌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栋3单 7李珍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42 张富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张华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38 杨博坤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核桃园 5组柯尊娥 丹江口市均县镇核桃园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33 谢丁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5组谢学生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29 谭梦帆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1组2号胡海琴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1组2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28 谭成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林 2组李金凤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林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27 全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4组周翠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26 钱扬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岭西村3组钱尚国 丹江口市龙山镇岭西村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24 潘凤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潘宗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23 罗小权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罗华清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22 刘润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土关垭镇金山村1组 周萍 土关垭镇金山村1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20 李跃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陈红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18 李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李明阳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17 李国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迎风寺李尚洪 丹江口市均县镇迎风寺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16 金培强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3组金世群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09 陈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 2组陈治军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07 陈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6组段小玲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05 陈满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4组陈玉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04 陈虹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灵山村2组孙秀杰 丹江口市均县镇灵山村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40 张苏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余桂连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68 周亚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寨山 9组温菊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寨山 9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62 杨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洪家沟 6组杨志强 丹江口市均县镇洪家沟 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36 陈倩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陈家宋丽敏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陈家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30 张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7组张飞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7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23 吴小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5组吴元国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21 王孝民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左绞 2组王玉伟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左绞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12 庞晨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观音庙 2组7号庞化山 丹江口市蒿坪镇观音庙 2组7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07 刘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1组姜萍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94 方欣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王冬云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90 陈欣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均县镇洪 3组陈洪清 十堰市丹江口均县镇洪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85 周煜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六里坪镇马家岗村2组周发生 六里坪镇马家岗村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81 张妤涵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 5组张守恒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52 胡光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胡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42 朱慎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慎娇艳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37 张富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张华银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16 刘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刘俊良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01 曹馨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汉江 3组曹玉平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汉江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5****39 王洁宇 房县一中 化龙堰镇桃园沟村1组王平 房县化龙堰镇桃园沟村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5****26 马文姣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铺沟 7号向启惠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铺沟 7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70 杜福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船丰村6组5 号刘玉琴 竹溪县汇湾乡船丰村6组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86 徐梁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关垭子 6组1 号徐宗祥 竹溪县蒋家堰镇关垭子 6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65 李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堰李保章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堰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61 金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观音阁村剧团路 汤艳丽 竹溪县观音阁村剧团路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46 敖珊山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洞沟河村6组7 号敖传高 蒋家堰镇洞沟河村6组7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00 黄浩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后 6组黄志刚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后 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42 程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镇烂泥湾村1组3 号程时文 竹溪县新洲镇烂泥湾村1组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09 付延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付刚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03 王鸿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烧田村五 1 号王兵 竹溪县城关镇烧田村五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02 刘朝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刘启华 竹溪县蒋家堰镇枫树岭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01 刘文斌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 号刘坤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00 吴传隆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李金华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95 张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柏张吉成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柏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89 谢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镇直三合肖启均 竹溪县中峰镇直三合农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88 向文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守金店2组向海成 竹溪县城关镇守金店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55 柯嘉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7组吴艳琴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7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41 陈双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乡张家坝村2组陈宗平 竹溪县新洲乡张家坝村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4****31 周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守金店村5组周志国 竹溪县城关镇守金店村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75 叶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界岭村2组2 号叶才龙 竹山县双台乡界岭村2组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68 杨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复陈吉珍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复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7 汪成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 2组罗华平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2 邓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新河村二组 宋红 十堰室竹山县宝丰镇新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7 杨先念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龙王沟村杨明山 竹山县潘口乡龙王沟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6 汪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轻 5组汪世明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轻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5 李志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文李习勇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文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2 唐小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3组查长兰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37 沈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明清村7组 沈家明 城关镇明清村7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36 贺金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贺荣良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35 刘熠明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2组刘荣级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34 黄润森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六合村二刘霞 竹山县竹坪乡六合村二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33 曹贝贝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 1组鲍东琴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6 田春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深河乡井泉村5组雷国丽 竹山县深河乡井泉村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5 汪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湖北恒十堰市竹山县宝 2组柯萍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2 舒灿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魏舒处银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魏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1 段春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段敦成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0 李嘉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宝 4组李文忠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公 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18 彭晓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长坪村4组9号彭方兵 竹山县文峰乡长坪村4组9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16 韩刚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得胜镇界岭村4组 韩宝华 竹山县得胜镇界岭村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15 黄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金坪村三黄朝林 竹山县楼台乡金坪村三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13 杜名扬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夏娇玲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11 殷浩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黄殷增洋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10 刘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安坪村3组刘运文 竹山县楼台乡安坪村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9 张富贵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广张再弟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广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8 吴为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 吴世清 竹山县城关镇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6 徐锋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金坪村4组徐洪武 竹山县楼台乡金坪村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9 王志兴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深河乡深河村5组王福勇 竹山县深河乡深河村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8 贺东宝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中贺坤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中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5 张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桥鱼村2组 张生林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桥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4 孙晓洋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龙 4组0 号孙维刚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龙 4组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3 龚言熙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3组龚世柱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0 金杨燃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仁沈荣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仁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80 柯兰欣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烟 4组6 号柯美训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烟 4组6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76 龚城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枣园村1组7 号李著香 竹山县擂鼓镇枣园村1组7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75 洪田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茅塔寺村1组6号洪国宝 竹山县双台乡茅塔寺村1组6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66 郭臻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官渡镇中场村6组 郭铭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中 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60 魏章然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 2组吕芳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6 陈传金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井 2组陈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井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4 江海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五道河村5组江中华 竹山县得胜镇五道河村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9 杨楠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小堰村一 4 号杨大任 竹山县宝丰镇小堰村一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6 张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方 2组张善平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方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4 陶定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合 1组0 号陶俊平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合 1组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2 何易星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下坝村一李兴梅 竹山县宝丰镇下坝村一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39 邵金燕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施家河村3组石方明 竹山县得胜镇施家河村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32 朱梦莹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朱家湾村1组朱名柱 竹山县溢水镇朱家湾村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31 杨声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民族路阳明花园 7章秀兰 竹山县民族路二单元7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30 孙超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桥 2组5 号袁丽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桥 2组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8 朱峰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鱼朱飞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鱼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7 刘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深刘道军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深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5 徐伟昊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陈家河村六组 徐飞 竹坪乡陈家河村六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4 喻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9组9 号喻成贵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9组9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0 朱明山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井 3 号朱士顺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井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19 周谢兵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墨 2组宁先禄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墨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11 郭玉城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复兴村2组谌晓燕 竹山县得胜镇复兴村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10 王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花 4组王玉六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花 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9 余艳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白玉村2组余金涛 竹山县麻家渡镇白玉村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8 刘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花 3组0 号胡敏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花 3组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6 余昊宏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杨家河 2组3-0余永勇 竹山县麻家渡镇杨家河 2组3-0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5 陈忠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西岭村5组陈剑 竹山县秦古镇西岭村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3 陈毓姝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万兴村一陈兵 竹山县大庙乡万兴村一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2 胡梦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庙 2组胡坤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庙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1 沈金金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九里潭村3组刘菲 竹山县上庸镇九里潭村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0 陈炎松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营 6组袁芳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营 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7 陈冠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双台乡台子村3组15号父亲 双台乡台子村3组15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6 南储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店 2组1 号南泽龙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店 2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5 刘海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8组1 号刘顺兵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8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4 冯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石串村六华小荣 竹山县宝丰镇石串村六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87 朱苗苗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里泗沟村2组陶定友 竹山县大庙乡里泗沟村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85 陈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周家湾村1 组陈中良 竹山县竹坪乡周家湾村1 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84 李金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 4组李胜平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 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83 吴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水田坪村6组吴远军 竹山县宝丰镇水田坪村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80 张承亮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宽坪村1 组1 号万艳 竹山县竹坪乡宽坪村1 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75 杨锦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2组1 号1 号殷茵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2组1 号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73 胡滟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深沟村8组胡平章 竹山县宝丰镇深沟村8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69 王银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安河塘村7组2 号王安军 竹山县竹坪乡安河塘村7组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68 何成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圣水村3组陈明荣 竹山县得胜镇圣水村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63 王一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王明全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61 陈明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台子村三组 陈文广 十堰市竹山县台子村三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60 储鑫悦 竹山县第一中学 秦古镇西庄村7组 储德仁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西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7 沈帆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4组8 号邵艳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4组8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5 秦代军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潘口河村5组梁荣兰 竹山县潘口乡潘口河村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4 但清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周家湾村12组但继兵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周 1 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0 谭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燕子山村谭显洪 十堰市竹山县燕子山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7 陈泓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店陈贵仁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店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5 王灯灯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陈 2组王焕军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陈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4 张建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安河口村九组 张香耀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9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2 张贻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4组张红星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1 杨岳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花 1组3 号杨洪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花 1组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39 陈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台 3组1 号陈昌勇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台 3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33 陈泰霖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吉 3组詹彩莲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吉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13 左槟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左强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3 胡聪 竹山县第一中学 楼台乡兴旺村二组 胡春平 楼台乡兴旺村二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9 孙金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5组孙照华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88 程良意 竹山县第一中学 上庸镇大泉山村 程贤才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大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81 冯昌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冯龙刚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79 罗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垭子街村2组 黄晓蕾 竹山县垭子街村2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77 毛冀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花 3组毛仁波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花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4 程本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屏 1组陈权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屏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0 陈少青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刘家河 2组刘自兰 竹山县麻家渡镇刘家河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0 曾铣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双 2 号曾广余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双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9 华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坛林世英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坛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86 陈亚婻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擂 6组陈三国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擂 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82 刘磊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吉阳村1组刘齐明 竹山县双台乡吉阳村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0 方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4组方传青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3 包梦瑶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2组包中华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0 焦云鹏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下 3组焦林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下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11 田瑶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方家湾村5组 田胜祥 竹坪乡方家湾村5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9 柯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溢水镇陈家铺村1组 柯恒兴 溢水镇陈家铺村1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7 黄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西 1 号黄林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西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8 艾明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艾万国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6 易盈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韩 5组6 号易根明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韩 5组6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86 龚世炼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小堰村1组曾照兰 竹山县宝丰镇小堰村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83 张玉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侯 3组3 号张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侯 3组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76 何健民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张 2组何家国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张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71 张正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鲍张超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鲍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5 范荣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4组王利杰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86 曾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7 号曾键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7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84 刘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村 2组刘荣生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村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66 许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南坝村6组焦昌丽 竹山县上庸镇南坝村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63 王卓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侯家湾村3组王杰 竹山县宝丰镇侯家湾村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4 刘鑫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兴竹路居委会 沈爱华 竹山县竹坪乡兴竹路居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0 刘小瑜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金花村4组0 号刘迪安 竹山县竹坪乡金花村4组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0 邵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3组邵海宝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81 刘怿哲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红岩村6组2 号刘仕伟 竹山县擂鼓镇红岩村6组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79 喻锦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金 1组操敏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金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70 刘欣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墨 3组陈开文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墨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67 刘亚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 3组龚国艳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6 王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迎丰村1组3 号王乾斌 竹山县城关镇迎丰村1组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4 程福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村 2组程用宝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村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1 王帅心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莲花村二组六号王胜军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莲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5 曹盈 竹山县第一中学 黄土梁村2组 曹均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黄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8 操冰倩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 1组操建明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5 龚美臣 竹山县第一中学 潘口乡龙王沟村3组 李玉秀 竹山县潘口乡龙王沟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6 陈绪鹏 竹山县第一中学 溢水镇陈家铺村1组 陈猛 溢水镇陈家铺村1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1 叶婷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龙叶成兵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龙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1 柳焊钦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2组柳新文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0 汪波 竹山县第二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庵场村4组王勇 竹山县楼台乡庵场村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1 周志豪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兴周凯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兴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6 刘思语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肖家沟村刘修兵 竹山县楼台乡肖家沟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4 张兴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安河口村一组 张开胜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93 胡钱胜 竹山县第一中学 上庸镇桃子湾村6组 胡光运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桃 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68 刘梦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刘自新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87 贺颖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中贺荣斌 竹山县官渡镇中场村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60 邓文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桂坪村1组21号 邓应华 竹山县宝丰镇桂坪村1组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8 李雅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三 3组袁英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三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55 李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黄萍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0 王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峪 1组王飞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峪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36 唐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水田坪村唐海兵 竹山县宝丰镇水田坪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8 袁雅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普渡村二袁正富 竹山县双台乡普渡村二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3 张梦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1组张华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42 陶鹏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解陈春香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解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39 莘琴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罗家村七莘太贵 竹山县双台乡罗家村七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31 谭娇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柳林乡洪坪村三王本菊 竹山县柳林乡洪坪村三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9 赵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秦 2组赵承根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秦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26 姚阳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华家湾村2组姚海真 十堰市竹山县华家湾村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3****05 隆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水 2组陈桂英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水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69 朱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村1 组朱帮清 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村1 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43 段滢滢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村2组段高友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村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18 魏相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土 2组魏朝兵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村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14 陈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六郎关村宋治玉 郧西县六郎乡六郎关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13 邓俊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金兰山村7组邓洪恕 郧西县夹河镇金兰山村7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04 查贵宾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7组查富清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7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02 李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军家河村4组蒋立群 郧西县涧池乡军家河村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77 祝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沙沟村7组郑立华 郧西县关防乡沙沟村7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66 段高涛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卧段秀玉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卧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64 王德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朗乡赵家河村王世超 郧西县六朗乡赵家河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62 梅小雨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牌梅勇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牌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61 廖爽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骡 9组廖运国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骡 9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60 王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西川村4组王付东 郧西县湖北口乡西川村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29 查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郭家渡村2组查方均 郧西县上津镇郭家渡村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21 王睿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两岔河村2组王奎 郧西县六郎乡两岔河村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15 付卓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箭 4组付卫东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箭 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12 张恒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店 2组张泽安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店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09 周子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关帝庙村4组 1 号周昌林 郧西县土门镇关帝庙村4组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92 乐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罗坡亚村5组乐正发 郧西县六郎乡罗坡亚村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40 黄月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松 5组黄涛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松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38 蔡祖浩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景 1组蔡庆意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景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16 祝霜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大祝东龙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大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00 金名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关帝庙村8组金良坤 郧西县土门镇关帝庙村8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89 夏宜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六官坪村3组吴从琴 郧西县土门镇六官坪村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52 熊师琦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六郎乡康家梁村1组13号熊波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康 1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28 祝东山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吴家扁村一组 祝河明 景阳乡吴家扁村一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17 吴泽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9组吴明顺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9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16 李飞 郧西县第一中学 湖北口乡大新川村6组李忠平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12 黄纪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箭流铺村9组纪爱青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箭 9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11 陈小昕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龚家坪村陈红林 郧西县景阳乡龚家坪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66 邓颖 郧西县第一中学 香口乡黄沙河村7组 黄泽琴 郧西县香口乡黄沙河村7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43 杜园春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吴杜园春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吴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16 黄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五黄明富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五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26 刘營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羊尾镇花粟庵村2组刘洪明 郧西县羊尾镇花粟庵村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23 孙嘉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西孙光明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西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10 韩冰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丁 3组韩帮均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丁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2****89 盛洋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2组盛海东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76 杜万财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魏 1 号明瑞霞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魏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47 黄浩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4组黄坎平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65 鲍升乐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辽 8组1 号鲍龙义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辽 8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86 李啸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5组7 号李家慧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5组7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81 付浩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6组刘萍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66 张金城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鲜 2组1 号张开新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鲜 2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62 孙朝阳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十孙良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十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60 朱波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县叶大乡月亮村4组2 号朱旷清 郧县叶大乡月亮村4组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26 刘宜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 号陈士芳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25 胡嘉馨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曹 2组1 号孙天霞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曹 2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22 梁玉彤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严 5组1 号梁士锋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严 5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15 张天祥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大 1组5 号张少生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大 1组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04 李俊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郧县柳陂李锋 十堰市郧阳区郧县柳陂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01 李金叶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县刘洞镇五组3 号李勤成 十堰市郧县刘洞镇五组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96 杜建昌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塘 1组杜士卿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塘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94 何龙啸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大柳乡十字沟村2组27号何昌禄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十 2组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28 曹金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安 4组曹成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安 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25 赵强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 6组赵吉清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 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69 赵金慧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赵开清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62 吴巧琳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吴忠勤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60 邵棪楠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张荣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47 王李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金 4 号王雄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金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37 王晶雨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县柳陂镇韩家洲村8组1 号王瑞燕 郧县柳陂镇韩家洲村8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33 毛昕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藨 9组1 号毛士勇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藨 9组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21****50 赵晶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阳区谭家湾镇 赵伟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01****98 饶克松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茅箭区方块村4组饶贞海 十堰市茅箭区方块村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01****90 余文杰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西 1组余前军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西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01****41 雷思远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西沟乡西沟村四组 刘海华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西 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01****07 黄乐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方 9组黄仕兵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方 9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01****05 刘文郅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沙刘号青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沙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01****63 胡婷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花果街道 2组叶芳 十堰市张湾区花果街道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01****26 郭艳丽 十堰市郧阳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西城经济郭家选 十堰市张湾区西城经济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01****28 景坤铖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 8组景乾常 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 8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01****05 秦荣涛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徐秦鹏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徐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01****50 秦凤玥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马家河村3组秦游泳 十堰市茅箭区马家河村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01****14 周焰焰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西沟乡西沟村 秦应丽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西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01****06 高瑾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车城路街高华 十堰市张湾区车城路街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01****12 梁袁江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堰 5组袁丽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堰 5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01****88 刘若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三义路马 5 号刘波 十堰市张湾区三义路马 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01****32 杨鑫炜 十堰市郧阳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草店村1组杨海军 十堰市张湾区草店村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01****05 王智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茅塔乡廖王世文 十堰市茅箭区茅塔乡廖高校专项计划
22420381****67 张慧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江口 5组张奎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江口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3 王文杰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柿子 3组王长红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柿子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1 陈利敏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农河谭清云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农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0 王向瑞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朱家 3组王明涛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朱家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9 王文杰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5组3 号王长涛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5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3 张俊毅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磨 1组耿利霞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磨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2 王强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檀山王天生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檀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9 曹建鹏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4组4 号曹祥春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6 贾莹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尚家店 1组6 号贾志海 丹江口市蒿坪镇尚家店 1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9 纪鑫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纪道静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2 赵明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4组赵伟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4 李鑫炜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3组李凡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3 胡玉翔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 2组胡光红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7 毛鑫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得胜茶厂3组胡华珍 竹山县得胜镇得胜茶厂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6 郑丽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龙山镇七里沟村四组 郑家兵 丹江口市龙山镇七里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5 赵紫森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5组2 号赵大喜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3 赵大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五龙庄 2组熊东菊 丹江口市官山镇五龙庄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2 张泽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1 号张富利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9 张若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7组8 号张成名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7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7 袁智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5组袁从金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6 尤欣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尤世银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5 叶元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3组1 号叶辉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4 杨月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新店村3组杨志波 丹江口市蒿坪镇新店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3 杨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杨峪杨建敏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2 杨明珠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杨遂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1 薛赢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牛河镇小尖山董燕丽 丹江口市牛河镇小尖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9 徐洪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5组徐昌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6 王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1组0 号王兴中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1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5 王来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宁春梅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2 汪小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1组汪永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1 汪思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柳林村3组汪宗富 丹江口市石鼓镇柳林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4 凌小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鞍子垭 5组凌恒伟 丹江口市石鼓镇鞍子垭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3 李志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6组4号余英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2 柯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4组3 号柯尊田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4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1 柯姝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三里坡郭长荣 丹江口市均县镇三里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0 黄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赵路办事处茅腊坪村2组5 号黄廷江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8 郭春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3组3 号郭祥群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6 程军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王建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4 陈梦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7组陈治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3 陈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土门沟 1组徐芳 丹江口市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5 周子浩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堰坪村2组1 号周元清 丹江口市六里坪堰坪村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4 张馨妍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老 2组3 号张学华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老 2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2 张梦娟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水办事 3 号张红 武汉市江夏区金水办事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1 张凯雪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明莉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5 薛兆松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五龙庄 2组刘道秀 丹江口市官山镇五龙庄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0 王鑫雨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5组3 号王长清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9 王晶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官亭村2组王仕国 郧西县景阳乡官亭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4 蒲杨秋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六里蒲国庭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六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0 刘美艺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8 号刘忠生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7 李玥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金山 1组李业明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金山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6 李鑫煜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迎丰村4组李斌 竹山县城关镇迎丰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3 李东志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岳家 1组2 号周光梅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岳家 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9 付培塽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2组程兴芳 十堰市六里坪镇六里坪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8 范琦琦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湖北神十堰市丹江口市刘明芝 湖北神十堰市丹江口市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6 程冰怡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龙 3组4号徐富梅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龙 3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0 张仁哲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张德明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9 张光辉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张大清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8 姚柳焱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姚安静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6 杨丹丹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武当山特区元和观村2组杨成均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元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3 王启臻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六里坪镇杨家湾村6组1 号冯露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2 王梦然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龙潭河王松林 丹江口市龙山镇龙潭河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0 宋子杰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刘汉清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7 吕露露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流水镇罗吕大有 丹江口市均县镇罗汉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2 李雅欣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6组1 号李波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9 李单姝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六里 2组蒲永田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六里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8 贾慧伦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元 3组贾金才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元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6 龚顺林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水竹 4组龚恒明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水竹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4 段淑慧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段宗海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2 代喜强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代真国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9 陈扬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龙潭河 9号陈从兵 丹江口市龙山镇龙潭河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7 陈晶晶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白果树沟村二邱敏 丹江口市白果树沟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6 陈吉伟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杨川 2组6 号0 室王永生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杨川 2组6 号0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5 陈慧娇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均县镇三里坡村4组。赵腊梅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4 陈欢欢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李家 2组陈邦红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李家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2 蔡慧琳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蔡方沟 1组周继琴 丹江口市均县镇蔡方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9 章春涛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朱大梅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8 张卓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浠水县散花镇董河村9组3 号胡作志 浠水县天然村11组11-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7 张友健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3组7 号张克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3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3 张何欣丹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台乡 1组5 号张国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台乡 1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1 张丙宇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龙山沟 1 号张进杰 丹江口市龙山镇龙山沟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8 魏国宇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8组5 号魏涛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8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5 唐立俊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武当山特区元和 4组2 号王文萍 十堰市武当山特区元和 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3 沈和鑫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潜江市积玉口镇永乐村 2 号沈虎 潜江市积玉口镇永乐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2 刘仁杰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蒿坪镇卢 1组刘兰华 十堰市丹江口蒿坪镇卢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8 李明星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1组李才智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5 柯伟勋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2组8 号张德英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2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0 贺正辉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1组贺国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8 郭俊辉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8组4 号郭林军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8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6 付烈超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花栗 3组5 号付治均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花栗 3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5 戴隆森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天门市蒋湖农场代湾大 6 号戴双虎 天门市蒋湖农场代湾大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4 崔义坤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吴家 8组崔天军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吴家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3 程煜盛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三官殿办事处马湾村3组4 号杨凡 三官殿办事处马湾村3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8 蔡朵朵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蒿坪镇卢嘴村5组 蔡兴兵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0 张嘉明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监利县汪桥镇张桥村十张江城 监利县汪桥镇张桥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7 徐萌杰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二道 4组1 号徐长华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三五 1号1 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5 熊国鑫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杏花村熊华军 丹江口市习家店杏花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2 王俊涵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 刘中伟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稻田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2 刘奥坤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老 5组3 号徐荣桃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老 5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0 厉应南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谢先梅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9 李兆阳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4组李学强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8 李岩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卢嘴村3组0 号刘堂芝 丹江口市蒿坪镇卢嘴村3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7 李旺杰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2组李明超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9 陈贵祥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8号陈光敏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6 朱锦涛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杨家 2组9 号朱毕千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杨家 2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5 郑彦超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罗 7组郑先忠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罗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4 赵秀瑶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习家 3组1 号赵立群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习家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3 张星元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土关垭镇四方山村二组张均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四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0 余昊烨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桑 3组5 号余金良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桑 3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8 许海燕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盐河镇吴家河许胜娟 丹江口市盐河镇吴家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4 肖明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官山镇铁炉村4组 肖宗根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2 吴高祖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 4组吴明国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1 王悦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白果树 4 号柯真芹 丹江口市龙山镇白果树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0 王明炫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太 8组4号明霞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太 8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6 屈英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武当山特区老营宫村一 3 号屈斌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5 蒲鑫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大柳蒲国军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大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1 李佳洁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李培亮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8 段俊瑶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饶贞霞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3 陈世涛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金山村3组 陈信根 丹江口市金山村3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2 陈世博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老 3 号陈丰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老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1 陈江明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4组孙玉改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6 张靓月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4组张城江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3 余金山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罗汉沟6组余永波 丹江口市均县镇罗汉沟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8 杨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花园村二组 杨生伟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花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6 吴星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2组吴坤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5 吴梦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1组吴永超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3 尉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老君 4组1 号尉光兵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老君 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2 王逸帆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双泉 4组王胜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双泉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0 王雪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王海涛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9 王秀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张燕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8 王筱筠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1 号何金凤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6 王天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川村5组高敬梅 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川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5 王家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王启奎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4 王丹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王兴义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1 陆昕燃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1组陆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8 李巧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李均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3 何美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均县镇何家院村四组 何相银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1 冯谙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习家店镇小茯苓村6组李培荣 习家店镇小茯苓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0 樊美玥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姚河 4组樊仁江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姚河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9 段文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长沟村 2 号段忠俊 丹江口市龙山镇长沟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4 陈诺语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1组陈彦俊 丹江口市均县镇洪家沟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0 曹琰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7组2 号舒宗梅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7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9 蔡宇晴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蔡光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6 周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九龙桥 4组王凤先 丹江口市石鼓镇九龙桥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4 张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三官殿办事处三官殿村5组1 号张世良 三官殿办事处三官殿村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3 张鹏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张青山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9 张红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张海红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8 余金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余和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7 尤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三官殿办事处蔡湾村一尤泽进 三官殿蔡湾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2 肖仲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舒德荣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1 肖思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李家 4组肖虎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李家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8 王志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7组2 号王明军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7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6 王怡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天门市拖市镇彭家沟新 1 号王荣生 天门市拖市镇彭家沟新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3 谭豪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3 号谭成兵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8 彭丹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土关垭镇龙家河村二组彭建强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6 马晓玥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马强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0 姜惠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浪河镇姜显国 丹江口市浪河镇青莫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6 冯正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2 号冯成柱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3 陈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陈明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9 曹忠凌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马家 3组曹相勇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马家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6 朱文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庄子 3组朱帮林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庄子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5 朱婉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二房院 4组朱志强 丹江口市均县镇二房院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4 周肖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洪家沟 6组周斌 丹江口市均县镇洪家沟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7 张成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康红英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4 余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1组余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白龙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1 杨馨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6组杨朝均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0 杨小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4 号杨秀章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9 杨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东钦村4组杨远成 十堰市竹山县东钦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7 徐圆圆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瓦屋场村7组徐维群 郧西县涧池乡瓦屋场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0 王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王义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6 王克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蒿坪镇王家岭村1组3王超 丹江口蒿坪镇王家岭村1组3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5 王国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 1组王三龙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0 钱环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杜家 4组陈世玲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杜家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9 潘嘉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5组潘入青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7 马艳红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马家怀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5 罗婧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大柳罗根昌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大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4 柳星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柳帮锋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2 刘星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刘万国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3 龚俊逸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黄草 5组龚自玲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黄草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2 高龙一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高志均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1 付文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戚传芳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0 范子翔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2组范建建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9 陈治玥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龙潭河陈礼军 丹江口市龙山镇龙潭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6 陈曦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浪河镇小店子村五组 陈永春 浪河镇小店子村五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4 白健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塘寨 4组3 号刘富敏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塘寨 4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3 朱鹏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2 号朱文洲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2 朱传承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2组3 号朱德兵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2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1 周兆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周香成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0 赵文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3 号赵顺青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7 张好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牛河乡驷马沟 4组6 号张明涛 丹江口市牛河乡驷马沟 4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9 尉周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双泉 4组刘兰平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双泉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0 舒政榿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5组舒大雁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8 彭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 4组彭国根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9 李文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3组2 号李正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6 柯旻晖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凉水王红梅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凉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3 姜鑫燚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姜达涛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9 邓燕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4组邓建来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5 蔡俊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黑石沟村3组18号 蔡光宏 十堰市丹江口市黑石沟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3 祝欣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郭世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1 周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监利县尺八镇泥套种猪周建湘 监利县尺八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9 赵小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林娟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7 张震麒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惠滩 1组叶萍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惠滩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5 张怡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青塘 4组2 号张红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青塘 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2 杨金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黄龙村5组杨华芳 浪河镇黄龙村5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0 徐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组3 号赵开荣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4 王凤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9 号王勇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3 王丹妮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凉水河镇白龙泉村2组耿红娟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8 潘若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彭家沟 2 号潘长均 丹江口市龙山镇彭家沟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9 李欣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广田 2组5号李波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广田 2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1 方馨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 5组谢学燕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8 邓思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新港办 2 号邓发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新港办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6 陈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6组7 号杜海云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6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2 周贤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周培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9 周博林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均县镇罗汉沟村三组 吕洪玲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8 赵亦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习家 1组赵群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习家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5 张宗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张强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0 张嘉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4组张俊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7 姚俊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姚荣贵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5 徐明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土关垭镇土关垭村1组陈玉琴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4 谢曼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3组9号王小云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3组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1 王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1组8 号杨贤菊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1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9 石嘉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寨山村9组 石先兵 丹江口市寨山村9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5 罗宇坤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9组1 号罗海兵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9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0 刘铭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3组王静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5 何飞扬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江口 4组何君明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江口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0 程培炎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花园村2组 程冠清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8 陈家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陈雁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4 张卓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北沟 5组张家启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北沟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2 张慷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武当 2组6号1 室郑小燕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武当 2组6号1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1 张家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王家岭 5组0 号张书武 丹江口市蒿坪镇王家岭 5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9 张得福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陈家 3组2 号张长国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陈家 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7 杨小月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曹家 3组杨朝成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曹家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6 杨思思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杨克思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5 徐兴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6组徐雷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2 吴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桂兴娥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8 万子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邮局对万汉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邮局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6 汤玉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4 号汤成立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4 孙俊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8 号艾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0 秦成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秦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9 金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龙河童玉超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龙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8 姜增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姜培良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7 黄香玲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黄开成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3 杜忠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1组杜双财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2 戴宇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麻城市白果镇赵堰村四 1 号戴伟 麻城市白果镇赵堰村四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8 陈近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4组陈绪甫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5 郑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杨家 4组6号郑华明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杨家 4组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4 郑春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2组沈兴玲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9号 4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3 张卓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蒿坪村5组4 号张斌 丹江口市蒿坪镇蒿坪村5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2 张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田畈村张华 丹江口市官山镇田畈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0 张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赵家坪张金锋 丹江口市官山镇赵家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9 张晋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汤湾村一组 张德柱 汤湾村一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8 岳荣贵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茯苓 5组岳新红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茯苓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5 许子扬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许大忠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1 温皓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龙山镇彭家沟村1组 温太清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8 王世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三官殿办事处阳西沟村1组6号王兆群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1组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6 王怀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丁家 1组1 号蔡丽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丁家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4 王传旭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6组1 号王明涛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2 涂功铭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尚家店 1组4 号涂强 丹江口市蒿坪镇尚家店 1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6 牛延青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牛发银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5 高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孤山村0 组曹桂荣 丹江口市官山镇孤山村0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4 付炳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6组付建民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双塘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2 杜黎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杜士有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9 陈雅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3组陈涛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3 郑世茏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1 号郑明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2 郑灿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大柳 2组郑加银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大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1 赵王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杨家 3组王艳丽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杨家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8 张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张光虎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6 张富坤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5组张华云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2 徐明月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徐耀强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1 习任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2组习世群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9 吴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龙山镇石桥沟村1组51号吴铁昌 龙山镇石桥沟村1组5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8 王学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王自春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3 田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田德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2 谭成敖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牛河林区五谷谭大洪 丹江口市牛河林区五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1 饶克鹏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村6组7 号饶真兵 丹江口市六里坪村6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9 潘同茗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北沟 2组潘君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北沟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1 李书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九龙桥张善国 丹江口市石鼓镇九龙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7 胡祖策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习家店镇下绞村1组 胡从周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下绞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6 胡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赵路办事处计家沟村胡家盛 丹赵路办事处计家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0 杜佳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官山镇孤山村4组 杜天波 丹江口市官山镇孤山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9 董良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1组1 号董涛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8 代欣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6组代太红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7 陈志斌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新港经陈圣金 十堰市丹江口市新港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6 陈淑涵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小店子 2组陈新 丹江口市浪河镇小店子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3 朱胜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四方 5组朱德俊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四方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0 赵文韬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赵琳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4 杨永灏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小店子徐长云 丹江口市浪河镇小店子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6 王生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7组8 号王兵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7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4 王朝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王顺红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1 钱虎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蔡方沟 4组钱高国 丹江口市均县镇蔡方沟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9 马红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5组2 号马战胜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8 柳凯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1组4 号胡丹平 河南省邓州市陶营乡马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7 刘洋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2组刘光文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5 李志扬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柳河 3组李明海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柳河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4 李宇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丁家 5组李锋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丁家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0 金鑫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金和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7 黄培强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黄安涛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4 段久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5组5 号段永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5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0 陈献智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陈贵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8 陈鸿金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戴家场镇寄木村八组4 号陈邦华 洪湖市戴家场镇寄木村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7 陈鸿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银洞 1组陈勇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银洞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4 曹君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花园 4组曹啸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花园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2 艾旭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龙山咀 2组艾军 丹江口市龙山镇龙山咀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1 朱自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习家店镇李家湾村3组朱辉国 习家店镇李家湾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8 周晓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2组2号汪丽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2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5 章国庆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三官殿办 1 号章春华 十堰市丹江口三官殿办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4 张袁圆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杏花 6组4 号袁从丽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杏花 6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8 袁家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袁希青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5 杨贤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花园村5组55号杨生权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5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4 徐梦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三清 3组徐利军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三清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5 李文韬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贺家 1组李正兵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贺家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9 江天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六里坪镇六里坪村五组江守卫 六里坪镇六里坪村五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5 冯和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六里坪镇花栗树村1组1 号冯协清 六里坪镇花栗树村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4 樊胜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九里岗 1组樊正兵 丹江口市均县镇九里岗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3 陈鹏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五龙 4组2号陈光伟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五龙 4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2 陈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龙山镇白果树村二组3 号陈永堂 丹江口市龙山镇白果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1 陈笛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3 号陈进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9 郑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六里坪镇油坊坪村4组崔建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6 赵树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王金荣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5 张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丁家营镇花园村 王生梅 丁家营镇花园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4 张钰斌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栋3单 7李珍 十堰市丹江口市丹赵路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3 张甲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三官殿办事处许家畈村4组4 号钱功秀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2 张富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张华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8 杨博坤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核桃园 5组柯尊娥 丹江口市均县镇核桃园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7 熊珍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4组熊代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4 谢汉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5组戴军国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3 谢丁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5组谢学生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9 谭梦帆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1组2号胡海琴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1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8 谭成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林 2组李金凤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林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7 全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4组周翠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6 钱扬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岭西村3组钱尚国 丹江口市龙山镇岭西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4 潘凤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潘宗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3 罗小权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罗华清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0 李跃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陈红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8 李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李明阳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7 李国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迎风寺李尚洪 丹江口市均县镇迎风寺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6 金培强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3组金世群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0 程琪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浪河口 2组张殿香 丹江口市浪河镇浪河口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9 陈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 2组陈治军 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8 陈宣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冷家沟沟姚玉成 襄阳市谷城县冷家沟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7 陈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6组段小玲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5 陈满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4组陈玉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4 陈虹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灵山村2组孙秀杰 丹江口市均县镇灵山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9 朱晓丽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土门沟付克芬 丹江口市浪河镇土门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6 张鑫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草房 3组张荣娥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草房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1 潘雨婷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丹江口市三官殿办潘雨婷 十堰丹江口市三官殿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0 鲁凤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蒿口 1 组9 号鲁万强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蒿口 1 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8 兰景鹏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小店子 6组兰侠 丹江口市浪河镇小店子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5 方杰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青莫村1组6号方学均 丹江口市浪河镇青莫村1组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8 左文达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天门市彭市镇长江村三李永芳 天门市彭市镇长江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2 周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杉树湾 1组周启华 丹江口市官山镇杉树湾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0 王远强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王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4 陈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刘成菊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4 汪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3组汪中明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2 彭静怡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长沙坝村8组彭宝 郧西县夹河镇长沙坝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9 郑丹丹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谷城县石花镇后畈社区郑富全 谷城县石花镇后畈社区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5 张晓玉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龙山沟张成群 丹江口市龙山镇龙山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8 王童瑶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王兴红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6 彭星雨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牛河乡莲花寺 3组0 号徐艳 丹江口市牛河乡莲花寺 3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7 刘玉婕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马家 2组2 号刘敏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马家 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6 刘斯羽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6组2 号刘兴奎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6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5 刘梦迪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习家店镇习家店村2组习长风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习家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2 雷晓萌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元 2组雷辉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元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1 黄娜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凉水河镇观沟村二组 王运琴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2 陈彦旭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老陈显国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8 徐臣琳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金 2组徐美宏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金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9 王冬青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柿子 3组王明华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柿子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8 朱钰丹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 1 号朱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8 陈翠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马 6组2 号周东琴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马 6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0 周俊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7组0 号周辉兵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7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8 杨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北沟 5组卢梅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北沟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3 徐智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3组徐维明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0 张苏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张传良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9 郭孟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6号郭建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8 徐梦雨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汉江科技学校 徐崇君 汉江科技学校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5 陈长春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2组陈家有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6 张静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张正国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3 陈世杰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4组李树兰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1 向增会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向阳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5 程正浩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3组3号罗文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3组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3 边春生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边世勇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5 赵玉楠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赵海均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1 谭凤婷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魏国凤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0 李舒毅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溪沟 2组李勇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溪沟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1 张晓雅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 张强 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川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9 庞志同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 庞国波 丹江口市新港办事处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5 朱静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银洞 4组任敏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银洞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0 吴昕钰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花园 5组2号胡正军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花园 5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9 闻珍珠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李家 6组田霞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李家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8 王赵路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稻田 2组赵芳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稻田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9 江桢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清莫村4组1 号王丽 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可 2 幢2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3 陈莹莹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花园 3组5 号陈洪军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花园 3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1 胡梦娜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武当山老营宫村2组18 号胡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0 胡光银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饶祖 1组1 号胡达春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饶祖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9 周保杰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武当山特区老营宫村7组2 号周玉洪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 7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7 赵可晴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3组赵祥有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2 张金月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元周天月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1 袁梦莹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袁梦莹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7 杨可莹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邢 9号程丽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4 徐雯鑫慧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组3 号徐胜海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3 徐琪琪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镇西徐明富 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镇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1 魏欣雨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4组9 号李国勤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8 王馨恬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6组张玲丽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7 王理敏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老 3组2 号蔡兴荣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老 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2 孙浚哲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南 9组2 号孙玉清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南 9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0 屈青秀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汉川市韩集乡堤角头1 号屈光华 汉川市韩集乡堤角头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7 罗圣宝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七里沟罗志华 丹江口市龙山镇七里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3 柯岚岚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5组柯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9 黄诗雅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溢水镇五房沟村四组 胡昌云 十堰市郧县叶大乡龙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8 黄金晖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5组1 号解光菊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6 龚玉娇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均县镇朝阳路34号 龚安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1 张芸梦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 9组尚桂菊 郧县五峰乡安城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0 张莹莹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玉皇顶 5组黄小芳 丹江口市石鼓镇玉皇顶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9 张欣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5组张端亭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3 徐兴茹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花栗树村一组8 号徐金环 丹江口市花栗树村一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2 熊林丽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四方 5组赵静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四方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1 谢诗怡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马湾村2组18 号刘敏 丹江口市马湾村2组1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8 王梦圆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新港经济开发王艳兵 丹江口市新港经济开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2 李孟姣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丁家营镇丁家营村4组李波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丁家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9 柯蔓娴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柯尚铭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7 郭娆泽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六里坪镇溪沟村三组三郭学贵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6 付雨丝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枣阳市太平镇清凉村1 组付伟 枣阳市太平镇清凉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9 陈雨菡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4组何萍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8 陈文娟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龙角寺 陈敬朝 丹江口市龙角寺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6 蔡涵 丹江口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财神 2组蔡永生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财神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1 刘永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刘恩民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3 杨紫云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殷河 3组1 号杨明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殷河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2 杨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洪家沟 6组杨志强 丹江口市均县镇洪家沟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9 严晓彤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严朝龙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8 许兴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2组许天顺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7 熊晨萱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习家店镇大柏村1组4号熊昌山 习家店镇大柏村1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6 谢冰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谢日群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5 刘祎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狮子 1 号0 室刘波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狮子 1 号0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2 胡亚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石鼓镇九龙桥村2组 胡本渊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0 胡德洋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4组胡祖有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6 陈倩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陈家陈胜奎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陈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5 白春风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2组赵霞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4 朱娉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水竹 1组朱善春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水竹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1 章梦瑶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石门沟章成涛 丹江口市龙山镇石门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8 张曼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张玉贵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7 张朝凤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龙家 1组张明显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龙家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4 薛鹏举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薛吨励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1 习玉佩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习家 1组习钟文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习家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9 尉迟文静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双泉 6组李明琴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双泉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7 王袁锦琼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李家 5组8 号艾玉芝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李家 5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5 王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六里 4组4 号鲁建红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六里 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2 汪金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黄草 7组汪玉峰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黄草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0 孙均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4组孙恒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8 盛莉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牛河乡牛家河 1组冯艳林 丹江口市牛河乡牛家河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6 潘淑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肖大萍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3 罗喆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村3组熊小丽 丹江口市土关垭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2 卢文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卢长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0 刘嘉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朱霞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9 李新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4组李焕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8 李湘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李国华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3 付洪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8组付增普 丹江口市石鼓镇贾寨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1 范明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范长清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0 杜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土门沟杜明华 丹江口市浪河镇土门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9 杜江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习家店镇茯苓村5组 杜光国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茯苓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6 陈映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陈越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4 陈若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凉水河镇檀山村7组 陈鹏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3 曹丹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八里曹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八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2 安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安正成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0 朱梦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朱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9 朱海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4组朱善兴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8 朱贵娥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庙坪村2组朱安海 丹江口市均县镇庙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7 郑红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炳公 1 组许明山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炳公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6 赵淑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新店村1组赵祥清 丹江口市蒿坪镇新店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4 张钰涵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金山 2组张胜利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金山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3 张婷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盐池 3组张守斌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盐池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8 吴小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土关吴丰兵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土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5 万彤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习家店镇杏花村6组16号孙君燕 习家店镇杏花村6组1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2 皮丹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皮生超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8 刘馨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三清 3组4 号田茂风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三清 3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4 李尚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代湾村5组李斌 丹江口市浪河镇代湾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2 李金铃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李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1 纪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观沟村一组 纪德明 丹江口市观沟村一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0 胡祖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1 号胡光明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9 胡周琴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习家店镇杏花村二组 胡炜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8 郭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花园 2组9号郭帮平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花园 2组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5 范诗语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新店村1组5 号范茂伟 丹江口市蒿坪镇新店村1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3 邓玉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 4组刘成娥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瓦房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2 邓俊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6组4 号曹吉华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6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1 崔文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行陡 4组崔运忠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行陡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0 陈圆圆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凉水河镇油坊沟村一组陈传均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9 陈晓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1 组明廷梅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8 陈思思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茯苓 2组3 号陈正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茯苓 2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7 陈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丹江口市土关垭镇杜明云 十堰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4 艾锦臻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1组7 号郑顺芳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 1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1 赵丹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习家 3组薛菊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习家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0 张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7组张飞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8 张洪媛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4组郝传琼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7 张国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张殿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3 吴小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5组吴元国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2 翁飞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赵家坪 0 组王德霞 丹江口市官山镇赵家坪 0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1 王孝民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左绞 2组王玉伟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左绞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8 王德红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王明成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2 庞晨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观音庙 2组7号庞化山 丹江口市蒿坪镇观音庙 2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9 罗正菊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5组罗玉国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8 刘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 2组刘正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7 刘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1组姜萍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8 黄宁宁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组7号黄开刚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6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5 洪思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9组洪邦利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4 方欣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王冬云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2 陈玉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陈安军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1 陈嫣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4组2 号谢作红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90 陈欣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 3组陈洪清 十堰市丹江口均县镇洪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9 陈昕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何家院胥家梅 丹江口市均县镇何家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8 陈晓昱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6组陈明启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6 陈高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西陈兴海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5 周煜丽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马家 2组周发生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马家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1 张妤涵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 5组张守恒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80 余军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 2组余如选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9 姚慧慧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川村5组姚常国 丹江口市石鼓镇黄川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74 吴俊辉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磨 2组8号吴永锋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磨 2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8 王佳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1组周辉珍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3 皮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皮兴起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62 彭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1组彭福生 十堰市丹江口市三官殿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9 李欣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7组李伟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7 李小龙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李家 1组李祥安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李家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5 焦云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杨峪 1组焦林娃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杨峪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4 贾丽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青塘村贾文强 丹江口市习家店青塘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2 胡光莹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胡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51 何晓微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江口 4组何君辉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江口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3 朱小娟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房县万峪河乡小朱光国 十堰市房县万峪河乡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42 朱慎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慎娇艳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9 赵小雨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朱邦娥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7 张富萍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张华银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6 袁霞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五龙庄齐在云 丹江口市官山镇五龙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5 袁思琪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袁良杰 十堰市丹江口市均县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34 于静毅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1组于代广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河镇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8 王建勇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陈家 3组3 号王虎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陈家 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6 汪慧贤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汪家乐 十堰市丹江口市蒿坪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4 潘佳露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2组7 号潘华明 十堰市丹江口市牛河乡 2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3 明方阳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寨河村明正伟 丹江口市均县镇寨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2 马保朝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2组马富全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21 卢小茜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余家湾 6组卢敬玉 丹江口市蒿坪镇余家湾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6 刘鑫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刘俊良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5 刘生璐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2组刘毅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3 李愉舒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盐池河镇黄草坡村3组李均叶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12 李欣悦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1组李有群 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5 付钰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五龙口 0 组付银均 丹江口市官山镇五龙口 0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81****01 曹馨怡 丹江口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汉江 3组曹玉平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汉江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1 何锐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中坝乡龙滩 2 号何伦波 十堰市房县中坝乡龙滩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0 夏志强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星光 1组夏永根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星光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7 姚海满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乡白鹤 2组姚启云 十堰市房县白鹤乡白鹤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1 付润林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高碑付家涛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高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4 戴楠轲 房县二中 房县万峪河乡旱田村1组9号戴新龙 房县万峪河乡旱田村1组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8 刘佳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六谷 0 号邓文菊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六谷 8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6 刘艳 房县二中 房县青峰镇清河村2组2 号张忠明 房县青峰镇清河村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4 王毅 房县二中 房县青峰镇青峰村9组李平 房县青峰镇青峰村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3 雷凌峰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邓营村4组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邓营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2 杜启刚 房县二中 房县红塔乡马栏村6组杜明成 房县红塔乡马栏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1 刘圳 房县二中 房县门古寺镇秦口村1组刘昌喜 房县门古寺镇秦口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0 刘俊逸 房县二中 房县化龙镇化龙堰村4组3 号刘帅 房县化龙镇化龙堰村4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5 王泓鉴 房县二中 十堰市城关镇晓阳村5组宋琴 十堰市城关镇晓阳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3 贺开旺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马 2组贺泽军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马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2 王成凤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大 6组夏顶先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大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8 曾庆辉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共 2组杜达梅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共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7 任炎成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下茅 7组任广军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下茅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4 郭俊杰 房县二中 房县中坝乡龙滩村1组4 号沈梅 房县中坝乡龙滩村1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9 张佳兵 房县二中 房县白鹤镇黄杨村6组1号张先华 房县白鹤镇黄杨村6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6 贾玉丽 房县二中 房县城关镇下西关3组付志梅 房县城关镇下西关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5 付俊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付畈 7组付文成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付畈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2 陈文琳 房县二中 房县房县青峰镇公园路1 号陈君良 房县房县青峰镇公园路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1 马丽丽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下河 1组2 号马定军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下河 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0 任梦琴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三 3组任士明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三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8 甘春辉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磨石蔡红梅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磨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4 孙杰 房县二中 房县红塔镇五龙村9组1号温辛荣 房县红塔镇五龙村9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0 黄俊杰 房县二中 房县姚坪乡金牛村2组4 号黄朝辉 房县姚坪乡金牛村2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2 邓秀琰 房县一中 门古寺镇月日村4组 邓发明 门古寺镇月日村4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7 张玉涵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西 4组6 号李飞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西 4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8 徐德凯 房县二中 房县炳公村2组66号 邓玲 房县炳公村2组66号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7 杨洋 房县二中 房县青峰镇中堰村2组1 号杨永科 房县青峰镇中堰村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6 吕耀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双湾村二组8 号吕家友 十堰市房县双湾村二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5 刘万勇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长龙刘金玉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长龙 5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8 邓鑫恺 房县二中 军店镇三溪沟5组 邓明 军店镇三溪沟5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7 代姣姣 房县二中 房县青峰镇峪坪河村5组3 号胡治琴 房县青峰镇峪坪河村5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2 杨大鑫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龙潭 3组杨宝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龙潭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0 张天一 房县二中 房县青峰镇环城路7号代玉 房县青峰镇环城路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9 邓志虎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西 4组李宪云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西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8 何湘怡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棉花 D栋6楼周艳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棉花 D栋6楼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7 陈文佳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花门 2组陈兴友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花门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6 肖云飞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白石肖绪金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白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4 王宇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五台乡龙潭 3组1 号李照玉 十堰市房县五台乡龙潭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3 雷欣安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卧牛 4组3 号雷波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卧牛 4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1 杨若柳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上龛乡黄龙 3组杨万美 十堰市房县上龛乡黄龙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7 何晓峰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何家 3组何顺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何家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6 何智凯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叶李凤兰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庙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1 李叶强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三岔 7 号李益国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三岔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8 欧祎波 房县二中 房县大木厂镇 欧士友 房县大木厂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7 卢蕊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市镇马黄荣 十堰市房县门古市镇马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3 蹇凤莲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大里 9组蹇兴军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大里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2 张帆 房县二中 房县上龛乡双龙村1组张进 房县上龛乡双龙村1组1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9 张博昂 房县二中 房县门古寺镇叶家河村3组张红 房县门古寺镇叶家河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8 孙炎炎 房县二中 十堰市门古寺镇东河村1组孙建国 房县门古寺镇东河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7 任丹妮 房县二中 房县大木镇共青村2组廖家洪 房县大木镇共青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6 刘光谱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四 1组刘涛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四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5 潘苗苗 房县二中 房县城关镇下西关第二潘春艳 房县城关镇下西关第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4 窦梦婷 房县二中 姚坪乡西坡村三组 窦勇 姚坪乡西坡村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2 何湘 房县二中 房县化龙镇高桥村6组3 号何柱 房县化龙镇高桥村6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1 孙康祥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谢家孙刚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谢家 8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9 刘韶山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榔口乡玉堤 1组刘庆贤 十堰市房县榔口乡玉堤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8 杨洋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双庙 5组杨各芳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双庙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5 向梦悦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向湾村一组徐秀香 十堰市房县向湾村一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4 周晨阳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鹰咀 2组周晨阳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鹰咀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2 任强 房县二中 房县姚坪乡虎尾沟村2组1 号任行海 房县姚坪乡虎尾沟村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7 刘俊 房县二中 房县窑淮镇长峪河村三周代运 房县窑淮镇长峪河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2 熊万龙 房县二中 房县大木厂镇大木街村3组熊应山 房县大木厂镇大木街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9 唐俊杰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青峰 4组唐盛富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青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7 余艳红 房县二中 房县红塔镇谢家湾村5组0 号余可斌 房县红塔镇谢家湾村5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5 杜雅欣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双杜昌琼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4 邓杨慧 房县二中 房县万峪河乡栗子枰2组1 号邓青东 房县万峪河乡栗子枰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3 袁梦婷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向家 7组4 号杨勤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向家 7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2 王化权 房县二中 房县大木厂镇双庙村4组王国双 房县大木厂镇双庙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1 陈千辉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黄杨 6组陈仕兵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黄杨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9 王雅馨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河 4组左志平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河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7 汪云峰 房县二中 房县化龙镇高川村3组7号刘娇 房县化龙镇高川村3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6 邓月月 房县二中 房县军店镇军店街社区 5组邓子江 房县军店镇军店街社区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3 余生慧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渭沟 9组7 号余立平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渭沟 9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1 邱俊豪 房县二中 房县白鹤镇东浪村1组7 号林根权 房县白鹤镇东浪村1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9 杜威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姚坪 3组杜可富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姚坪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8 孟月星 房县二中 房县大木镇安羊沟村3组孟洪春 房县大木镇安羊沟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7 高丽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白鸡 4组5 号父女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白鸡 4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5 袁凤婷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向家 8组1 号李玉珍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向家 8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4 王钰博 房县二中 房县军店镇军店街社区 1 组王培军 房县军店镇军店街社区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2 杨烜熠 房县二中 城关西街三组 周琴 十堰市房县城关西街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1 刘娥 房县二中 房县姚坪乡肖家沟村4组1 号张相梅 房县姚坪乡肖家沟村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0 毛雪 房县二中 房县回龙乡黑獐沟村1组5 号毛德军 房县回龙乡黑獐沟村1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8 胡斌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军店 1 组胡培明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军店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1 何孙静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白土 1 号孙希希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白土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8 贺生旭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河坪贺茂平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河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7 柯可 房县二中 房县门古寺镇马家河村2组杨冬梅 房县门古寺镇马家河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4 王思语 房县二中 房县金牛寺村2组7号唐福珍 房县金牛寺村2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0 徐露露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东浪 6 号徐克志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东浪 1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9 刘陈晨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大 3组刘朝军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大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7 张俊怡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石堰张道炳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石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6 陈晨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谭陈兴斌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4 郭满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东街5 号李辉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东街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0 高晶雨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尹吉甫镇榔高飞虎 十堰市房县尹吉甫镇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9 陈绍摩 房县二中 房县城关镇三海村九组6 号陈进先 房县城关镇三海村九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7 丁文雯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东 2组丁广坤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东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6 张桁 房县二中 房县城关镇警民街国家张传定 房县城关镇警民街国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5 袁堂毅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学府 4 -1董升菊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学府 4 -1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3 徐忠有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上茅 2 号徐世虎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上茅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2 杨羽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东西杨文江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东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0 李欣悦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炳公村9组5 号李红明 十堰市房县炳公村9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9 李锐 房县二中 房县大木厂镇三元村一叶家云 房县大木厂镇三元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7 刘焱鑫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西 5组刘明舒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西街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6 汪丹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后何 3组4 号汪敏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后何 3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5 刘陈晨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白露 3组陈士英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白露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2 袁金悦 房县一中 房县军店镇向家湾村七 4 号袁金悦 房县军店镇向家湾村七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8 李泽宇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诗经 8-1刘艳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诗经 8-1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1 毛仕银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松林 2 号毛吉成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松林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3 邓振宇 房县一中 十堰房县军店镇居委会刘玉华 十堰房县军店镇居委会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0 金俊杰 房县一中 房县白鹤乡解家湾村1组金吉红 房县白鹤乡解家湾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6 邱阳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龙王沟村2组1号邱远文 房县青峰镇龙王沟村2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4 丁文帝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东 2组李相云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东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1 田鑫 房县一中 红塔镇高碑村一组 田永清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高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6 付梦婷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水岸人家8号 4宋学云 房县城关镇水岸人家8号 4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5 胡军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龙王沟村3组6 号胡光友 房县青峰镇龙王沟村3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3 雷馨宇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古桥 8组雷凯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古桥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1 刘淑桢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阳坪村4组1 号刘志艺 房县青峰镇阳坪村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9 张茹 房县一中 房县军店镇何家村11组5 号张海云 房县军店镇何家村11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7 岳乐乐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白沙 5组2号岳波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白沙 5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7 华伟翔 房县一中 房县中坝乡宝石村1组1 号华传国 房县中坝乡宝石村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6 邢锐广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摆邢敦军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摆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4 杨真 房县一中 大木厂镇东河村 唐霞 大木厂镇东河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4 谭玉玲 房县一中 房县大木镇大木街村1组谭代福 房县大木镇大木街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3 许婷婷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小西 2 号许光群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小西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1 郑超 房县一中 房县万峪河长滩河3组1 号李永红 房县万峪河长滩河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5 肖灵雄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中村熊登峰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中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3 罗宇瀚 房县一中 房县五台山林场廖家河 1组9 号刘锐 房县五台山林场廖家河 1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0 廖古月 房县一中 房县 廖顺成 房县红塔镇马栏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8 阮慧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五 2组马德平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五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5 龙培群 房县一中 房县军店镇双柏村七组任桂菊 房县军店镇双柏村七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4 刘悦悦 房县一中 化龙堰镇高川村十组1 号王彩丽 化龙堰镇高川村十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3 刘冰霜 房县一中 化龙堰镇化龙堰村四组1 号陈萍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化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0 任艺璇 房县一中 军店镇军马村6组9号任世群 十堰市房县军马村6组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7 杨溪 房县一中 房县野人谷镇千坪村3组3 号彭玉菊 房县野人谷镇千坪村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5 何岸 房县一中 房县化龙镇高桥村4组2 号张梅芬 房县化龙镇高桥村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0 邓静雯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长龙 1 号邵艳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长龙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8 曾雅娴 房县一中 窑淮镇窑场村五组 曾永健 窑淮镇窑场村五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7 储梦玲 房县一中 上龛乡双龙村一组 储莫谦 上龛乡双龙村一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2 王俊飞 房县一中 军店镇下店子居委会一 3 号刘艳红 军店镇下店子居委会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0 张城 房县一中 房县姚坪乡姚坪村1组1号张昌根 房县姚坪乡姚坪村1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5 唐盛乾 房县一中 房县万峪河乡大堰村1组2 号唐宇 房县万峪河乡大堰村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4 谢龙军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白石谢天财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白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1 何俊杨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高何华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6 曾诚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铺沟曾元平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铺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5 徐斌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磨石徐奋旺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磨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4 李平 房县一中 房县大木镇五谷庙村4组何贵云 房县大木镇五谷庙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3 段云云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西 2组3 号段勇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西 2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1 徐婷婷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炳公 2 号徐成青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炳公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9 孙陈念华房县一中 房县姚坪乡虎尾沟村3组1 号孙合仁 房县姚坪乡虎尾沟村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2 昝巧慧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上郑凤云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0 杨大涵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龙刘慧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9 刘兴经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黄泥李有芬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黄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7 吴新森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东西店村三曾大秀 十堰房县青峰镇东西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3 许豪锋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何家 1 组3 号许兵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何家 1 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0 周桤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龙王坪村6组5 号周明洪 房县青峰镇龙王坪村6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9 李万旭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解家王燕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解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7 代欢庆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青峰村10组6号张修云 房县青峰镇青峰村10组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6 尚傲杰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东西店村一尚涛 房县青峰镇东西店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5 徐佳美 房县一中 房县白鹤镇东浪村九组徐艳 房县白鹤镇东浪村九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4 唐世杰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万峪乡大堰刘乾忠 十堰市房县万峪乡大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4 刘彬贤 房县一中 房县化龙堰镇化龙街7 号邢红 房县化龙堰镇化龙街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3 齐向阳 房县一中 房县白鹤镇堰河村4组1 号齐万波 房县白鹤镇堰河村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9 黄思家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东 4组黄治斌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东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8 孙秋杨 房县一中 房县白鹤乡石堰河村3组2 号孙波 房县白鹤乡石堰河村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5 陈升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三海村9组陈训先 房县城关镇三海村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4 赵泽纬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白土村4组4 号杨安君 房县城关镇白土村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3 罗顺 房县一中 湖北房县城关镇北街1 号万芳 湖北房县城关镇北街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7 张明星 房县一中 房县红塔镇南潭村三组张世琴 房县红塔镇南潭村三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3 孙宇庭 房县一中 窑淮乡后河村2组79号孙长海 窑淮乡后河村2组7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1 付欣悦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东 4组1 号付志华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东 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0 魏浩 房县一中 房县白鹤镇堰河村2组3 号魏天兴 房县白鹤镇堰河村2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7 薛堃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化口 2组2 号彭方梅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化口 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5 张春雨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双河张启兵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双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1 余民兴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青峰 3号徐玉华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青峰 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8 刘骁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联观村2组杨长菊 房县城关镇联观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4 戢荣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兴胜胡学菊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兴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4 梁晓涵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马 3组梁宏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马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2 朱旭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秦梁辉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3 张贞 房县一中 房县房县青峰镇青峰大 5 号谢玉华 房县房县青峰镇青峰大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9 唐锦意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联观 4 号戢艳华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联观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4 王冰冰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河坪村2组1 号王永树 房县青峰镇河坪村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2 金世鹏 房县一中 湖北十堰市房县白鹤镇 2解明兰 湖北十堰市房县白鹤镇 2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1 刘小月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卧牛观村3组陈远凤 房县青峰镇卧牛观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0 袁飞龙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向湾 5组1 号袁达华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向湾 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3 计玉婷 房县一中 房县白鹤镇石堰河村4组3 号计贵学 房县白鹤镇石堰河村4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1 何诗宇 房县一中 房县门古寺镇叶家河村5组何光兵 房县门古寺镇叶家河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9 邢一珉 房县一中 房县化龙堰镇古城村1组1 号邢敦涛 房县化龙堰镇古城村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7 马骏飞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秦 2组马义国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秦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1 万凤雪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台口 4组2 号万天宏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台口 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7 杨新宇 房县一中 房县野人谷镇谭家湾村2组杨武 房县野人谷镇谭家湾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5 卢志慧 房县一中 房县红塔镇营盘村3组3 号陈文珍 房县红塔镇营盘村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4 张永青 房县一中 房县九道乡八里坡村2组2 号张发香 房县九道乡八里坡村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3 欧阳金辉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桥欧维奎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0 陈袁圆 房县一中 房县军店镇向家湾村1组2 号袁小艳 房县军店镇向家湾村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9 解馨尹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白路 4组2 号杜燕丽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白路 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8 袁滢滢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向湾 8组2 号袁达胜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向湾 8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4 刘鹏飞 房县一中 房县土城镇黄泥沟村5组刘吉贵 房县土城镇黄泥沟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9 张炎炎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胡 5组张志兴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胡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8 余静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磨石 1组2号余兴宏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磨石 1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7 李艳萍 房县一中 房县沙河乡五塘村2组7号李配成 房县沙河乡五塘村2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4 邓欣悦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三海陈丽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三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3 胡敏 房县一中 十堰市大木厂镇桥梁村胡士根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2 陈梦媛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阳坪王关荣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阳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8 李月 房县一中 房县白鹤乡天池庙村1组李海 房县白鹤乡天池庙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7 王泽勇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东 3 号王家成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东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6 席鑫慧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乡孙家 1 组6 号席文娥 十堰市房县白鹤乡孙家 1 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4 张玉生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彪虎 4组张伟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彪虎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3 马林琳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九道乡八里 1组马畔志 十堰市房县九道乡八里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2 高海燕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何村高亮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何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3 戢仕炀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白露 2组（唐 2 号）戢凡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白露 2组（唐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2 杜少钦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花宝 7组1 号杜德辉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花宝 7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0 刘渊博 房县一中 房县房县青峰镇青峰大 6 号高玲 房县房县青峰镇青峰大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9 王洁宇 房县一中 化龙堰镇桃园沟村1组王平 房县化龙堰镇桃园沟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1 陈金鑫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三海陈前进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三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7 邓婷婷 房县一中 房县军店镇指北村5组1 号吴德成 房县军店镇指北村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3 杨俊垚 房县一中 房县十堰市房县红塔镇 8 号付家梅 房县十堰市房县红塔镇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5 邓汕武 房县一中 房县十堰市房县红塔镇 6 号邓德基 房县十堰市房县红塔镇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3 杨慧玲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向家 2组9 号杨付臣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向家 2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8 张士荣 房县一中 房县十堰市房县白鹤镇 1组5号张吉业 房县十堰市房县白鹤镇 1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6 王雨泽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通省 2组1 号王友学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通省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5 蒋仁豪 房县一中 白鹤镇长龙堰村1组49号蒋磊 白鹤镇长龙堰村1组4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4 李家勇 房县一中 房县十堰市房县土城镇 2组3 号李定军 房县十堰市房县土城镇 2组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3 谭琰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七里杨蕊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七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2 代齐鑫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龙王 5组3 号齐大兵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龙王 5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8 邢强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东沟 2组邢敦喜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东沟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7 常晶晶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东街第一居 3 号常海昌 房县城关镇东街第一居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6 王垭坭 房县一中 红塔乡李家湾村 冯玉平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李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4 王鑫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高 3组唐红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高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2 王盛弟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炳公 6组3 号张琴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炳公 6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0 李俊晗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乡东浪 1 组2 号李成虎 十堰市房县白鹤乡东浪 1 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8 祁鑫霁月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联观村二组戢运萍 房县城关镇联观村二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2 杨太旭 房县一中 房县土城镇堤坪铺村2组8 号杨国华 房县土城镇堤坪铺村2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7 任佳佳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花楼 4组2 号任传平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花楼 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6 许唯佳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旱粮 1组2 号付琼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旱粮 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4 袁文可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环城 1 号袁锐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环城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3 宋瑞雪 房县一中 城关镇南街居委会南街李金枝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南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1 张鑫宇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白露镇东浪徐萍 十堰市房县白露镇东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0 袁旭 房县一中 房县土城镇堤坪村1组袁文成 房县土城镇堤坪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7 李润琪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李堰 3组5 号李操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李堰 3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6 王淳溪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堰河汪华梅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堰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1 汪莹莹 房县一中 化龙堰镇汤峪河村4组2 号汪爽爽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汤峪 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6 马文姣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铺沟 7号向启惠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铺沟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4 彭雨欣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北街第一居 2 号彭德武 房县城关镇北街第一居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3 申凤炎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乡解家 5组雷仁燕 十堰市房县白鹤乡解家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2 曾晓宇 房县一中 房县沙河乡鹰咀石1组1 号曾有贵 房县沙河乡鹰咀石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0 刘金凤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尹吉甫镇榔 2 号罗正菊 十堰市房县尹吉甫镇榔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9 邓莹 房县一中 房县军店镇军店街社区 4组邓子贵 房县军店镇军店街社区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7 李杨 房县一中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崇李家超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5 金万煇 房县一中 房县白鹤乡伏溪村6组宋华香 房县白鹤乡伏溪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2 卢琪 房县一中 房县门古寺镇胡家街村3组卢玉 房县门古寺镇胡家街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1 屈新国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姚坪镇屈家陈艳 十堰市房县姚坪镇屈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6 刘梦婷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古刘艮波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2 丁章壄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塘埂孙前云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塘埂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4 许志浩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塘溪村许家许爱华 十堰市房县塘溪村许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8 宋丽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解家宋士林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解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9 候敏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竹园 3 号李德菊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竹园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8 孙维强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通省 2 号孙前荣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通省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7 汪欣怡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桃园 2 号汪丽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桃园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6 蒋菲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屈家 2组蒋元富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屈家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1 岳涛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新建村 岳建举 房县茅山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5 曹樊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上龛乡范家曹义双 十堰市房县上龛乡范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0 聂金莲 房县二中 窑淮镇窑场村五组 聂继娟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8 李梦浩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上营 3组1 号李定红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上营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6 方鑫 房县二中 红塔乡高坡村1组 赵开云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高坡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4 胡阳春 房县二中 大木厂镇桥梁村 胡修兵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4 彭思美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狮彭勇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狮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3 陈雪竹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回龙乡黑獐陈定 十堰市房县回龙乡黑獐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9 刘兵佩 房县二中 湖北胜实验室房县门古 1组昝琴 门古寺镇东河村1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8 杨德兵 房县二中 中坝乡龙滩村二组 杨奎 房县中坝乡龙滩村二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7 赵欣语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上龛乡湖溪李国清 十堰市房县上龛乡湖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6 邓杼丽 房县二中 房县城关镇桃园村1组邓群 房县城关镇桃园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5 李思羽 房县二中 城关镇炳公七组89号张运芬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炳公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2 陈繁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朱湾陈斌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朱湾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0 杜继鑫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花宝 8组1 号杜敬康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花宝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9 吴菥 房县二中 房县青峰镇峪坪河村1组3号吴有军 房县青峰镇峪坪河村1组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7 杜馨怡 房县二中 大木厂镇刘家湾 杜昌平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5 华蓥 房县二中 姚坪乡西坡村 华清斌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西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4 曹毅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清河 2号曹光安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清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3 肖林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桂坪村3组母亲 十堰市房县桂坪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1 陈永超 房县二中 城关镇丁字街24号 陈德春 房县青峰镇梅花村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0 张金涛 房县二中 城关镇莲花村五组24号张家勇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莲花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0 陈文磊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新城沈永莲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新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2 周永康 房县二中 房县九道乡义渡坪村4组全菊 房县九道乡义渡坪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7 张娜 房县二中 红塔乡双溪村2组029号金华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双溪 2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5 张慧 房县二中 红塔镇况营村二组 张余明 房县红塔镇况营村二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7 李玉玲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磨石李玉玲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磨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3 李娜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卧牛 6 号段永梅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卧牛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1 戢佳怡 房县二中 野人谷镇鱼鳃村2组 戢辉 十堰市房县桥上乡鱼鳃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0 蔡玉丽 房县二中 门古寺镇黄柏沟村1组蔡国全 十堰市门古寺镇黄柏沟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2 徐珂 房县二中 土城镇塘埂村六组 徐明岳 土城镇塘埂村六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8 刘冰茹 房县二中 房县化龙堰镇古城村5组2 号昝小艳 房县化龙堰镇古城村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5 朱墨若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秦 2组王进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秦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2 郭云云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五姜杏云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9 江馨怡 房县二中 门古寺镇仙家坪村三组江成军 门古寺镇仙家坪村三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6 余锦辉 房县二中 房县朱湾村2组 余清华 房县朱湾村2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1 蒋倩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项父亲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0 罗思煜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窑场 4组罗胜高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窑场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9 许志锋 房县二中 房县白鹤镇白鹤观村3组许立平 房县白鹤镇白鹤观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6 莫爽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陡口河村六莫仕平 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4 肖雨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八 2组肖广忠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八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1 高陈宇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党家 4组4 号陈明林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党家 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9 章欣怡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中坝乡下坝章日东 十堰市房县中坝乡下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1 唐鑫成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巨秦立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8 何中原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中坝乡下坝何林 十堰市房县中坝乡下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7 刘悦 房县二中 房县青峰镇白马山村1组刘川金 房县青峰镇白马山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6 陈瑶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草乔启华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5 周江浩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龙王王玉娥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龙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9 孙义权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双溪黄朝艳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双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0 王安军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九道乡关坪 2组黎仕英 房县九道乡关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9 万杨杨 房县二中 房县土城镇花楼门村8组4 号杨蕊 房县土城镇花楼门村8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8 杨新悦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何家 1组杨闯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何家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6 易盼 房县二中 房县野人谷镇七里村3组1 号刘志艳 房县野人谷镇七里村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7 江乐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大肖琴 十堰市大木厂镇大木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2 周晓悦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高山 1 组周永春 房县军店镇三溪沟村1 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1 刘远晖 房县二中 房县姚坪乡肖家村4组1 号刘升华 房县姚坪乡肖家村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3 魏梓涵 房县二中 土城镇葛坪河村四组 魏金成 土城镇葛坪河村四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9 薛丽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乡界山 5组7 号薛治平 十堰市房县窑淮乡界山 5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1 屈永军 房县二中 姚坪乡化口村一组18号屈光文 房县姚坪乡化口村一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9 赵月 房县二中 尹吉甫镇沈家湾村1组2 号张从梅 十堰市房县尹吉甫镇沈 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8 朱华媛 房县二中 房县门古寺镇项家河村2组谢光燕 房县门古寺镇项家河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6 昝玉洁 房县二中 汤峪河村9组 昝启进 十堰市房县汤峪河村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5 赵雪 房县二中 尹吉甫镇沈家湾村1组2 号张从娥 十堰市房县尹吉甫镇沈 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8 邓丽珺 房县二中 白鹤镇石堰河村王家湾3组邓桂春 房县白鹤镇石堰河村王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7 周磊 房县二中 房县白鹤乡东浪村1组5 号周光军 房县白鹤乡东浪村1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6 王相奎 房县二中 房县青峰镇杨家院村1组1 号王成兵 房县青峰镇杨家院村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4 谢灿 房县二中 上龛乡二荒村1组 裴丽 十堰市房县上龛乡二荒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3 王泽民 房县二中 房县桥上乡东坪村4组王家龙 房县桥上乡东坪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1 张沣 房县二中 房县大木厂镇八里坪村2组张行柱 房县大木厂镇八里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5 董成文 房县二中 房县作峪沟村6组 董学兵 房县作峪沟村6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4 尤俊杰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甘 1组尤天斌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甘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3 何傲奇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高桥 4组4 号张梅凡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高桥 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2 昝振宇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汤 8组4 号昝凯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汤 8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1 晏晓芳 房县二中 房县土城镇白鸡铺3组晏谊华 房县土城镇白鸡铺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0 陈雪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 陈秀林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8 程韩 房县二中 房县门古寺镇胡家街村4组程学林 房县门古寺镇胡家街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6 谢俊俊 房县二中 房县野人谷镇千坪村2组2 号陈云 房县野人谷镇千坪村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0 张双双 房县二中 房县青峰镇台口村1组1 号孟祖梅 房县青峰镇台口村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7 李心如 房县二中 房县红塔镇朱湾村八组1 号张孝燕 房县红塔镇朱湾村八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6 吴善娇 房县二中 房县土城镇土城村四组吴作越 房县土城镇土城村四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1 张浩 房县二中 房县野人谷镇西坪村二宋学平 房县野人谷镇西坪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0 王娇娇 房县二中 房县五台乡三里坪村龙 3组5 号王朴贵 房县五台村三里坪村龙 3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6 罗希琳 房县二中 房县军店镇指北村2组7 号罗良明 房县军店镇指北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1 晏丽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仓钱保平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8 庞欣悦 房县二中 军店镇何家村13组 陈青华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何家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5 谭猛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九道乡瓦房谭天明 十堰市房县九道乡瓦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3 董思雨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长龙董发成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长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5 胡锐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中坝乡下坝 2组胡发财 十堰市房县中坝乡下坝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1 杨凤琴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阳坪戈如香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阳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0 邓敏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邓家 3组5 号邓兆川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邓家 3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9 张榕 房县二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铺沟 4组昝继梅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铺沟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7 张小艺 房县二中 红塔镇古桥村三组73号刘小丽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古桥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4 赵雪姣 房县一中 房县 赵国军 房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3 马小欢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双庙马风莲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双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2 魏朋菊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白鸡 5组1 号魏军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土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0 李红霞 房县一中 房县军店镇土坎村4组李朋 房县军店镇土坎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9 郭傲雪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月明郭进国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月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8 吴雪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月吴绍越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7 袁新宇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赤岩袁道宏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赤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6 赵文君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明月 8组赵春波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明月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1 邢明珠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古邢敦勇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9 李定坤 房县一中 房县化龙镇高桥村 昝续莲 房县化龙镇高桥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3 罗旭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窑场 2组1 号罗奇 十堰市房县窑淮乡窑场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1 王陈悦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通省王传青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通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0 莫雯慧 房县一中 湖北房县青峰镇环城路9 号2单 2 室莫金华 湖北房县青峰镇环城路9 号2单 2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9 赵梦涵 房县一中 房县红塔镇古桥村5组2 号卢鑫焱 房县红塔镇古桥村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8 叶栢皓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白路村1组叶科绍 房县城关镇白路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6 江新玉 房县一中 房县土城镇花楼门村6组8号江定明 房县土城镇花楼门村6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5 徐丹 房县一中 门古寺镇巨峪村3组 徐远兵 门古寺镇巨峪村3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4 刘冰宜 房县一中 化龙堰镇作裕村四组6号刘明磊 房县化龙堰镇作裕村四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3 陈雅雯 房县一中 房县回龙乡古桥沟村2组4 号陈传静 房县回龙乡古桥沟村2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2 沈梦晗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南潭 4组5 号沈永泉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南潭 4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0 高欢欢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木高兴得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8 金堰柳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中堰金世兵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中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7 付巧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东杨代慧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6 龚金丽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白马沟村4组3 号张玉琴 房县青峰镇白马沟村4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2 杨莹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 6组5 号杨先锋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 6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1 曾子涵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中西关第一曾裕宏 房县城关镇中西关第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30 雷晶晶 房县一中 房县城关镇莲花村1组6 号雷长东 房县城关镇莲花村1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9 钟秀敏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 钟志荣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8 刘宇馨 房县一中 房县青峰镇龙王沟村7组1 号刘庆斌 房县青峰镇龙王沟村7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7 张静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长峪 1组张程明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长峪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5 杨星星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何村杨祖山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何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4 陈璐 房县一中 房县红塔镇营盘村五组2 号邹凤琴 房县红塔镇营盘村五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3 杜姗姗 房县一中 房县姚坪乡姚坪村1组陈少珍 房县姚坪乡姚坪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22 李静 房县一中 房县中坝乡三溪村1组7 号李佐 房县中坝乡三溪村1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9 李飞 房县一中 房县 李如明 房县青峰镇东西店村3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8 邓欣茹 房县一中 房县军店镇三溪沟村2 组邓尚斌 房县军店镇三溪沟村2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7 昝越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上父亲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6 章宇红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长峪 1组5 号章善文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长峪 1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5 昝娜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铺沟 4 号昝继奎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铺沟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3 周鑫鑫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小西周天宏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小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2 余金雁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台口 1号余洪房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台口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1 程星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股 2组1号马世军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股 2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9 陈雪丽 房县一中 房县门古镇红莲村 陈义平 房县门古镇红莲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8 张悦 房县一中 房县回龙乡红旗村1组5 号谢艳艳 房县回龙乡红旗村1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7 宦晓阳 房县一中 房县桥上乡驼鱼河村4组4 号宦玉友 房县桥上乡驼鱼河村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5 项圆圆 房县一中 房县野人谷镇鱼腮村3组4号项立新 房县野人谷镇鱼腮村3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4 郭晓芹 房县一中 房县红塔镇旱粮良种场1组0 号卢清云 房县红塔镇旱粮良种场1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3 周田甜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竹园田茂兰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竹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2 李晓璐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三海 2组杜勤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三海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00 李萍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通省 2组李文均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通省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7 顾晨露 房县一中 房县军店镇中村村3组5 号陈运芝 房县军店镇中村村3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6 黄晓蕊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木龚国芝 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5 柳俊杰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市镇红柳中华 十堰市房县门古市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0 杜思宇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马栏 8 号杜启斌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马栏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8 何湘钰 房县一中 房县红塔乡谢家湾村7组0 号叶聪香 房县红塔乡谢家湾村7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3 王雅琪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通省 1组王德勇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通省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2 赵梦麟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尹吉甫镇榔 3组8 号赵国平 十堰市房县尹吉甫镇榔 3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1 刘燕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刘家刘清海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刘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8 刘敏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界山 1组宋雄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界山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7 蔡宇 房县一中 房县窑淮镇淮水村5组蔡龙 房县窑淮镇淮水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4 杨堂政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火光谢清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火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3 汤粤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北街2组2 号汤世勇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北街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2 江志强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高川江华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高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0 晏婷婷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九道乡咸池晏大银 十堰市房县九道乡咸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9 戢静雯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白路 1 号戢小建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白路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5 易晓玲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青峰李有云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青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7 岳绪炀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茅山 1 号岳健新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茅山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4 陈玉婷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晓阳陈科恒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晓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90 付心如 房县一中 城关镇联观村三组 戢林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联观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7 熊丹红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指北 4组5号熊爱明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指北 4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86 宋博玲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中村 1 组刘春莲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中村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8 张金翼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三海 6 号张士博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三海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6 袁鑫怡 房县一中 房县中坝乡胡湾村四组袁关普 房县中坝乡胡湾村四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5 刘媛媛 房县一中 湖北十堰房县青峰镇刘刘庆昌 湖北十堰房县青峰镇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1 王毓琳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狮王家强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狮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70 杨鑫雨 房县一中 房县九道乡卸甲坪1组2 号龚举先 房县九道乡卸甲坪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7 任紫晖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上茅 1 号任荣中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上茅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4 陆俊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草 6组陆龙平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草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63 孙婧雯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三海戢运玲 房县十堰市城关镇三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7 郭胜男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陈家刘芬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陈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5 陈坤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门古镇胡家陈志运 十堰市房县门古镇胡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2 王佳琪 房县一中 十堰市土城镇大河村三王启明 十堰市土城镇大河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51 何平 房县一中 十堰市化龙堰镇古城村操中梅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9 张稳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上龛乡仓坪 6 号曹道英 十堰市房县上龛乡仓坪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8 段文倩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白鸡段少成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白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46 于佩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大 2组于兴华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大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5****16 龚晓凡 房县一中 门古镇狮子岩村4组63号龚立平 门古镇狮子岩村4组6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4 李品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金李纯华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6 张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二张明满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4 吴靖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花吴绪保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6 明晓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示范明昌玖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示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9 杨媛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西 1组9号杨昌林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西 1组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8 何晓雯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龙堰村2组1 号何衍奎 竹溪县蒋家堰镇龙堰村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7 陈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秋沟村6组陈功伟 竹溪县蒋家堰镇秋沟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6 周煊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龙 1 号李德英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龙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5 张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双 4组张云林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双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4 谢亚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双河村6组2号陈远德 竹溪县天宝乡双河村6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8 高红燕 竹溪县教育考试中心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7组高颖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6 邓小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界梁村3组5号邓顺明 竹溪县丰溪镇界梁村3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9 李巍 竹溪县第二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土 5组李家根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土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7 汪宗燚 竹溪县第二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乡板 2组汪远平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乡板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1 严锦 竹溪县第二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胡柳树村2组严共奎 十堰市竹溪县胡柳树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0 王然 竹溪县第二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6组4 号王正军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6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0 杜福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船丰村6组5 号刘玉琴 竹溪县汇湾乡船丰村6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7 徐继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鸳鸯池村1组徐大海 竹溪县水坪镇鸳鸯池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5 罗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青 7组罗述舞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青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0 高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桃花山村2组2 号高卫平 竹溪县丰溪镇桃花山村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7 汪娴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岳王庙肖玉芬 竹溪县蒋家堰镇岳王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6 黄胜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 8 号黄国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5 伍源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青伍先升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3 蔡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红 9组蔡光富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红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2 刘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洞宾口村2组6号刘道银 竹溪县丰溪镇洞宾口村2组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8 龚杜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向坝乡高泉村三龚德兵 竹溪县向坝乡高泉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7 贺欣瑞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莲花村5组贺昌明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6 严利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水坪镇向家汇村1组 严尚清 水坪镇向家汇村1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5 余牧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烧田坝村 2号陈红 十堰市竹溪县烧田坝村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4 操传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镇麻操道理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镇麻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3 尹弘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乐朱金秀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乐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2 刘晓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红丰村一刘喜民 竹溪县县河镇红丰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1 陈思凯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锋镇中锋观村陈国祥 竹溪县中锋镇中锋观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0 贺茂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朱 1 组贺德智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朱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8 周晓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向周艳宜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7 张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乡鲁 5组吴立前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乡鲁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6 顾盼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梧 3组顾良贵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梧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5 王火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新王德民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乡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4 杨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朝阳洞村 6 号闵庆财 竹溪县丰溪镇朝阳洞村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3 邹金祥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洛家河村6组邹蔚平 竹溪县水坪镇洛家河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2 师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兵营镇明家梁村 师利青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镇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1 谢晓楠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中原村4组1 号谢志慧 竹溪县蒋家堰镇中原村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0 程兴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3 号程龙廷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9 陈巍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关垭子 6组2 号陈受江 竹溪县蒋家堰镇关押子 6组2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7 汤静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锋镇中梁村1组汤守贵 竹溪县中锋镇中梁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5 刘东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竹溪县中峰镇小 3组梅艳 竹溪县中峰镇小南沟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4 刘迎春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蔡坝街1 号刘传宝 竹溪县天宝乡蔡坝街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3 张婷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丰溪镇洞宾口村2组37号张鑫 丰溪镇洞宾口村2组3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1 徐宁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肖徐远玉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肖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0 田志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彭裕沟村敖传良 十堰市竹溪县彭裕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9 梁钱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桃源乡桃源村5组梁伦军 竹溪县桃源乡桃源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8 沈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杨家坪村7组1号沈正东 竹溪县天宝乡杨家坪村7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6 崔锺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长 3组崔旭文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长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5 甘子逸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大南沟村甘期升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3 柯国庆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凡柯善钢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2 万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汤家坝村万克学 竹溪县中峰镇汤家坝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0 付伟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吴付成勇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9 沈振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洞沈亿平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8 张云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乡紫金洞村2组5 号张林青 竹溪县紫金洞村2组5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7 程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小田坝村6组程道忠 竹溪县县河镇小田坝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6 黄角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温泉沟村3组8 号黄家庆 竹溪县城关镇温泉沟村3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5 郑红红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梨树湾村郑在意 竹溪县水坪镇梨树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3 徐小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镇顺 1组3 号徐志清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镇顺 1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2 郑旭民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8 号郑自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1 郭元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观 3号1栋饶玲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观 3号1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8 周发章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双竹林场 1组周仕相 竹溪县水坪镇双竹林场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6 张雅楠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黄土岭 2组张胜开 竹溪县蒋家堰镇黄土岭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5 张华松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镇小河口村9组梁祖建 竹溪县汇湾镇小河口村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3 岳宇轩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双岳昌林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9 叶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乡新发茶场5组叶庆国 竹溪县新洲镇新发村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8 杨待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州镇观音堂村5组杨先明 竹溪县新州镇观音堂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6 徐梁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关垭子 6组1 号徐宗祥 竹溪县蒋家堰镇关垭子 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4 熊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坪乡堰青村1组4 号熊词奎 竹溪县鄂坪乡堰青村1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3 伍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镇青山村4组伍先春 竹溪县汇湾镇青山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2 吴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邓家坝村3组6号吴永祥 竹溪县中峰镇邓家坝村3组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1 王意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王辉达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9 王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观音阁村2组杨婀嫪 竹溪县城关镇观音阁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8 王佳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 5组王全林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7 汪仁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团结村2组汪高民 竹溪县汇湾乡团结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6 汪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乡新发茶场汪吉章 竹溪县新洲乡新发茶厂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4 全波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桃源乡桃源村4组全德伦 竹溪县桃源乡桃源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3 秦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船形寨村秦振兵 竹溪县水坪镇船形寨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2 彭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小坝子 6组彭成立 竹溪县蒋家堰镇小坝子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1 明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祠村2组明昌领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祠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0 明梦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 2组明邦先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8 刘智攀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 2 号万龙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6 李文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刘家湾村1组李成 竹溪县中峰镇刘家湾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5 李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堰李保章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4 李吉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红李红喜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2 柯一红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 号柯美国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1 金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观音阁村1组汤艳丽 竹溪县城关镇观音阁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9 华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中原村2组6 号华成国 竹溪县蒋家堰镇中原村2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8 何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康家岭村2组何秀军 竹溪县水坪镇康家岭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2 陈肸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黄龙村1组陈明超 竹溪县水坪镇黄龙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0 陈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西桥村陈兴兵 竹溪县蒋家堰镇西桥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6 敖珊山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洞沟河村6组7 号敖传高 蒋家堰镇洞沟河村6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8 田光淼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花田耀贵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6 钱先富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天宝乡小桂村3组 钱从树 天宝乡小桂村3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2 刘千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峰镇青草坪六组 刘江林 中峰镇青草坪六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1 李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万丽英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9 余奕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组余忠友 竹溪县蒋家堰镇阳坡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7 汤明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梅汤学华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6 杨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芦沟口村6组8号杨林 蒋家堰镇芦沟口村6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4 付明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阎坝村六付成修 竹溪县水坪镇阎坝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3 程海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镇草场坝村1 组程兵 竹溪县龙坝镇草场坝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1 张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天宝乡老庄子村一组1号张付林 天宝乡老庄子村一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8 柯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小河边村7组柯勇 竹溪县水坪镇小河边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7 张丙来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蔡 8 号张吉兵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蔡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1 徐万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3 号徐宗明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9 汤定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烧田村2组汤勇 十堰市竹溪县烧田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8 洪明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朝阳村六洪自军 竹溪县中峰镇朝阳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6 黄炎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灌沟村3组郭金奎 竹溪县中峰镇灌沟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5 刘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红丰村一刘美柱 竹溪县县河镇红丰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1 李建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李胜波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0 陈少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乡贺 1组3 号陈龙兵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乡贺 1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8 毛文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镇小河口村1组王昌平 竹溪县汇湾镇小河口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7 谭静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镇小河口村谭安贵 竹溪县汇湾镇小河口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6 姜国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天宝乡炬光村2组 姜树帮 天宝乡炬光村2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4 王丽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大 4组童艳平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大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3 王延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蒋家堰 4组王磊 竹溪县蒋家堰镇蒋家堰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2 魏学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 号万艳平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1 张成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大东沟村六组张才朋 蒋家堰镇大东沟村六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0 张吉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向坝乡双桥村1 组张有能 竹溪县向坝乡双桥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9 杨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锋镇三合农场杨家才 竹溪县中锋镇三合农场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8 黄灿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花桥寺村2组黄春荣 竹溪县中峰镇花桥寺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7 汤晶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烧汤守全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6 陈方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兵营乡罗汉湾村陈竖平 竹溪县兵营乡罗汉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4 周章彬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东寨村5组周绍锋 竹溪县水坪镇东寨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2 夏健云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5组夏昌富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1 何方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向坝乡高泉村3组何叶祥 竹溪县向坝乡高泉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9 李益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李代明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6 张彩霞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3组1 号张吉云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4 叶雯雯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守王衍珍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3 黄宏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小 5组黄朝国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小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0 周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三 2组周昌海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三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5 卢修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大东沟 2组卢大新 竹溪县蒋家堰镇大东沟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4 秦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观音阁路2 号罗显翠 十堰市竹溪县观音阁路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2 王思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彭裕沟村6组王大平 十堰市竹溪县彭裕沟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1 李佳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龚国成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7 王蓉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鹰 2组王洪平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鹰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6 王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烂 3组王承明 十堰市竹溪县新州镇烂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4 郭玲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郭联合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3 田佳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镇柳丰村2组田军章 竹溪县汇湾镇柳丰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1 姜东方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洛 1组姚兴文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洛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0 邓龙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龙滩街1 号邓永国 竹溪县天宝乡龙滩街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9 夏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向夏道礼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8 王思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中峰镇青草坪村3组郭承兰 十堰市中峰镇青草坪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7 罗作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富强村5组李艳 竹溪县蒋家堰镇富强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4 胡霞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大 3组胡光平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大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3 邹慧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同 2组甘秀芝 竹溪县中峰镇同庆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2 周佩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阎周益华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1 肖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富 1组2 号肖高怀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富 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0 李宗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李光兵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9 梁明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富强村7组 梁承华 蒋家堰镇富强村七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7 蔡英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小河口村7组蔡洛朝 竹溪县汇湾乡小河口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3 李启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6组李才亮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2 张世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东桥村4组张玉生 竹溪县蒋家堰镇东桥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0 马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前进村4组马传华 竹溪县水坪镇前进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9 汤淼易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锋镇同 2组汤红菊 十堰市竹溪县中锋镇同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8 柏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兵营乡登高村1组5 号柏元文 竹溪县兵营乡登高村1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6 张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东风村5组刘秀兰 竹溪县城关镇东风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3 余金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沙 9组余以山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沙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2 柯丹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组9 号柯玉福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0 李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 1 组李峰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9 黄治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杜家沟村黄龙杰 竹溪县水坪镇杜家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8 代红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高桥村9组9号代时奎 竹溪县天宝乡高桥村9组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7 王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蒋家堰 6组4 号王成东 竹溪县蒋家堰镇蒋家堰 6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6 田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坪乡唐家畈村2组2 号田家兴 竹溪县鄂坪乡唐家畈村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5 吴玉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杜家沟村3组吴乐中 竹溪县水坪镇杜家沟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3 陈红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黄田湾村5组陈奎 竹溪县水坪镇黄田湾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2 徐坤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白鸡垭村7组4号徐尚金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1 左佩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乡孟家渠区3组7 号。左传华 竹溪县孟家渠区3组7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0 张燕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纸 1组张洪友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纸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9 王娅雯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青草坪三 1 号王小国 竹溪县中峰镇青草坪三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8 李晓波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后坝村一李新驰 竹溪县城关镇后坝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7 翁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乡烂泥湾村2组翁德安 竹溪县新洲乡烂泥湾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6 郑晓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田垭村5组郑伦林 竹溪县水坪镇田垭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5 彭格李拉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羊 3组李祖梅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羊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4 黄瑞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花黄朝贵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3 段金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邓 1组段万立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邓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1 肖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塔二湾村邹翠芬 竹溪县水坪镇塔二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0 黄浩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后 6组黄志刚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后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9 余德水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梨王衍仁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8 席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镇商业街5 号席大文 竹溪县新洲镇商业街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7 刘嘉妮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镇孟家渠村2组8 号刘希智 竹溪县新洲镇孟家渠村2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5 韩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桃 2组1 号韩世付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桃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4 杨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杨良成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3 甘正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甘家岭四谢韦 十堰市竹溪县甘家岭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1 莫宇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洞沟河 4组8 号莫必耀 竹溪县蒋家堰镇洞沟河 4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0 龙进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朝 9组龙天明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朝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9 赵钟炀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仁家沟村1组赵继华 竹溪县县河镇仁家沟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5 付俊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同付成全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4 饶志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3组饶友平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3 柯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青山村5组柯玉华 竹溪县县河镇青山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2 郑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3 号郑正红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1 田东章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鄂坪乡唐 2组4 号田文军 十堰市竹溪县鄂坪乡唐 2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0 刘楠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湾村3组曾庆华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湾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9 杨少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7 号杨仁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7 杨俊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甘 6组杨华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甘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6 李思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纪家山村2组李维明 竹溪县水坪镇纪家山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4 汤浩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麻河塘村2组李远琳 竹溪县水坪镇麻河塘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2 许博皓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 号许成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1 汤松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长 6 号汤守平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长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0 王景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桃源乡茂古坪村3组王兴山 竹溪县桃源乡茂古坪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9 邹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长 2组徐萍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长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8 李宗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寺沟村三李承兵 竹溪县中峰镇寺沟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7 张忠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乡罗张丙武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乡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6 童雅彬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康童兴成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5 郭彬瑞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鹰咀石村4组汤守菊 竹溪县中峰镇鹰咀石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4 张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新民路5 号张发荣 竹溪县城关镇新民路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3 曾小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前 5组曾宪真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前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2 刘梦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龙滩村4组刘兴桂 竹溪县天宝乡龙滩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9 方宇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小河边村4组罗艳菊 竹溪县水坪镇小河边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8 杨利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荣 4组杨正勇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荣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5 姜小龙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同庆沟村6组黄军 十堰市竹溪县同庆沟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4 赵雪雁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前赵勇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前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3 杨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城关镇观音阁村三组 杨习辉 城关镇观音阁村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1 刘玉琴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乡同刘合明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乡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0 吴佳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邓家坝村3组吴代根 竹溪县中峰镇邓家坝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9 谢奇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锋镇梅探沟5组汤小艳 竹溪县中锋镇梅探沟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7 周宝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前周金洋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前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4 汤馨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石板桥村王延平 竹溪县中峰镇石板桥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3 邓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八宝山村一组 邓太魁 竹溪县八宝山村一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2 程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镇烂泥湾村1组3 号程时文 竹溪县新洲镇烂泥湾村1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1 钱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募缘村六柯玉军 竹溪县县河镇募缘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9 权明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方家河村3组权鹏 竹山县秦古镇方家河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7 李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 3组周爱荣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6 毛如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湾村2组毛光胜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湾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5 夏博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康家岭村夏爱平 竹溪县水坪镇康家岭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3 李晓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杜家沟村2组李周富 竹溪县水坪镇杜家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9 肖碧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东风村四肖祖万 竹溪县城关镇东风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8 孙宇涵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双 3组孙延平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双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7 钱委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桃源乡桃源村2组4 号钱从海 竹溪县桃源乡桃源村2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4 陈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花屋院 4组6 号陈重显 竹溪县蒋家堰镇花屋院 4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2 郭炎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灌沟村三郭国春 竹溪县中峰镇灌沟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1 明柄钱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大路沟村1组明昌金 竹溪县县河镇大路沟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9 俞婷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镇汪家坪村3组俞青华 竹溪县龙坝镇汪家坪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8 冯方宝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杜 4组冯振银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杜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5 陈镕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黄土岭 2组3 号梁金华 竹溪县蒋家堰镇黄土岭 2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3 李玉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杨吴应菊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8 周树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1 组周元国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7 金正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堰丰村3组金忠华 竹溪县汇湾乡堰丰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4 周亚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彭峪沟村1组5 号周明成 竹溪县中峰镇彭峪沟村1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3 王鸿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烧田村五 1 号王兵 竹溪县城关镇烧田村五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2 刘朝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枫树岭刘启华 竹溪县蒋家堰镇枫树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1 刘文斌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 号刘克勤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0 吴传隆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李金华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8 朱小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泉溪镇石板河村 朱兴汉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石 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7 朱明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田朱志根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6 周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洞周从军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2 杨臣逸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 3组 7栋2号杨超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 3组 7栋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1 徐嘉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樟扒沟村徐智友 竹溪县中峰镇樟扒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7 夏玉春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1 号曹秀兰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6 夏龙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新明路2 号夏昌全 竹溪县城关镇新明路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5 吴志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邓吴代立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4 吴幽若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青草坪7组吴世海 竹溪县中峰镇青草坪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3 王宗根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乡吴坝村一王茂奎 竹溪县龙坝乡吴坝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0 王荣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黄冯香芝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9 唐国荣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廖唐仁杰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廖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8 唐东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峰镇樟扒沟村6组 汤玉芳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樟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6 汤广达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梅探沟村 2组廖清林 竹溪县中峰镇梅探沟村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3 明浩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明磊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1 孟宸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洞子沟村4组孟华国 竹溪县水坪镇洞子沟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4 李兴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兰 3组李堂坤 竹溪县天宝乡兰池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3 李鑫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镇廖家岭村李波 竹溪县龙坝镇廖家岭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1 李瑞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黑龙洞 5组李荣海 竹溪县蒋家堰镇黑龙洞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9 李皓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6组李玉才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8 李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猫子沟 1组李代奎 竹溪县蒋家堰镇猫子沟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6 孔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菜 2组孔令毕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菜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5 柯嘉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7组吴艳琴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3 姜光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红光村2组姜伟 竹溪县城关镇红光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2 贾勤裔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1 组刘科芝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7 甘雨杭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甘甘少根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6 付文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阎家坝村6组付修志 竹溪县水坪镇阎坝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5 冯慧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石板桥村3组冯开荣 竹溪县中峰镇石板桥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4 邓心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邓家坝村李桂芝 竹溪县中峰镇邓家坝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1 陈双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乡张家坝村2组陈宗平 竹溪县新洲乡张家坝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0 陈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邓家坝村2组王华 竹溪县中峰镇邓家坝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9 陈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秦 1组刘玉林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秦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6 方婕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富溪村村方家琦 竹溪县县河镇富溪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4 甘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泉溪镇杨家扒综甘启德 竹溪县泉溪镇杨家扒综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3 丁心如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祠一丁林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祠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2 李苹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桃 6组谭学玲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桃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1 祝新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杨祝正坤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9 刘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松蒋波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松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8 欧阳静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洞沟河 1 号欧吉友 竹溪县蒋家堰镇洞沟河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7 侯舒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锋镇梅 3 号汤金艳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梅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5 王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茅王世兵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4 方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 5组方孝军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3 龚红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黑龙洞龚承玉 竹溪县蒋家堰镇黑龙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2 严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花 3组易元美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花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1 张秋香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庙张超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7 张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 5组4 号张子林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 5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6 雷欢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兵营乡登高村4组1 号雷成付 竹溪县兵营乡登高村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5 石耀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洞 1组张益翠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洞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4 师正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田师历平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3 方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烧 3组方孝安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烧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2 汤代理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兵营乡银杏村4组汤万民 竹溪县兵营乡银杏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1 黄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青 2组1 号黄新华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青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0 谢梦园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6组李琴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9 陶燕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双 6组陶定平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双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8 施威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云台观村3组9号施玉兵 竹溪县天宝乡云台观村3组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7 魏小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同泉垭村魏启柱 竹溪县水坪镇同泉垭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4 曾慧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守 2组曾慈友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守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3 林晨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刘家湾村林友平 竹溪县中峰镇刘家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2 曹莹莹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5组柯昌菊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1 李婷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天宝乡锦源村6组 李尚贵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锦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7 龚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中峰观村3组龚扬锐 竹溪县中峰镇中峰观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6 廖义垒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镇溜口村7组廖子宏 竹溪县汇湾乡溜口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5 方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烧 3组方孝安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烧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3 唐杉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烧 1组唐代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烧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2 张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洞唐兴芳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1 张余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向坝乡金竹园村李纯英 竹溪县向坝乡金竹园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9 刘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洞沟河 5组刘明信 竹溪县蒋家堰镇洞沟河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6 沈秋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镇孟家湾村4组贺艳平 竹溪县龙坝镇孟家湾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5 周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正 4组刘德菊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正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4 邹靓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长岭村1组邹新群 竹溪县中峰镇长岭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2 袁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后坝村七彭金莲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1 尹晓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徐家沟 5组2 号黄伟 竹溪县蒋家堰镇徐家沟 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9 杨乐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镇廖家岭村9组杨忠友 竹溪县龙坝镇廖家岭村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8 杨帆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惠家沟村1组杨福飞 竹溪县县河镇惠家沟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7 颜培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颜家街村4组颜高明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5 徐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兵营镇明家梁村2组徐顺银 竹溪县兵营镇明家梁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4 熊鑫颖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蒋家堰 2组1 号王娟 竹溪县蒋家堰镇蒋家堰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3 吴泽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 3组吴恩来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2 吴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双 5组吴鹏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双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1 王衍元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梨树湾村3组王庆林 竹溪县水坪镇梨树湾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0 王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高子河村2组2 号王世海 竹溪县丰溪镇高子河村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9 王彤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青王涛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7 汪玉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芦沟口 3 号汪兆佑 竹溪县蒋家堰镇芦沟口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6 汪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 号汪爱甲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5 万尤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三坪村1组7号万祝堂 竹溪县丰溪镇三坪村1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2 师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漫液村8组师国娥 竹溪县水坪镇漫液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9 邵璐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邵运明 竹溪县县河镇县河示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8 屈秀红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乡红庙村3组代春兰 竹溪县龙坝乡红庙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7 明苗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湾村1组刘青云 竹溪县县河镇明家湾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5 卢林凌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踩新桥 3组1 号卢大明 竹溪县蒋家堰镇踩新桥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4 刘欣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梧叶子沟 5组黄玉晖 竹溪县水坪镇梧叶子沟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3 刘小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寺 2组刘汉平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寺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1 刘康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洛家河村2组刘定喜 竹溪县水坪镇洛家河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9 李志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梧叶子沟 1 组李莉 竹溪县水坪镇梧叶子沟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6 李星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双李善华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5 李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碾盘沟 1组2 号李金春 竹溪县蒋家堰镇碾盘沟 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2 李芳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洛家河村4组李先亮 竹溪县水坪镇洛家河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8 黄欣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丰黄洪成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6 何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泉溪镇成佳村2组何红翠 竹溪县泉溪镇成佳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5 付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阎 4组付贵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阎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4 封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长封瑞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2 段宗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天宝乡葛洞村口八组 段昌平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1 陈苏琴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新洲镇双龙村4组45号陈全财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双 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9 柏艳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镇荣玉村4组付全菊 竹溪县汇湾镇荣玉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8 华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小华元平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7 朱雅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坪乡大河湾村2组4 号朱名仓 竹溪县鄂坪乡大河湾村2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6 朱明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坪乡大河湾村谌德丽 竹溪县鄂坪乡大河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5 朱杭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锋镇寺朱友海 十堰市竹溪县中锋镇寺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4 周晓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溜口村8组周绍平 竹溪县汇湾乡溜口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3 钟慧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东风村6组钟建平 竹溪县城关镇东风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0 张婷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三坪村1组张光学 竹溪县丰溪镇三坪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9 张梁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坪乡小汇村3组2 号张光胜 竹溪县鄂坪乡小汇村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7 杨思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汤家坝村4组许晓荣 竹溪县中峰镇汤家坝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6 徐婷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戈边河村1组李长明 竹溪县丰溪镇戈边河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4 熊志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纪家山村2组熊海成 竹溪县水坪镇纪家山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0 王雅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丰溪村5组王三华 竹溪县丰溪镇丰溪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9 王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朱 3组王家刚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朱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8 王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镇赵 7组5 号王定军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镇赵 7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7 王梦竹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6组孟丽平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6 汪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新洲乡新发茶厂2组 汪吉章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乡新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4 汤明霞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花桥寺村6组汤学友 竹溪县中峰镇花桥寺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2 彭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踩新桥 5组3 号彭华 竹溪县蒋家堰镇踩新桥 5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1 梅霄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樟梅超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8 刘银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关垭子 3组1 号刘山明 竹溪县蒋家堰镇关垭子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6 刘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 刘修江 竹溪县县河镇红丰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4 刘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乐尹宁志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乐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2 刘乐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锋镇花 2组刘栋庭 十堰市竹溪县中锋镇花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1 刘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樟扒沟6组刘青银 竹溪县中峰镇樟扒沟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0 刘昌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取 4组刘文平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取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9 梁舒涵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梁永红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5 柯婷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镇南花村3组4号柯玉兵 竹溪县新洲镇南花村3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3 黄志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组黄胜杰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2 黄姝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吴黄春荣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0 郭应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油坊梁村5组郭祥 竹溪县水坪镇油坊梁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9 付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猫子沟村 李府荣 蒋家堰镇猫子沟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8 杜定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峰镇汤坝村三组 杜宗远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7 代小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蒋家堰镇黄石头 2敖家厚 十堰市蒋家堰镇黄石头 2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6 谌立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乡新发茶场2组谌德立 竹溪县新洲乡新发茶场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5 陈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乡张家坝1组陈映柱 竹溪县新洲乡张家坝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4 陈蕾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白鸡垭村3组7号陈光华 竹溪县天宝乡白鸡垭村3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3 陈静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小陈受礼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2 曾绍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溜 2组曾钦言 竹溪县汇湾乡溜口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7 曾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碾 1 号曾照文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碾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6 陈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三合农场1组甘少红 竹溪县中峰镇三合农场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5 李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桃源乡杨寺庙村朱元敏 竹溪县桃源乡杨寺庙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1 彭骏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彭寿安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0 王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峰镇花桥寺村六组 王大军 中峰镇花桥寺村六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9 万里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丰溪镇纸坊沟村4组4号杨秀连 竹溪县丰溪镇纸坊沟村4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8 汪晓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汪代民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6 郭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踩新桥村4组杨良荣 蒋家堰镇踩新桥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5 陈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中峰镇同庆沟村3组徐秋荣 十堰市中峰镇同庆沟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4 代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白 1组明安琴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白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2 贺柏燃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镇鲁溪沟村6组4 号贺勇 竹溪县新洲乡鲁溪沟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0 罗梦洁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泉溪镇黄柏溪村1组罗来江 竹溪县泉溪镇黄柏溪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9 谌鑫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朝 3组谌德鑫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朝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3 李玉纯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小河口村1组毛仁章 竹溪县汇湾乡小河口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2 汤靖雯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城关镇水寨村八组64号汤松林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水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9 贺茂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龙坝镇廖家岭村1组 贺德兵 龙坝镇廖家岭村1组4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8 赵盈盈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烧田村6组赵龙祥 竹溪县城关镇烧田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5 马垚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丰溪镇5组 马堂兵 丰溪镇丰溪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2 明亮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惠 3组明安庆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惠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7 刘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船形寨村1组周术秀 竹溪县水坪镇船形寨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6 毛雨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龙 6组毛千文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龙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3 梁正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大东沟村6组梁平山 蒋家堰镇大东沟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2 周雨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汇湾镇令旗沟村2组2号周鑫 汇湾镇令旗沟村2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1 连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杜连胜虎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0 李雅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大路沟村3组李章庆 竹溪县县河镇大路沟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9 王惠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天宝乡兰池村7组6号徐翠云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兰 7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5 徐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桃源乡桃源村6组 徐世波 十堰市竹溪县桃源乡桃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1 温明珠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乡孟家湾村4组温安池 竹溪县龙坝乡孟家湾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0 张炜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丰溪镇沿河路78号 张俊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沿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9 李婉祯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镇赵李承友 竹溪县兵营乡文明路3号1楼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8 陈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芦沟口 4组3 号陈诗国 竹溪县蒋家堰镇芦沟口 4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7 赵悦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兵营乡麻湾村6组赵昌柱 竹溪县兵营乡麻湾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6 陈楚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大裕沟村陈永安 竹溪县城关镇大裕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5 张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柏腊树垭 2组张炳坤 竹溪县县河镇柏腊树垭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4 王恒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王显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2 叶林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泉溪镇黄柏溪村 3 号叶孝华 竹溪县泉溪镇黄柏溪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1 黄缘缘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马黄先明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马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3 龚誉兴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镇白云寺村4组1 号龚波 竹溪县新洲镇白云寺村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6 邓心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丰溪镇丰溪街五组 陈贵兰 丰溪镇丰溪街五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4 敖伟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洞沟河村敖家周 十堰市竹溪县洞沟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2 李香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河镇示范李章保 十堰市竹溪县河镇示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6 高卫平 竹溪县第二高级中学 竹溪县兵营镇登高村5组8号高本红 竹溪县兵营镇登高村5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6 张博涵 竹溪县第二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大张领祥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0 谢心仪 竹溪县第二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小河边村4组方大财 竹溪县水坪镇小河边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9 许祚翊 竹溪县第二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乡新发茶场3组陈凤 竹溪县新洲乡新发茶场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0 叶紫嫣 竹溪县第二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岩 4组叶泽祥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岩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8 李鑫宇 竹溪县第二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板 1组李荣超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板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8 杨淑慧 竹溪县第二高级中学 竹溪县桃源乡羊角洞村3组杨秀林 竹溪县桃源乡羊角洞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3 杨坤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大杨乾顺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0 高泽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守 6组张彩红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守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9 朱晓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青 7组吴志良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青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8 周霞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庙周明华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6 翟玉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团翟龙义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乡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4 余铫鋆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水坪镇杜家沟村1组 余以强 竹溪县水坪镇杜家沟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3 尹思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峰镇柏杨树垭村 尹天池 中峰镇柏杨树垭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2 许舒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茅草坪村许祖成 十堰市竹溪县茅草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1 徐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 号徐成林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0 徐朝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茅 3 号徐勇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茅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7 肖雅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黄石头 2组肖启成 竹溪县蒋家堰镇黄石头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5 向晓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茅向福明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3 王欣月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镇关家沟村5组王顺 竹溪县龙坝镇关家沟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2 王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泉溪镇双竹林场 2组2 号王开学 竹溪县泉溪镇双竹林场 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1 王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花王资文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0 王景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唐平村二王安山 十堰市竹溪县唐平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9 王金秀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龙 5组唐晓玉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龙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7 田子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州镇杨 4组1 号田祥礼 十堰市竹溪县新州镇杨 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6 孙鑫瑶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青岩孙立根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青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4 饶立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锦源村1 组6号饶兴华 竹溪县天宝乡锦源村1 组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3 彭佳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 1组彭堰冰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1 刘星月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7组2 号刘启军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7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0 刘婷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新生村刘涛 竹溪县蒋家堰镇新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7 廖琪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花柳凸村1组廖衍兵 十堰市竹溪县花柳凸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6 柯依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黄 6组柯曾华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黄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5 黄青林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日进村3组黄明辉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日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3 胡晓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富溪村5组胡明山 竹溪县县河镇富溪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2 胡梦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1 组胡吉林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1 贺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商 4 号贺家明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商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0 贺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红贺德权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7 陈至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杜家沟村陈博文 竹溪县水坪镇杜家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6 陈甜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镇新发村6组5号陈辉 竹溪县新洲镇新发村6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4 蔡晶萍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朱家坡村六组 蔡杰 竹溪县龙坝镇朱家坡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3 敖文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蒋家堰镇岳王庙 3组8 号敖勇 十堰市蒋家堰镇岳王庙 3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0 周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龙坝镇廖家岭村周光华 十堰市龙坝镇廖家岭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9 张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麻河塘村张明勇 竹溪县水坪镇麻河塘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8 刘兴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秦坪村3组刘财顺 竹溪县汇湾乡秦坪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6 刘一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小河边村刘跃 竹溪县水坪镇小河边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5 张文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芦沟口 1组甘少丽 竹溪县蒋家堰镇芦沟口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4 曹景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桃源乡羊角洞村5组1 号曹词飞 竹溪县桃源乡羊角洞村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3 王安娜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茅草坪村3组7号王宝国 竹溪县天宝乡茅草坪村3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2 陈锦圆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陈鑫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1 周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城关镇守金店村5组周志国 竹溪县城关镇守金店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0 周紫灵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镇直1组郭慧 竹溪县水坪镇水坪街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9 吴小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龙吴志华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7 付丹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龙堰村付成意 竹溪县蒋家堰镇龙堰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6 王怡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塔二湾村4组王先保 竹溪县水坪镇塔二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5 孙晨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黄龙村2组孙立平 竹溪县水坪镇黄龙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4 周晓庆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黑虎岭村姚世新 竹溪县水坪镇黑虎岭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3 冯锐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镇天池垭林 1组赵华江 竹溪县汇湾镇天池垭林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0 王延亮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花 3 号王大明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花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9 张岩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双 2组张礼成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双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8 周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坪乡上高桥村3组2 号周光钰 竹溪县鄂坪乡上高桥村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7 王朝军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兵营乡罗汉湾村2组1 号王福华 竹溪县兵营乡罗汉湾村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5 张博雅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5组2张世金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5组2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4 姚南燕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乡荆竹园村1组姚世祥 竹溪县龙坝乡荆竹园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3 何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灌 4组何少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灌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1 邓芳婕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梧 1组严宏霞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梧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0 谢晨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踩新桥谢让金 竹溪县蒋家堰镇踩新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9 刘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兵营乡小泉河村1组5 号刘仕清 竹溪县兵营乡小泉河村1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8 甘冰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沙坝村六甘期奎 竹溪县水坪镇沙坝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5 王复初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船 2组陶进丽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船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4 倪萍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坪乡九湾村4组2 号1 室徐艳 竹溪县鄂坪乡九湾村4组2 号1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3 谢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石 2组7号谢端成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石 2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2 方孝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乡肖 8组方敦祥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乡肖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1 李欣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乡瓦李超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乡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0 王灵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鄂坪乡小汇村2组48号王宇华 鄂坪乡小汇村2组4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9 高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镇双龙村2组3 号高永康 竹溪县新洲镇双龙村2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6 黄静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秦坪村2组黄方明 竹溪县汇湾乡秦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5 王娟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5组王大胜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91 贺彬彬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镇红庙村8组贺茂清 竹溪县龙坝镇红庙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8 邹晓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换 2组4号邹启明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换 2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7 朱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红 7号朱德顺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红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6 朱双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寺 2 号朱进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寺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5 钟文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县河镇大路沟村二组 甘如奎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4 郑慧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新洲镇鲁溪沟村六组 郑自飞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2 张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红张军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1 张琳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红 1 组张树兵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红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80 张慧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小坝子 6组张兴兵 竹溪县蒋家堰镇小坝子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9 杨菁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金铜岭村杨永辉 十堰市竹溪县金铜岭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8 颜静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4组罗俊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7 谢鑫垚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水坪镇杜家沟村1组谢守权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杜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6 谢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关谢理忠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5 肖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肖启宝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4 吴永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吴远东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72 吴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守金店村四组 吴明义 十堰市竹溪县守金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9 闻滢滢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泉溪镇黄柏溪村2组闻声明 竹溪县泉溪镇黄柏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8 王冰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朝王永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7 万嘉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踩新桥村一组万孝兵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6 田睿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鄂坪乡唐家畈村一组 田丸章 十堰市竹溪县鄂坪乡唐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3 罗丽丽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水坪镇船形寨村四组 罗奎 水坪镇船形寨村四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2 罗静雯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水坪镇康家岭村三组 罗长江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1 刘敏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蒋家堰镇岳王庙四组1 号刘祥云 蒋家堰镇岳王庙四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60 李雁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水坪镇漫液村六组 蒲耀军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8 金慧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鄂坪乡下颚坪村一组4 号金仁福 十堰市竹溪县鄂坪乡下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6 黄金秋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新洲镇板凳村一组124号黄奎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板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5 华善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鄂坪镇九湾村五组1号华约朋 十堰市竹溪县鄂坪镇九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3 候依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城关镇廖家河村8组 张昌华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廖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1 付秋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延坝村四组 付修超 十堰市竹溪县延坝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50 封卉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中峰镇双河口村一组 封显文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9 戴婷婷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龙坝镇肖家边村五组 戴宪龙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肖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8 陈欣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水坪镇沙坝村十组 陈意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5 汪彤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峰镇大南沟村2组万金荣 竹溪县大南沟村2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4 刘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组刘明清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3 朱文杰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镇草场坝村9组朱涛 竹溪县龙坝镇草场坝村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2 陈文钦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新洲镇新发村2组 陈宗波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新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1 叶英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同 6组叶泽龙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同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40 刘莹莹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东 4组刘显友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东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9 焦玉婵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梅焦隆成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8 肖雅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4组肖武军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6 王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塔程元霞 竹溪县水坪镇塔二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4 贺中华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梧叶沟村2组贺平 十堰市竹溪县梧叶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32 王宇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同王大成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9 明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瓦明瑞华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5 刘馨月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中锋镇青草坪村 2 号刘琳 竹溪县中锋镇青草坪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3 叶文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龙叶泽成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龙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2 陈桓怡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城关镇后坝村十组 刘蒙树 城关镇后坝村十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1 邓小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桃源乡甘沟子村4组邓庆满 竹溪县桃源乡甘沟子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20 吴金玉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黑虎岭村2村詹燕 竹溪县水坪镇黑虎岭村2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9 陈鑫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周家坝村陈少海 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7 夏嘉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小夏德宏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5 马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4组马辉云 竹溪县蒋家堰镇土城子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1 肖雪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组肖高江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10 汪祺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城关镇廖家河村6组86号邹未顺 十堰市城关镇廖家河村6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9 刘欣雨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红刘崇明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6 翁琳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泉溪镇双桥铺村6组 翁华良 十堰市竹溪县泉溪镇双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5 黄菊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鄂坪乡上鄂坪村3组7号周贤丽 竹溪县鄂坪乡上鄂坪村3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4****04 张菲 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 竹溪县汇湾乡幸福村1 组张盛学 竹溪县汇湾乡幸福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1 杨非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董杨启旺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董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7 胡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台 2组2号胡纪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台 2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9 张书硕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华家湾村2组张诗波 竹山县溢水镇华家湾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7 谭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燕谭孝先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燕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6 欧梦鋆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界 4 号欧才华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界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5 李诗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文 3组李文维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文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1 刘慧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店 5组刘观友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店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5 叶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界岭村2组2 号叶才龙 竹山县双台乡界岭村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8 杨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复陈吉珍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复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6 任俊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塔 3组任行平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塔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5 王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长坪村一王兴奎 竹山县文峰乡长坪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4 黄开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三 2组黄朝东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三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1 姜逸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二道坊村三组1 号姜得明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二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0 谢欣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曹家湾村3组谢福桥 竹山县宝丰镇曹家湾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8 毛友缘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铧场村一组225号毛道国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铧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7 汪成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 2组罗华平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6 柯娇娇 竹山县第一中学 深河乡茅坝村4组 柯尊兵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茅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4 陈琪娟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施 3组邬美林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施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2 邓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新河村二组 宋红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1 吴梦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双庙村2组吴智慧 竹山县宝丰镇双庙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0 贺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麻家渡镇柿树坪村6组9号贺朝军 竹山县麻家渡镇柿树坪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9 田子俊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界 2组田慧灵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界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8 杨满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侯家湾村2组 杨兵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侯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7 杨先念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龙王沟村杨明山 竹山县潘口乡龙王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6 汪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轻 5组汪世明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轻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5 李志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文李习勇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2 唐小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3组查长兰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0 余永森 竹山县第一中学 楼台乡金坪村5组 余立江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9 吴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吴庆根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8 袁婧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 2组袁智慧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7 沈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明清村7组 沈家明 城关镇明清村7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6 贺金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麻家渡镇柿树坪村 贺荣良 麻家渡镇柿树坪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5 刘熠明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营盘河村2组刘荣级 十堰市竹山县营盘河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4 黄润森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六合村二刘霞 竹山县竹坪乡六合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3 曹贝贝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 1组鲍东琴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2 章新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太 5组1 号章荣兵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太 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1 陈铭铭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得胜镇庙垭村二组 刘慧娟 得胜镇庙垭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0 冯雨涵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喻家塔村2组冯文明 竹山县宝丰镇喻家塔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8 方志翔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老 1 号方民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老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7 陈垚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双庙村6组陈振华 竹山县宝丰镇双庙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6 田春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深河乡井泉村5组雷国丽 竹山县深河乡井泉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5 汪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 2组柯萍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4 储秦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西 6组向兰英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西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2 舒灿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魏舒处银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1 段春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段敦成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0 李嘉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宝 4组李文忠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公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8 彭晓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长坪村4组9号彭方兵 竹山县文峰乡长坪村4组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6 韩刚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得胜镇界岭村4组 韩宝华 竹山县得胜镇界岭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5 黄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金坪村三黄朝林 竹山县楼台乡金坪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3 杜名扬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夏娇玲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2 刘菲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南 9组欧尚七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南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1 殷浩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黄殷增洋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0 刘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安坪村3组刘运文 竹山县楼台乡安坪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9 张富贵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广张再弟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8 吴为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 吴世清 竹山县城关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6 徐锋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金坪村4组徐洪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公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2 李国栋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黄兴村3组李祥 竹山县大庙乡黄兴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1 邵美红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护驾村5组2 号邵传伟 竹山县擂鼓镇护驾村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9 王志兴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深河乡深河村5组王福勇 竹山县深河乡深河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8 贺东宝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中贺坤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6 丁亚洲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华家湾村丁波 竹山县溢水镇华家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5 张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桥鱼村2组 张生林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桥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4 孙晓洋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龙 4组0 号孙维刚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龙 4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3 龚言熙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3组龚世柱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0 金杨燃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一中 沈荣 竹山一中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6 沈丽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铧沈道余 十堰市宝丰镇铧厂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5 吴昊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上坝村6组 吴善美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3 周嘉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周卫保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2 李文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金明村三 0 号李成平 竹山县得胜镇金明村三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0 柯兰欣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烟 4组6 号柯美训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烟 4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9 王俊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楼台村1 组王健 竹山县楼台乡楼台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6 龚城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枣园村1组7 号李著香 竹山县擂鼓镇枣园村1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5 洪田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茅塔寺村1组6号洪国宝 竹山县双台乡茅塔寺村1组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2 罗曼浠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擂鼓村3组罗显洋 竹山县擂鼓镇擂鼓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5 方锐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蛟龙村5组方礼雄 竹山县麻家渡镇蛟龙村5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4 徐琴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深沟村7组伍长艮 竹山县宝丰镇深沟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3 袁丹丹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店子街 2组袁修坤 竹山县麻家渡镇店子街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1 全润凯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腰庄村1组1 号全有志 竹山县擂鼓镇腰庄村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0 魏章然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 2组吕芳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6 陈传金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井 2组陈传金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井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5 柳渤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桂坪村2组陈龙梅 竹山县宝丰镇桂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4 江海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五道河村5组江中华 竹山县得胜镇五道河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2 卢春蕾 竹山县第一中学 潘口乡小漩村5组 杜昌艳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1 李琳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青李光明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8 吴止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铧场村2组刘淼 竹山县宝丰镇铧场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0 柯双稳 竹山县第一中学 下坝村五组 柯玉武 十堰市竹山县下坝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7 张晶晶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深河乡茅坝村一张永华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4 张益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王慧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2 朱梦莹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朱家湾村1组朱名柱 竹山县溢水镇朱家湾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1 杨声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民族路二单元7章秀兰 竹山县民族路二单元7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0 孙超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桥 2组5 号袁丽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桥 2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9 刘欣茹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普渡村一刘成方 竹山县双台乡普渡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8 朱峰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鱼朱飞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鱼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7 刘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深刘道军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5 徐伟昊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陈家河村六组 徐飞 竹坪乡陈家河村六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4 喻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9组9 号吴自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9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2 谭世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长 2组1 号谭龙林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长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1 陈梦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文峪村一陈卫东 竹山县得胜镇文峪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0 朱明山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井 3 号朱士顺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井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9 周谢兵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墨 2组宁先禄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墨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7 李金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5组1号李治权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5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6 李湘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公 4组李文金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公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1 郭玉城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复兴村2组谌晓燕 竹山县得胜镇复兴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0 王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花 4组王玉六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花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9 余艳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白玉村2组余金涛 竹山县麻家渡镇白玉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8 刘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花 3组0 号胡敏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花 3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7 何润东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下坝村一组何伦强 竹山县宝丰下坝村一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6 余昊宏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杨家河 2组3-0余永勇 竹山县麻家渡镇杨家河 2组3-0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5 陈忠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西岭村5组陈剑 竹山县秦古镇西岭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4 喻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四棵树组1组4号喻良平 竹山县擂鼓镇四棵树组1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3 陈毓姝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万兴村一陈毓姝 竹山县大庙乡万兴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2 胡梦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庙 2组胡坤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庙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1 沈金金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九里潭村3组刘菲 竹山县上庸镇九里潭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0 陈炎松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营 6组袁芳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营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8 胡钊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深 4组孙沛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深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7 陈冠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双台乡台子村3组15号陈昌宝 双台乡台子村3组1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6 南储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店子街村2组1 号南泽龙 十堰市竹山县店子街村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5 刘海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8组1 号刘顺兵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8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4 冯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石串村六冯家胜 竹山县宝丰镇石串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3 徐达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八道关村 6 号徐维财 竹山县得胜镇八道关村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8 陈傲东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付家坪村3组3号陈勇 竹山县文峰乡付家坪村3组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7 朱苗苗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里泗沟村2组陶定友 竹山县大庙乡里泗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5 陈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周家湾村1 组陈中良 竹山县竹坪乡周家湾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4 李金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 4组李胜平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3 吴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水田坪村6组吴远军 竹山县宝丰镇水田坪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0 张承亮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宽坪村1 组1 号万艳 竹山县竹坪乡宽坪村1 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6 李雨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陈李国友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5 杨锦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2组1 号1 号殷茵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2组1 号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4 黄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喻 4组黄洪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喻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3 胡滟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深沟村8组胡平章 竹山县宝丰镇深沟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2 郭萧燕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南 5组魏青波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南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0 陈琴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九华村四叶少芝 十堰市竹山县九华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9 王银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安河塘村7组2 号王安军 竹山县竹坪乡安河塘村7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8 何成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圣水村3组陈明荣 竹山县得胜镇圣水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6 孙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鱼孙波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鱼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5 段谦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滨河广场二号楼段敦国 城关镇滨河广场二号楼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4 欧阳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窑 2组7 号欧才群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窑 2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3 王一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王明全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2 杜承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大溪村1组杜升辉 竹山县秦古镇大溪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1 陈明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台子村三组 陈文广 十堰市竹山县台子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0 储鑫悦 竹山县第一中学 秦古镇西庄村7组 储德仁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西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9 喻健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何喻高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何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8 贺彬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9 号贺荣奎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7 沈帆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4组8 号邵艳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4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5 秦代军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潘口河村5组梁荣兰 竹山县潘口乡潘口河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4 但清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周家湾村12组但继兵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周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3 李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深河乡深河村6组李生 竹山县深河乡深河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2 蒋东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刘家山村1组蒋纪洪 竹山县城关镇刘家山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1 范文瑄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马岭村4组范学波 竹山县楼台乡马岭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0 谭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燕子山村谭显洪 十堰市竹山县燕子山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9 朱佳熠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纵横大道3号4栋3单 6 室朱健 城关镇纵横大道3号4栋3单 6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8 王帅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7组1号王文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7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7 陈泓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店陈贵仁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6 杨定山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 2组王全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5 王灯灯 竹山县第一中学 王焕军 王焕军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陈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4 张建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安河口村9组 张香耀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2 张贻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4组张红星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1 杨岳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花 1组3 号杨洪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花 1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0 左家材 竹山县第一中学 秦古镇大溪村 李世凤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9 陈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台 3组1 号陈昌勇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台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8 吴智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双庙村1组 付长球 宝丰镇双庙村1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7 朱俊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 朱双根 竹山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6 蒋书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官 2组刘玉平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官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5 方斌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下坝村一组 贺茂珍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4 徐翠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漆 5组徐枝军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漆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3 陈泰霖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吉 3组詹彩莲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吉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2 刘苗苗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坛山村二 0 号刘意平 竹山县得胜镇坛山村二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1 孙安心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潘口河村6组孙天军 竹山县潘口乡潘口河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0 张先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龙 4组2 号龚金丽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龙 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9 柯玉银 竹山县第一中学 擂鼓镇烟墩子村6组10号柯美扬 擂鼓镇烟墩子村6组10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7 王紫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水 2组3 号王化奎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水 2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6 杨先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侯家湾村4组 周云芝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侯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5 许帅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宽坪村11组14 号伟 竹山县竹坪乡宽坪村1 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4 李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古罗坪村1组5 号李著坤 竹山县擂鼓镇古罗坪村1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1 董一鸣 竹山县第一中学 大庙乡 董勇 大庙乡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0 刘欣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墩梓村1组蔡琴 竹山县麻家渡镇墩梓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9 潘佳瑶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1 组潘仕海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8 詹蘇鸿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任家沟村詹明仁 竹溪县县河镇任家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7 田炜钰 竹山县第一中学 擂鼓镇董家沟村二组8 号田华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董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6 金子涵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双台乡茅塔村二组 刘霞 双台乡茅塔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5 刘金鹏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营刘荣瑞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4 施佳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何施善刚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何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3 左槟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左强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1 邵海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邵运海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9 田升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二吴姗 竹山县大庙乡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7 陈雨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工商行政陈英 竹山县秦古镇工商行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6 陈晓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2组1 号张尚珍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5 杨晶晶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普 5组李连凤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普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4 刘洋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茅刘金林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3 胡聪 竹山县第一中学 楼台乡兴旺村二组 胡春平 楼台乡兴旺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1 郑伊莉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深郑长社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0 黄龙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迎丰村1组3 号蒋耀春 十堰市竹山县迎丰村1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9 孙金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5组孙照华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8 袁小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麻家渡镇蛟龙村2组 袁智朝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7 夏晓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夏发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6 陈妃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店 2 号陈和友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4 詹迪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复兴村1组占道祥 竹山县得胜镇复兴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3 李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鱼 2组李玉贵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鱼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2 周良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周贤波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1 张成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南坝村8组刘晓琴 竹山县上庸镇南坝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0 王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金坪村6组王英文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9 解亚红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解复华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8 程良意 竹山县第一中学 上庸镇大泉山村 程贤才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7 陈志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仁和寨村 1 号陈中喜 竹山县竹坪乡仁和寨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6 梁焱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枣园村1组6 号梁绍志 竹山县擂鼓镇枣园村1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5 张小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张辉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4 陈银森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店坪村二陈和恕 竹山县竹坪乡店坪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2 袁浩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 8组4 号袁志林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 8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1 冯昌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冯龙刚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0 徐俊滔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周张琴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9 罗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垭子街村2组 黄晓蕾 竹山县垭子街村2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8 黄培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大庙乡黄土梁村 黄培源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7 毛冀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花 3组毛仁波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花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6 袁格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塔坪村一袁格瑞 竹山县楼台乡塔坪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2 田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井田虎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井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1 沈俊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四庄坪村沈正彬 竹山县大庙乡四庄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9 柯鹏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5组柯勇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8 程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溢水镇朱家湾村2组17 号1冯雨梅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 2组1 号1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7 全俊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全照军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2 龚仕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茅 7组龚太国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茅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1 黄星星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古罗坪村3组6 号华燕 竹山县擂鼓镇古罗坪村3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0 张缘缘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2组张世锐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6 张敏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新 3组张光喜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新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5 柯芸香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烟 3组8 号柯美桥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烟 3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4 程本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屏 1组陈权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屏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0 陈广霖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双河村四沈秀琴 竹山县秦古镇双河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8 张丹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南门一组张伟 十堰市竹山县南门一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6 喻海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何 2组喻允群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何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0 陈少青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刘家河 2组刘自兰 竹山县麻家渡镇刘家河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5 邹婷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文峪河村7组邹玉宝 竹山县得胜镇文峪河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4 欧志佩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界 2组4 号朱文荣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界 2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3 张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 张茂忠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2 周帆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5组肖启珍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1 毛明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石 1 号桂秀梅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石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8 李荣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白沙河村6组李飞 竹山县宝丰镇白沙河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6 王梦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烟墩子村4组1 号王波 竹山县擂鼓镇烟墩子村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5 汪炎炎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滚子岭村8组汪昌平 竹山县文峰乡滚子岭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2 陶然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1 组陶俊勇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1 陈钰敏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陈 4组2 号陈爱民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陈 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0 曾铣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双 2 号曾广余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双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8 全锦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6组0 号全照明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6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7 贺梦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5组贺红星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6 全亚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 7组5 号江红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 7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4 周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龙王沟村4组周虎 十堰市竹山县龙王沟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2 范文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范杰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1 张佳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大庙街4组张绍斌 竹山县大庙乡大庙街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0 李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小河村四李成勇 竹山县秦古镇小河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9 华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坛林世英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8 付强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侯家湾村2组王秀琴 竹山县宝丰镇侯家湾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7 张永堂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下坝村三组 张涛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4 汪思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德胜镇大桥组4组 汪光波 德胜镇大桥组4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2 杨旭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悬鼓洲村1组刘宝艳 十堰市竹山县悬鼓洲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1 罗苗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轻 6组3 号罗其林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轻 6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0 黄文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黄黄从辉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7 王磊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柳林乡洪坪村二袁孝琴 竹山县柳林乡洪坪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6 张世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九华村4组张学成 竹山县上庸镇九华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5 王娜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双河口村7组刘丽 竹山县宝丰镇双河口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4 詹晓楠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罗桂枝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2 张晓菲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烟墩子村2组5 号骆维菊 竹山县擂鼓镇烟墩子村2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0 杨绍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柳林乡郑家坪1组杨存金 竹山县柳林乡郑家坪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9 钱波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万 2组钱良兵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8 蒋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三台村三徐治梅 竹山县楼台乡三台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6 陈亚婻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擂 6组陈三国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擂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5 王萍 竹山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瓦屋场村7组陈艳 郧西县涧池乡瓦屋场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4 李世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李强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2 刘磊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吉阳村1组刘齐明 竹山县双台乡吉阳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1 袁观成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塔坪村1组袁达兵 竹山县楼台乡塔坪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0 郝智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郝元启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8 王亮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侯 3组王兴江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侯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7 刘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村4组6 号刘自锐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村4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6 王贤智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中心学吴建敏 竹山县麻家渡镇中心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5 喻炀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村1组陈金连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4 张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兴张开宝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2 范理玮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村3组范传宗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1 黄开鸿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5组4号黄朝林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5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9 全振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柿树坪 2组贺丽 竹山县麻家渡镇柿树坪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8 邵海帆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4组0 号邵运良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4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6 梁杉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悬鼓洲村4组 梁俊勇 竹山县悬鼓洲村4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4 张青松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公平村3组李芳 竹山县宝丰镇公平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3 龙锦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2组1 号龙德勇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2 彭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长坪村1 组彭方进 十堰市竹山县长坪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1 全金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红岩村三 1 号梁修英 竹山县擂鼓镇红岩村三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0 柏晓龙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枣 4组柏元猛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枣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9 肖致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深 2组1 号肖拥军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深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8 蔡贝 竹山县第一中学 麻家渡镇柿树坪村五组父子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7 胡彬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红 1组胡作华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红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5 袁鑫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溢水镇涧沟村一组 何远芝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2 张晓晴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佛 5组1 号张方明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佛 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1 杨志炜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小堰村1组2 号石艳 竹山县宝丰镇小堰村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0 方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4组方传青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9 王顺 竹山县第一中学 楼台乡庵场村4组 王素永 楼台乡庵场村4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8 刘凡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2组刘大胜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7 王圆 竹山县第一中学 楼台乡白莲村4组 王兴国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白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4 何柔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秦 1组5 号郑凤琴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秦 1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3 杨婷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潘口河村5组喻成芬 竹山县潘口乡潘口河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2 张琴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金 5组张正尧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金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0 吴亚南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桥东村五 4 号吴生兵 竹山县城关镇桥东村五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9 龚英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董 2组4 号龚清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董 2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8 王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金王春林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7 龚晏卓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枣 3组1 号龚坤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枣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5 蔡光熠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屏 4组蔡明松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屏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6 程抱安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金 4组程正国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金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4 孙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小 2组孙永住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小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3 包梦瑶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2组包中华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2 贾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秦古镇大河村2组 贾金安 竹山县秦古镇大河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8 邵荣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金 5组师利香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金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6 夏亚楠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镇擂鼓村4组吴业平 竹山县擂鼓镇镇擂鼓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4 蔡辉 竹山县第一中学 马家渡镇墩子村2组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3 宋仕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荆州市公安县麻豪口镇 9组宋志国 荆州市公安县麻豪口镇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0 张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下腰店村1组张阳清 竹山县溢水镇下腰店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9 柯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溢水镇陈家铺村1组 柯恒兴 溢水镇陈家铺村1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8 王乐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麻 1 组王成林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麻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7 黄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西 1 号黄林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西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3 程贤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袁卉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2 张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荆 1组7 号华小玲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荆 1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1 王韵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莲花村4组8号王友国 竹山县城关镇莲花村4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0 张武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茅塔寺村4组张祥文 竹山县双台乡茅塔寺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9 朱要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腰 4组9 号朱士伟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腰 4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8 艾明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艾万国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7 华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1 组陈芳 十堰市竹山县安河塘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5 陈垚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陈康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3 刘荣亮 竹山县第一中学 麻家渡镇营盘河村二组孙云珍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2 黄龙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中沟村5组1 号黄群柱 竹山县文峰乡中沟村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1 陈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房县门古镇四方村4组黄芳 房县门古镇四方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0 张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鱼 3组张富贵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鱼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9 袁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 3组袁怀龙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8 全桉龙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全守银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7 曾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6组曾凡设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5 闻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潘 5组闻义朋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潘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4 段悦欣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下 6组段昌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下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3 张玉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侯 3组3 号张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侯 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2 师易娜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金岭村2组3 号余显莲 竹山县擂鼓镇金岭村2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1 周晟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9 号周兴坤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0 张勋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西河村6组6 号张德新 竹山县擂鼓镇西河村6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9 高明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 陈艳云 竹山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8 夏静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坛山村二夏正艳 竹山县得胜镇坛山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6 何健民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张 2组何家国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张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5 喻梦秋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老喻淑焕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2 袁仁贵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袁怀平 竹山县得胜镇大桥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8 张浩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得胜镇复兴村3组 杨慧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复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7 徐妍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南 4组8号徐茂琴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南 4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4 汪晓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桥 4组8号汪涛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桥 4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3 朱蒙蒙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朱家湾村1组李艳丽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1 金耀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刘家河 2组金慧峰 竹山县麻家渡镇刘家河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0 唐小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庙湾村5组陈芳 竹山县楼台乡庙湾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9 许俊 竹山县第一中学 溢水镇庙梁村1组 许光宏 溢水镇庙梁村1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8 柯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马玉河3组1 号柯昌意 竹山县官渡镇马玉河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6 田来恩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深河乡青龙村4组田耀华 竹山县深河乡青龙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5 石鹏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金花村3组2 号石后兵 竹山县竹坪乡金花村十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2 杨剑锋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龙王沟村2组曾照华 竹山县潘口乡龙王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1 王炎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十堰路城 4 号王洪 十堰市竹山县十堰路城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9 邓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 1组邓型金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3 刘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龙王沟村3组刘壮 竹山县潘口乡龙王沟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2 李堡灵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宽坪村三组 李才能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2 吴七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深河乡双湾村三吴波 竹山县深河乡双湾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0 龚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滨龚国修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8 冯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百里村2组冯正江 竹山县官渡镇百里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7 任慧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悬 3组任光明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悬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3 张昌盛 竹山县第一中学 麻家渡镇关东沟村2组张仕华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关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0 万青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 5组敖自兰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9 周昊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侯家湾村2组周益民 竹山县宝丰镇侯家湾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8 杨晋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农 1单 4吴慧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农 1单 4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3 喻丹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喻永祥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2 许代城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三许世雄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0 许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3组许世强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9 董都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安河口村一组 董顺安 竹坪乡安河口村一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8 陈绍红 竹山县第一中学 上庸镇南坝村7组 陈明清 上庸镇南坝村7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6 邵鑫琴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友谊路7 号邵际国 十堰市竹山县友谊路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2 姚明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溪县新洲镇观音堂村3组杨守武 竹溪县新洲镇观音堂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0 杨泽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大悟县阳平镇虎岗村八 1 号杨保武 大悟县阳平镇虎岗村八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9 汪若愚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三台村2组汪守兵 竹山县楼台乡三台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8 刘佳宜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溪县桃源乡甘沟子村5组杨仁春 竹溪县桃源乡甘沟子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6 代婷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街 3组代立龙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街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5 范荣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4组王利杰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3 杨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得胜镇茶场村二组 徐继梅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2 张道奎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南坝村七张善华 十堰市竹山县南坝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1 陈进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长向敏 竹山县擂鼓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9 肖秋月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洪 4组肖连军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洪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8 宋德彬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田家坝镇南坝村5组陆龙菊 竹山县田家坝镇南坝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7 吴晗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塘湾村一郭清平 竹山县文峰乡塘湾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6 曾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7 号曾键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5 章金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两金吉平 竹山县深河乡两道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3 王晓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白 4组王兴群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白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2 周其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沈家营村5组杜秀云 竹山县竹坪乡沈家营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1 范升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天桥村4组范旗 竹山县溢水镇天桥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9 袁新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大溪河村5组袁胜堂 竹山县官渡镇大溪河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8 舒松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魏沟村2组舒处奎 竹山县潘口乡魏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7 汪亚楠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水 2组2 号汪义龙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水 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6 许智强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关东沟喻成红 竹山县麻家渡镇关东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5 陈晶晶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二 5 号 3 室陈麟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二 5 号 3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4 陈恃瑾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塘湾村4组陈兴林 竹山县文峰乡塘湾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3 程海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青 6组周显芝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青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2 王亚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安河口村 王大祥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1 张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田家坝镇南坝村6组张宗学 竹山县田家坝镇南坝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6 许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南坝村6组焦昌丽 竹山县上庸镇南坝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5 陈明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上坝村3组陈宗有 竹山县宝丰镇上坝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4 李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八 4组李德祥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八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1 陈美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解家沟村7组2 号陈锡尧 竹山县竹坪乡解家沟村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0 李冰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 2组2 号5 号李峰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 2组2 号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9 柯政楷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三台村2组柯尤余 竹山县楼台乡三台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8 周君君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南口村2组夏钦艳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南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6 方敬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方明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5 尚垭埼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马河村三尚进福 竹山县大庙乡马河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4 刘鑫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兴竹路居委会 沈爱华 竹山县竹坪乡兴竹路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3 毛龙翔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小河村4组5 号毛达兵 竹山县官渡镇小河村4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2 许佳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深 2组许铣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深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0 刘小瑜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金花村4组刘迪安 竹山县竹坪乡金花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9 董鑫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西 6组郑全德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西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8 杨欣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东 3组杨刚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东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7 武鑫焱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周家湾村11组徐玲 竹坪乡周家湾村1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6 张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南刘丽芳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5 王樊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金岭村1组7 号王迪鹏 竹山县擂鼓镇金岭村1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4 王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楼徐长明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楼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0 柳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桂坪村2组柳垂平 竹山县宝丰镇桂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8 聂枭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 3组聂胜维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6 陈柳伊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兴竹路居委会 陈飞宇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4 邵宝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石串村4组 邵春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3 李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腰 4组李大明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腰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1 饶彬彬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花石秀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9 林翔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双河口村 双河口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5 杜承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双台乡罗家村3组 杜荣宝 双台乡罗家村3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3 蔡炜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塔院村1组刘安琴 竹山县楼台乡塔院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1 李瑶瑶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2组5 号刘金荣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2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0 罗金鹤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 王敏 竹山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9 程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潘 5组闻宜清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潘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8 李亚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兴 7组刘刚平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兴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5 王帅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白 4组王永斌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白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3 曾庆玉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红 2组曾宪礼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红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8 袁红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6组4 号陈善秀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6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7 邵一凡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1 号王荣兵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5 胡家炎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擂鼓村1组7 号胡异繁 竹山县擂鼓镇擂鼓村1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3 宋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漆宋兴华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漆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2 甘启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里甘武富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1 唐林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城关镇明清唐承贵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0 邵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3组邵海宝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8 王地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莲王先山 竹山县城关镇莲花村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5 蔡欣垚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营 3组蔡远金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营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3 甘嵩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全甘启意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1 郭红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东钦村3组朱天秀 竹山县文峰乡东钦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0 郭婉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茅郭迪松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9 李铖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官渡镇小河村2组 李家勤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小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8 徐美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魏沟村1组 徐华友 竹山县魏沟村1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5 徐培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店 5组徐大艳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店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4 刘梦斐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 刘煌平 十堰市竹山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1 刘怿哲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红岩村6组2 号刘仕伟 竹山县擂鼓镇红岩村6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0 陈新浩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喻 1组王敏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喻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9 喻锦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金 1组操敏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金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8 罗锐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喻家塔村1组罗明星 竹山县宝丰镇喻家塔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7 张富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李光琴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6 江龙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陈美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4 王玉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王祥运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2 许鑫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3组高玉霞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1 袁培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 2组袁刚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0 刘欣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墨 3组陈开文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墨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9 杨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双 4组杨明算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双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8 喻缘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8组喻勇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7 刘亚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 3组龚国艳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5 邹凌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韩 2组胡益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韩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4 林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庙梁村1组潘华美 竹山县溢水镇庙梁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3 陈欢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双陈维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1 徐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双 3组4 号徐世舟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双 3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7 徐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黄解中梅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6 王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迎丰村1组3 号王乾斌 竹山县城关镇迎丰村1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5 冯金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小漩村二冯立国 竹山县潘口乡小漩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3 张宜员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独徐慧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独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1 王帅心 竹山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莲花村二组六号王胜军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莲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0 刘田野 竹山县第一中学 擂鼓镇红岩村1组3号刘国伍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红 1组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9 朱仕星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西庄村3组1 号朱志树 竹山县秦古镇西庄村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8 刘正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秦古镇双河村五组 刘康国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7 沈文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垭子街村1组14 号沈道富 宝丰镇垭子街村1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6 任金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官坪村7组任行华 竹山县楼台乡官坪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5 曹盈 竹山县第一中学 黄土梁村2组 曹均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黄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4 董博雅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施 1号杨艳云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施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3 段妍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5组段敦镒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2 黄金龙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水 2组黄朝兵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水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0 杨楠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西庄村6组杨中原 竹山县秦古镇西庄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9 李兰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红 7组李大胜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红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8 田秋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合 5组田勇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合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7 骆锦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韩 4组骆顺新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韩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6 宋城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刘家河村3组梁荣枝 十堰市竹山县刘家河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3 谢敏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普渡村四闻慧菊 竹山县双台乡普渡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2 李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大 3组李猛章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大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1 丁鞠萍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陈家铺村3组丁武 竹山县溢水镇陈家铺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0 刘欣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南门村3组5 号刘顺珍 竹山县城关镇南门村3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9 乐进美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8组乐祥山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上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8 操冰倩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 1组操建明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7 王海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麻 1 组王龙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麻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6 郑作亮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中场村6组郑光山 竹山县官渡镇中场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5 龚美臣 竹山县第一中学 龙王沟村三组 李玉秀 竹山县潘口乡龙王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4 梁鹏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上坝村6组何敏 竹山县宝丰镇上坝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2 李冉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施李茂兵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1 鲍玉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双 8组鲍西明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双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0 周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 周邦贵 竹山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9 但鑫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周 6组但春堂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周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7 焦灿灿 竹山县第一中学 溢水镇溢水街村3组 焦健 溢水镇溢水街村3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6 陈星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兴陈东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5 喻少华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李敏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2 张雪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擂鼓村5组8 号张治 竹山县擂鼓镇擂鼓村5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1 刘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小河村2组刘志文 竹山县秦古镇小河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9 袁玮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黑虎村1组袁红 竹山县麻家渡镇黑虎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8 敖梦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东川村2组敖自成 竹山县溢水镇东川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7 胡琼酒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方家河村2组胡成飞 竹山县秦古镇方家河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6 陈绪鹏 竹山县第一中学 溢水镇陈家铺村1组 陈猛 溢水镇陈家铺村1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5 詹文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塔院村2组詹怡 竹山县楼台乡塔院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4 虞阳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南坝村6组虞从全 竹山县上庸镇南坝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2 刘燕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得胜镇得胜茶场三组 向吉香 得胜镇得胜茶场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1 李佳颖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金岭村1组1 号李福明 竹山县擂鼓镇金岭村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7 李伟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四 6组李龙平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四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5 左兴隆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左自安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6 任克芝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墩梓村4组任初朝 竹山县麻家渡镇墩梓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5 周金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 周康复 竹山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5 叶巧巧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双程忠丽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7 徐俊雯 竹山县第一中学 楼台乡三台村3组 徐虎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三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5 蔡鲜鲜 竹山县第一中学 溢水镇溢水街5组 蔡齐胜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溢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1 叶婷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龙叶成兵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3 范桂香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金范友平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7 陈晓曼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陈 8组陈孝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陈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5 彭雪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村市竹山县得胜镇 2组彭大才 十堰村市竹山县得胜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3 王鑫鑫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屏 3组卢菊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屏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3 李秋林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得胜镇茶场村三李传刚 十堰市得胜镇茶场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9 黄于凡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县官渡镇马玉 4组黄开兵 十堰市竹县官渡镇马玉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6 陈中法 竹山县第二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西岭村1 组陈凯 竹山县秦古镇西岭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2 陈庆均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陈陈平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3 罗自强 竹山县第二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水坪村2组2 号罗述平 竹山县双台乡水坪村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0 龚双双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腰朱仕军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4 谌钰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复 2组谌飞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复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2 全子龙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复 1组全守军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复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6 张炜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 8组张吉斌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5 许艳 竹山县第二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喻家塔村3组许世民 竹山县宝丰镇喻家塔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4 王威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4组8 号王友富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4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3 邵漫淇 竹山县第二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茶厂村5组邵际兵 竹山县得胜镇茶厂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9 徐宗艺 竹山县第二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官坪村7组徐祖兵 竹山县楼台乡官坪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4 程磊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复兴村4组程时平 十堰市竹山县复兴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9 赵炜 竹山县第二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黄兴村4组赵承艮 竹山县大庙乡黄兴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6 程哲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金付国连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0 谢珊珊 竹山县第二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双庙村6组谢兰学 竹山县宝丰镇双庙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6 刘思语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肖家沟村刘修兵 竹山县楼台乡肖家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5 张梦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张里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4 张兴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安河口村一组 张开胜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3 胡钱胜 竹山县第一中学 上庸镇桃子湾村6组 胡光运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桃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2 王佳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西坡村6组 王杰 竹山县西坡村6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1 王知鹏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王传军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9 梅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 梅松 十堰市竹山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6 张才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3组张靖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3 郑权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峪 1 组郑治全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峪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2 解文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小河村2组解复斌 竹山县秦古镇小河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1 谢灵轩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燕子山村3组郭荣 竹山县溢水镇燕子山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0 吴永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城一闫丽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城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9 刘圆媛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安坪村一刘传学 竹山县楼台乡安坪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8 张婷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8组喻建国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5 李宗辉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八汪世梅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4 何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何哨兵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3 薛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 3组薛仁兵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2 陈小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得胜镇界岭村1组 陈玉阳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界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9 陈灼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村3组陈龙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8 刘梦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刘自新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7 孙金双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桥东村1组孙学仁 竹山县城关镇桥东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6 杨金灵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洪 2组杨少建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洪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8 张晓雨 竹山县第二中学 竹山县柳林乡公祖村2组张长喜 竹山县柳林乡公祖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7 左佳岚 竹山县第二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花竹村二 1 号左自勇 竹山县得胜镇花竹村二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6 刘嘉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5组刘庆虎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2 吴高茏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峪口村1组梁子霞 竹山县上庸镇峪口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0 吴玉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三 4组吴少明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三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9 郑传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刘家河 3组吴庆芝 竹山县麻家渡镇刘家河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7 陶坤 竹山县第二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官 3组陶德文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官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6 喻磊 竹山县第二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鹰岩村一喻成龙 竹山县溢水镇鹰岩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3 曹莎莎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曹祥兵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2 毛星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白果村4组梁春荣 竹山县秦古镇白果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1 唐晓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白沙河村唐伟 竹山县宝丰镇白沙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9 喻澜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何黄艳 十堰市竹山县何家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8 吴贤梅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青 2组吴庆山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青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7 余鑫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余业军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6 华婷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坪乡沈家营村10组华同军 竹坪乡沈家营村10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5 黄静雯 竹山县第一中学 溢水镇朱家湾村2组 黄治涛 溢水镇朱家湾村2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4 沈芊芊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沈 4 号沈正祥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沈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3 刘慧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吉鱼村7组刘荣海 竹山县上庸镇吉鱼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2 李美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清 4组周彩平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清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1 黄清秋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楼张贵芬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楼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0 蒋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三台村二组 徐治春 竹山县三台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8 甘云云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甘仕海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7 李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新茶村1组李锐 十堰市竹山县新茶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6 杨溪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新 1组6 号杨志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新 1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5 邵海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金岭村二邵运堂 竹山县擂鼓镇金岭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3 王金秋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滚子岭村8组王志平 竹山县文峰乡滚子岭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2 谢金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秦 4 号王琼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秦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1 吴思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双庙村2组刘礼婷 竹山县宝丰镇双庙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0 董幸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新 3组董建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新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9 喻焰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茅 1组喻成兵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茅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7 方姣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 方定兵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6 胡桂枝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潘 6组胡德国 十堰市潘口乡潘口河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4 杨江敏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双堰村1组杨大社 竹山县麻家镇双堰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3 何金梅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界岭村 何玉山 十堰市竹山县界岭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2 方肸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银谢美术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1 任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房县大木镇八里坪村3组任典明 房县大木镇八里坪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0 贺嘉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袁瑛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9 陈可欣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铧 3组陈旭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铧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7 毛佳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全 3组毛仁国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全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5 吴迎炜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枣园村3组吴华伍 竹山县擂鼓镇枣园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4 曾燕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柳林乡民主村5组曾书丙 竹山县柳林乡民主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3 贺荆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贺林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2 涂媛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八 4组涂玉东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八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1 胡亚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方 2组陶秀丽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方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0 周锋 竹山县第一中学 深河乡青龙村 周端明 深河乡青龙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9 胡琳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台子村２组胡兴山 竹山县双台乡台子村２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8 李玉环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鱼 3组李明喜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鱼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7 倪俊熙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倪广海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6 王欣然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西王永兵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5 孙美婷 竹山县第一中学 渔塘村1组 涂玉霞 渔塘村1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4 潘龙彩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大溪村2组潘世桥 竹山县秦古镇大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1 朱金瑞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红朱志健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9 梅焱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溢水街村王德梅 竹山县溢水镇溢水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8 徐德琌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界岭村6组3 号徐诗兴 竹山县双台乡界岭村6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7 贺颖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中贺荣斌 竹山县官渡镇中场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6 周心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公平村2组 黄守枝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公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4 黄梦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喻 2组黄成兴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喻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3 夏甜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8组夏勇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垭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2 全鑫月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擂鼓村2组7 号全海波 竹山县擂鼓镇擂鼓村2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0 罗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深 3组唐同莲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深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9 邵雯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双台乡茅塔寺村1组91号邵义坤 十堰市双台乡茅塔寺村1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7 占美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双台乡普渡村一组55号占诗海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普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6 李浩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花元村2组2 号李青山 竹山县双台乡花元村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3 彭小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茅坝村四彭兴华 十堰市竹山县茅坝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2 杜晶晶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腰李秀珍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1 罗紫琴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水坪村二罗述全 十堰市竹山县水坪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9 邬小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4组邬海兵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8 袁铭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得胜镇复兴村2组袁怀波 竹山县得胜镇复兴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7 蒋雨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安坪村1组蒋道华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安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4 龚洋洋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三龚太兵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3 吴艳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韩溪河村5组吴金根 竹溪县天宝乡兰池村5 空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2 焦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磨滩村1组张焦 竹山县上庸镇磨滩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1 刘顺龙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大 2组刘顺龙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大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0 邓文林 竹山县第一中学 桂坪村1组21号 邓应华 竹山县宝丰镇桂坪村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9 章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上坝村五章胜明 竹山县宝丰镇上坝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8 李雅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三 3组袁英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三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6 徐微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得胜镇八道关村三组 徐维成 得胜镇八道关村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5 李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黄萍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3 李小青 竹山县第一中学 秦古镇 李勇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1 石兰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得胜镇复兴村 徐敏 十堰市得胜镇复兴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9 梁博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上坝村6组82号梁俊超 十堰市竹山县上坝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7 许震华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 林辉梅 竹山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6 胡苗苗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双台乡茅塔寺村 胡小东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茅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4 刘梦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鱼岭村2组刘正波 竹山县潘口乡鱼岭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3 贺佳惜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柿树坪 8组贺辉 竹山县麻家渡镇柿树坪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0 王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峪 1组王飞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峪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9 柯霁芮 竹山县第一中学 县河镇大塘溪沟村2组柯玉辉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大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8 包晓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洪 1组包月涛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洪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7 黄群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曹家湾村4组 黄明成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6 唐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水田坪村唐海兵 竹山县宝丰镇水田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5 熊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墨 1组熊章仁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墨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4 明蕊蕊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天 8组明平国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天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1 徐美金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辕蔡少艳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辕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0 胡英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鼓 2组全桂兰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鼓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9 李曼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枣李家配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枣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8 曹蓉慧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村2组陈习菊 竹山县溢水镇杨家坝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7 徐宪涵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三圣村四吴建梅 竹山县溢水镇三圣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6 刘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 2组刘照红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五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5 马仕桂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鲁马志伍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4 熊悦月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5组8 号熊悦月 竹山县城关镇明清村5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3 喻鹏飞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溢水镇溢水街村4喻奎 竹山县溢水镇溢水街村4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2 孙悦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洪 4组陈正艳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洪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1 詹爽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小河村四詹诗云 竹山县官渡镇小河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0 李坤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9组周梅艳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9 王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县鲍峡镇黑山白玉 十堰市鲍峡镇分水岭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6 吴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双庙村2组 吴庆华 竹山县宝丰镇双庙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4 徐靖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三台村2组徐治山 竹山县楼台乡三台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3 鄢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全鄢光桥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1 李怡萌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韩 4组张亚鸣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韩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8 袁雅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普渡村二袁正富 竹山县双台乡普渡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6 郑源源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双庙村5组郑立红 竹山县宝丰镇双庙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5 王俊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桂坪村7组王胜明 竹山县宝丰镇桂坪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3 伍奥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深沟村1组 伍长红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深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1 李蕾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三李宗山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0 朱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官渡镇大溪河村4组 朱磊 官渡镇大溪河村4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9 张澜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施洋路68号 张经奇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施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8 王丽娜 竹山县第一中学 麻家渡镇总兵安村1组王汉成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7 蒋涛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虎 4组徐斌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虎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6 蔡建军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公祖村1组 李中春 竹山县公祖村1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4 全慧玉 竹山县第一中学 擂鼓镇腰庄村2组 梁治涛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腰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3 徐湘颖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兴 1组0 号徐东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兴 1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1 陈荧荧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柳林乡屏峰村4组陈自书 竹山县柳林乡屏峰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90 汤翔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秦汤晓东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9 方阳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新茶村3组方世勇 竹山县宝丰镇新茶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7 范懿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楼台村 周丽 竹山县楼台乡楼台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5 张晓俊 竹山县第一中学 房县窑淮乡卢家湾村5组张礼宏 房县窑淮乡卢家湾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4 周俊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溪县新洲镇三盛院村1组5号周鹏 竹溪县新洲镇三盛院村1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3 孙豆豆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官渡镇新街村5组 孙少飞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新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2 黄晓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1 号-2 号张红波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1 号-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1 邵金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 5组邵义坤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80 钟玥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迎丰村3组6 号郭伦香 十堰市竹山县迎丰村3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8 方琴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长 2组2 号方坦林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长 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7 胡敏 竹山县第一中学 宝丰镇曹家湾村1组 胡英兵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6 江成吉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漆树扒村5组江忠良 竹山县宝丰镇漆树扒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5 刘曙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三刘升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4 王欢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1 号王裕兴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3 王彩丽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塔 3组王兴举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塔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2 刘敏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双台乡罗家村3组78号刘开华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罗 3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1 陈梦燃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窑 2组8 号陈勇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窑 2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70 刘小琳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上庸镇九华村4组廖永梅 竹山县九华村4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9 虞兵兵 竹山县第一中学 上庸镇南坝村6组 虞从贵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南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8 李红梅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清泉村 李春晖 竹山县宝丰镇清泉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7 华鑫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竖旗村1组朱士美 竹山县秦古镇竖旗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6 毛小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新茶村1组毛达庆 竹山县宝丰镇新茶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5 范期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马 4组范学生 十堰市张湾区七里垭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4 李雯雯 竹山县第一中学 潘口乡小漩村1组 张平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2 陆扬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二道坊村陆洪竹 竹山县城关镇二道坊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1 卫扬杰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莲 1组6 号1 室魏才保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莲 1组6 号1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60 陈绍涵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楼房沟村4组陈龙兵 竹山县官渡镇楼房沟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9 徐梦玲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六 3组徐光祥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六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6 王金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双台乡渔塘村七组 郑荣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4 宋巧铃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高家庄村 周华华 竹山县高家庄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3 徐梦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漆 1组徐枝军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漆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2 邹冉冉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1组8 号陈丽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1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50 胡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胡长江 十堰市竹山县圣水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9 刘自然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文 3组刘振统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文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8 陈贝贝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挡 2组陈兴禄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挡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6 常凤至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新街村 常昌清 十堰市竹山县新街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4 华继语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潘 6组华千里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潘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3 张梦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1组张华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2 陶鹏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解陈春香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解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40 毛菲菲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新茶村2组毛克斌 竹山县宝丰镇新茶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9 莘琴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双台乡罗家村七莘太贵 竹山县双台乡罗家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4 柴漫漫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双 2组柴远兵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双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3 郭聪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刘 6组1 号陈德平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刘 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2 黄熠帆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文峰乡中沟村2组黄太成 竹山县文峰乡中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1 谭娇娇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柳林乡洪坪村三王本菊 竹山县柳林乡洪坪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30 王晓阳 竹山县第一中学 麻家渡镇蛟龙村5组 王超 麻家渡镇蛟龙村5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9 赵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秦 2组赵承根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秦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8 萧梦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富 4组萧坤发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富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7 魏晨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5组郭永举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6 姚阳洁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华家湾村2组姚海真 十堰市竹山县华家湾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5 董志强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杨董宗山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2 张晗 竹山县第一中学 文峰乡中沟村5组 张友东 文峰乡中沟村5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1 袁桢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 8组袁胜龙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20 任聆毓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庵场村2组谭艳 十堰市竹山县庵场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7 姚厚宏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小漩居委 1组余平 十堰市竹山县潘口乡小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6 张诗文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关熊传霞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4 陈小雨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新陈正保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3 叶宇娟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深河乡茅坝村七叶少兵 竹山县深河乡茅坝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1 廖娟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 8组汪艳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金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10 陈雅琦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陈龙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9 吴雨琪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龙堰河村2组吴浮平 竹溪县县河镇龙堰河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8 王诗怡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双 8组王启柱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双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7 许丹丹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花许钦春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6 彭惠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1组彭日成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5 隆凤 竹山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水 2组陈桂英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水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3****03 朱素素 竹山县第一中学 竹山县擂鼓镇西河村四师凤莲 竹山县擂鼓镇西河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3 黄宇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春桥村2组黄建宁 郧西县城关镇春桥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1 陈雨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庙 4组陈绪宝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庙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1 童嘉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小童尚礼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6 何鑫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石 1 组何行根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石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4 高焜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赵 1组柯希琴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赵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3 付颂丽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上贾付枝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0 邓秒 郧西县第三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观音垭村5组1 号邓乾坤 郧西县六郎乡观音垭村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9 邓开绘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李邓奎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1 王俊乐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丁 2组王能忠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丁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7 祁垚燚 郧西县第三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东寺村3组祁运学 郧西县河夹镇东寺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4 祝圳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青铜沟村2组1 号祝和群 郧西县六郎乡青铜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2 王静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津王发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1 陈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两朱美玉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0 姜雯雯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兰 6组杨应娥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兰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8 张亿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铁张玉根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6 程建波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程玉记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4 蒋毓同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六郎乡王家河村1组 蒋运理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王 1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3 李希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槐李明华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槐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2 詹莹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药树坪村4组詹飞熊 郧西县上津镇药树坪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7 桂香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铁山寺村 桂载建 郧西县铁山寺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5 魏静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粟魏胜平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3 孙秀超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风 2组孙天国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风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1 岳诗丽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安家乡卸甲坡村3村马万薪 郧西县安家乡卸甲坡村3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8 金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马安镇石塔河村7组70号金伟 马安镇石塔河村7组70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6 邹鑫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钟坪村4组1 号邹映武 郧西县关防乡钟坪村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4 何永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西川村赵俊 郧西县湖北口乡西川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4 柯贤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兵马铺村4组柯尊周 郧西县夹河镇兵马铺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1 何永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塔坪岭 5组何明泽 郧西县湖北口乡塔坪岭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9 王明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大 5组2 号王友成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大 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4 吴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天河坪村3组吴胜群 郧西县城关镇天河坪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0 何明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塔坪岭张荣翠 郧西县湖北口乡塔坪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7 朱耀基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八亩地2组 4 号魏相桃 郧西县香口乡八亩地2组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4 周建城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总兵沟村3组4 号金竹梅 郧西县关防乡总兵沟村3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0 魏燕群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前魏家海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前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8 汪铃铃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双掌坪村 1 号付书平 十堰市郧西县双掌坪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7 徐晓悦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瓦 6组徐高均 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瓦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8 吴梦瑶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陡岭子村2组 吴方兵 夹河镇陡岭子村2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7 陈新溢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黄石梁村2组 胡先琴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黄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6 蔡荣华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4组蔡坤隆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7 柯舒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石庙子村8组柯昌红 郧西县上津镇石庙子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4 孟田野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将军坪村5组1 号孟宪友 郧西县六郎乡将军坪村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9 郑登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北山沟村黄英 郧西县店子镇北山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7 兰瑞清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天王昌莲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9 张显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安家乡瓦房沟村2组刘邦梅 郧西县安家乡瓦房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8 周明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下北隅村6组雷宗贤 郧西县城关镇下北隅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3 邢祖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马 2组邢洪燕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马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6 祝东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严家湾村 2 号祝合国 郧西县上津镇严家湾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9 孟祥权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庙孟凡富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8 陈洪年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两岔河村陈伦干 郧西县六郎乡两岔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1 於锦楬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下香口村2组於德金 郧西县香口乡下香口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1 李定燕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李善华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9 杨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官 3组杨先江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官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8 魏相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土 2组魏朝兵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7 陈新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五顶居委 2 号陈日兵 郧西县观音镇五顶居委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3 邓俊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金兰山村7组邓洪恕 郧西县夹河镇金兰山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1 刘堙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伍 5组刘正刚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伍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9 柯智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罗 1组5 号柯希维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罗 1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8 张海洋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大段金艳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7 黄馨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1 号朱曾风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5 罗显镜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沉 5组罗金坤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沉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4 查贵宾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7组查富清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3 张春燕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干沟口村2组高善香 郧西县景阳乡干沟口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2 李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军家河村4组蒋立群 郧西县涧池乡军家河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1 祝涛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丁祝和得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9 朱美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关防乡蔡家村4组朱发成 十堰市关防乡蔡家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7 程声鉴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徐 6组陈远连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徐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6 陈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上 6组9 号陈永波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上 6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5 晋作平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牛晋才林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4 袁世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莲袁作利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莲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3 贾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瓦贾祥青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2 梅涵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兰梅高峰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1 刘丽娅 郧西县第一中学 河夹镇来家河1组 刘红卫 河夹镇来家河1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0 何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长沙坝村1 组何永林 郧西县夹河镇长沙坝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9 陈海娟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蔡陈发坤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8 贾龙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钟坪村6组1 号贾开兵 郧西县关防乡钟坪村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6 黄瑞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铁黄元顺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5 刘啟桓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伍 1组刘朝旺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伍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1 柯其玲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黄陈爱英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0 朱森林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总陈言梅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总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8 聂娜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兰聂学生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7 祝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沙沟村7组郑立华 郧西县关防乡沙沟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6 张丽丽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大 4组张家稳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4 范晶晶 郧西县第一中学 涧池乡涧池村6组 范国兵 郧西县涧池乡涧池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2 高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龚家坪村1组高英卫 郧西县景阳乡龚家坪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0 陈绪雯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石柯贤玉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9 朱梦瑶 郧西县第一中学 店子镇北山沟村4组8号朱庆华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4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7 孟想想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大 3 号孟军 十堰市六郎乡大石堰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6 段高涛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卧段秀玉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5 耿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四耿家卓 郧西县鱼池村四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4 王德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朗乡赵家河村王世超 郧西县六朗乡赵家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3 姚敏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八亩地村6组徐祥艳 郧西县香口乡八亩地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2 梅小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牌楼村一宛良云 郧西县店子镇牌楼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0 王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西川村4组王付东 郧西县湖北口乡西川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9 陈思雨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安 3号陈勇 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安 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7 李燕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岩屋河村 1 号李廷水 郧西县六郎乡岩屋河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6 何宇欣 郧西县第一中学 涧池乡风景村5组 何敏 郧西县涧池乡风景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4 刘鑫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泥河口村3组刘昌军 郧西县涧池乡泥河口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3 宋越 郧西县第一中学 上津镇范家坪村一组燕 5号陈功华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范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1 刘明轩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吴刘顺国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9 张仁森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泗峡口 3组代俊莲 郧西县湖北口乡泗峡口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8 陈娥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铁箍岭5组陈为国 郧西县上津镇铁箍岭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6 袁圣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箭 3组袁秀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箭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5 李垚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长 6组李明国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长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4 李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津城四组 李洪军 津城四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3 杨龙欢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杨付海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0 袁董斌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龙董焕成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9 储宏棋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下河庙村3组0 号储召琴 郧西县马安镇下河庙村3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7 刘远继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磨 4 号刘合见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磨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1 王雨乐 郧西县第一中学 上津镇伍峪坪7组 王江林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伍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9 宛仕银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大坝塘村王洪香 郧西县店子镇大坝塘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8 童梓煦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东 4组童虎田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东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6 杜炯炯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羊尾镇龙潭河 陈仁秀 郧西县羊尾镇龙潭河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4 吴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店子镇前庄村三组 王立菊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前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3 李华辉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王家坪4组李荣波 郧西县城关镇王家坪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9 冯晓菲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六郎乡观音垭村4组 冯店军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观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5 黄青霞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鞍镇下 5组李春芳 十堰市郧西县马鞍镇下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4 陈昌林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洪台村2组陈吉学 郧西县城关镇洪台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1 周绍榕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王家坪村周海军 郧西县城关镇王家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8 程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刘家湾村程日军 郧西县上津镇刘家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6 梅艳芳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刘 3组梅正军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刘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5 刘娟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李孟方珍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2 袁浩然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车家沟村7组袁海群 郧西县城关镇车家沟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1 柯铸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羊尾镇朱家沟村1组柯贤德 郧西县羊尾镇朱家沟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0 龚得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南坡村 龚正友 郧西县店子镇南坡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9 祝洪林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槐树村马祝祥军 郧西县上津镇槐树村马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8 孙琪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绞肠关村牛绍芳 郧西县上津镇绞肠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6 吴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北 1组1 号吴公柱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北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5 夏敏 郧西县第一中学 涧池乡金龙山村5组 夏德军 郧西县涧池乡金龙山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3 柯馨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关 7组 8号徐正英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关 7组 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2 赵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黄云埔村4组孟祥英 郧西县香口乡黄云埔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1 张梁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校场坡村3组 王全翠 城关镇校场坡村3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0 孙天莞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河夹镇刘家湾村2组孙传兵 十堰市河夹镇刘家湾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9 宋心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石 1组宋敬国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石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8 张婧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铁 4组阮春枝 郧西县店子镇铁山寺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6 吴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吴家扁村1组吴方成 郧西县景阳乡吴家扁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5 余邦圣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周 3组7 号余安国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周 3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4 毕龙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槐树村六毕龙钊 郧西县上津镇槐树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3 姜兴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天池垭村4组 姜胜春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天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2 陈禹宏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长杨启平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1 杜昌伟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一 5组1 号杜龙富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一 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0 涂邦国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腰滩河村涂家洪 郧西县夹河镇腰滩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9 陈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铁 4组4 号陈安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铁 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7 王顺超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黄龙沟村2组王家宝 郧西县六郎乡黄龙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6 王益林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郭家渡2组王安柱 郧西县上津镇郭家渡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5 陈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 9组2 号陈根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 9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4 金欢欢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龚家坪村3组白益芳 郧西县景阳乡龚家坪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3 黄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上营村1组晋才菊 郧西县涧池乡上营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2 崔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湖北口郧西县湖北口回 1组崔化橡 湖北口郧西县湖北口回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1 周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白 5组黄本金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白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0 王国强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石 2组2号王付贵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石 2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9 张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石门村三张付贵 郧西县夹河镇石门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7 余先洋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双 7组 2号杨世林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双 7组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6 董岐卓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解董少军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解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4 寇国强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范家坪村寇华兵 郧西县上津镇范家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3 邓荣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下樊华林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2 陈冰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尚坪村四组 陈光林 景阳乡尚坪村四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1 韩克双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付 8组1 号韩盛兵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付 8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0 郑忠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村1 组郑行艳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8 殷书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丁家湾村1组5 号吴尔霞 郧西县上津镇丁家湾村1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7 朱楷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吴朱贵财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6 宋世铸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上宋守志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5 陈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白家山村4组5 号常道兵 郧西县马安镇白家山村4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4 吴行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北山沟村8组2号吴公财 郧西县店子镇北山沟村8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3 汪洋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沉溪村3组 4号汪万兵 郧西县香口乡沉溪村3组 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1 周祖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上魏朝云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0 薛荣浩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八盘村1组干沟26号薛代贵 十八盘村1组干沟2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9 宁远涛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三宁家春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8 李阳松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大新川 3组1 号李申成 郧西县湖北口乡大新川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7 汪明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观汪建军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观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6 余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天池垭村3组余长全 郧西县景阳乡天池垭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5 王玺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金姜村3组 王进安 郧西县金姜村3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4 邱华强 郧西县第一中学 河夹镇青山村二组 邱忠移 河夹镇青山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1 王敏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石 5组柯尊丽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石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9 王静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安家乡何家井村1组王如奎 郧西县安家乡何家井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8 李婷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七里沟村7组7 号李昌林 郧西县店子镇七里沟村7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7 王丽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土门镇六官坪村王远东 十堰市土门镇六关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6 詹佳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石人河村詹世军 郧西县河夹镇石人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5 汪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黄 1 号汪学海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黄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3 张海锋 郧西县第一中学 河夹镇龙窝村三组 张世国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2 段文凯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石 2组段秀兵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石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1 陈少锋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黄龙沟村2组陈合理 郧西县六郎乡黄龙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0 蒋晨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下河庙村6组蒋进 郧西县马安镇下河庙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8 陈艺杭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锡洞沟村陈世松 郧西县马安镇锡洞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7 王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蔡家场村王丰兵 郧西县关防乡蔡家场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6 田野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吴家扁村5组田家友 郧西县景阳乡吴家扁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5 陈之帆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石陈义富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4 郭钰升 郧西县第一中学 上津镇磨沟村2组 吴丰连 十堰市上津镇2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2 王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惠家河村1 组许梅 郧西县马安镇惠家河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0 吴丁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郭家渡村3组3 号吴长春 郧西县上津镇郭家渡村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9 陈键强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下袁有芝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8 蔡海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1组刘相银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7 吴道彬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二吴家义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6 聂铭锋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五顶坪村3组夏娟娟 郧西县观音镇五顶坪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4 王功明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黄 4 号王勇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黄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3 王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2组王海波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2 张恒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店 2组张泽安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店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1 曾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石庙子村1组曾庆贵 郧西县上津镇石庙子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0 陈鸿玉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七里沟村7组4 号陈伦华 郧西县店子镇七里沟村7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8 曹堃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天池垭村曹忠安 郧西县景阳乡天池垭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7 阮华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黄 4组阮荣洪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黄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6 代宗霖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小河口村4组代选平 郧西县景阳乡小河口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5 孙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刘 9组郭吉云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刘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4 王懿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马安关村5组王厚坤 郧西县马安镇马安关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1 孙家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东川村2组代光平 郧西县湖北口乡东川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0 李海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3组1 号范瑞香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9 晋长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四晋久琼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8 徐浩楠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二天门组徐新山 郧西县关防乡二天门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7 杨锐 郧西县第一中学 店子镇大坝塘村六组 周宗芳 店子镇大坝塘村六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6 王诚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伍峪坪村王宗波 郧西县上津镇伍峪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5 黄佳权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青山村 黄朝华 郧西县河夹镇青山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4 徐天旺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下北隅村徐正山 郧西县城关镇下北隅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3 胡开健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县沟村五胡朝林 郧西县观音镇县沟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2 乐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罗坡亚村5组乐正发 郧西县六郎乡罗坡亚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0 陈盈盈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兰滩口村1组白益芳 郧西县景阳乡兰滩口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6 白莉莉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南院庄村白秉成 郧西县南院庄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9 马淼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干沟口村2组马祥军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干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8 许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5组郑武霞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5 梁晓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徐家湾9组樊修兰 郧西县马安镇徐家湾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7 彭莉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下河庙村8组彭继喜 郧西县马安镇下河庙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5 王艳玲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下 2组王太启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下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3 王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总兵沟村2组祝河贤 郧西县关防乡总兵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9 柯敏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吴余致兰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7 王启林 郧西县第一中学 土门镇九龙寺村3组 王高山 土门镇九龙寺村3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3 董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观 6组1 号董家均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观 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9 朱顺利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六郎乡兵营铺村 朱寿华 六郎乡兵营铺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6 吴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伍 1 组贾长莲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伍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1 邓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王 2组邓才兵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王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0 朱丽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 朱才明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7 赵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3组麻焕英 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6 付玉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八亩地村3组付书江 郧西县香口乡八亩地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5 王茂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安家乡三官居委王昌晏 郧西县安家乡三官居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4 胡小慧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六郎乡柯家湾村4组2号胡先典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柯 4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3 王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黄龙沟村2组王继坤 郧西县六郎乡黄龙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2 王晓雅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下河庙村1 组王明镜 郧西县马安镇下河庙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1 宋进丽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流浪乡六郎关村5组宋登军 郧西县流浪乡六郎关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0 唐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庙 5组唐运政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庙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9 储贻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天 3组储著林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天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8 李垠垠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安家乡马家坪村2组李世海 郧西县安家乡马家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7 潘亚娸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铁箍岭村4组鲍瑶 郧西县上津镇铁箍岭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6 薛松 郧西县第一中学 民联村5组马头四巷 张道梅 民联村5组马头四巷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4 明嘉玲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金明平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金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3 庞皓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洪台村5组陈亚利 郧西县城关镇洪台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9 王丽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火麦沟村5组1 号王孝六 郧西县观音镇火麦沟村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6 谢佳熠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黑虎庙村三组 谢水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5 张炳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壕渠村1组 张吉才 郧西县壕渠村1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3 彭丹丹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小河村7组 彭天霞 城关镇小河村7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2 曾林林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姬家坪村2组刘汉云 郧西县马安镇姬家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9 许婷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黑虎庙村5组许登礼 郧西县夹河黑虎庙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8 罗培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下香口村3组黄代娣 郧西县香口乡下香口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7 王桂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杨家湾村王吉海 郧西县河夹镇杨家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6 周甜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黄云铺村2组周洪齐 郧西县香口乡黄云铺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5 王传莉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粟谷庄村王德成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4 张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香口乡董家坪村二组 张光成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董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1 王丽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柯 6组王家良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柯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9 李金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八亩地村1组李新林 郧西县香口乡八亩地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8 樊会倩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长沙坝村4组 樊晓祥 夹河镇长沙坝村4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7 徐娟娟 郧西县第一中学 观音镇五顶坪村5组13号徐维刚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五 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6 王玲 郧西县第一中学 安家乡元门村2组 王明朝 安家乡元门村2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2 陈秋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激浪河村陈传林 郧西县城关镇激浪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0 郝庆贤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关郝丰明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9 夏阳莹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石夏远玉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8 王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老龙庙村3组 6号黄国娥 郧西县香口乡老龙庙村3组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7 耿家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渔池村4组耿正海 郧西县景阳乡渔池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6 李丹玉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小李明清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5 汪谦 郧西县第一中学 观音镇五顶坪村六组 汪传林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五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4 黄小龙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北 3组1 号黄开俭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北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3 吴启隆 郧西县第一中学 涧池乡涧池村3组 吴先群 涧池乡涧池村3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0 王永惠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军家河村4组王华朝 十堰市涧池乡军家河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9 徐荣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五顶坪村5组3 号徐正海 郧西县观音镇五顶坪村5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8 胡传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3组0 号柯贤梅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3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7 范家铭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三 6组3 号范传银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三 6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6 龚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3组龚仕喜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3 夏书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南沟村一夏启涛 郧西县观音镇南沟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2 陈霜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石 1组陈洪江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石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1 陈绵林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槐陈功安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槐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0 熊靖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干沟口村1组熊师斌 郧西县景阳乡干沟口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9 李光志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龙 2组李定晏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龙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8 张博铭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坪沟村6组张富权 郧西县河夹镇坪沟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7 李咏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 1组王林香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6 陈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花蛇沟5组陈义波 郧西县夹河镇花蛇沟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5 白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玉园村四白为海 郧西县景阳乡玉园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4 兰垠娜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石 1组兰兆平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石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0 徐辉灵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董家沟村3组刘新兵 郧西县涧池乡董家沟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8 张琳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天张吉宝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7 柯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孙家沟村柯尊奖 郧西县夹河镇孙家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5 祝东旭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小坝河村2组1 号祝合卫 郧西县店子镇小坝河村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4 黄声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关防铺村2组桂载云 郧西县关防乡关防铺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3 王泽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观音村3组王斌 郧西县观音镇观音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2 黄金连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三黄照云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1 张吉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7组张友明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0 乐建幸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惠 8组吴小红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惠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7 许琛苑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沟口村6许卫海 郧西县观音镇沟口村6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6 周炎彬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3组周发国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4 刘文华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西 9号刘泽东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西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3 柯紫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岩屋沟村2组王恩慧 郧西县河夹镇岩屋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1 邓鑫焕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金銮山村邓洪禄 郧西县夹河镇金銮山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9 田俊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黄土梁村5组田忠生 郧西县观音镇黄土梁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8 贺许恒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7组贺茂正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6 陈浩玮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花蛇沟村5组陈知鑫 郧西县夹河镇花蛇沟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5 马鑫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吊 3组闻义珍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吊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3 陈松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石宝村5组陈绪顺 郧西县夹河镇石宝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2 曹婧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红 5组曹堂福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红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1 周稀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老 2组周益升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老 2组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9 王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土岭沟村2组 4 号牛宝群 郧西县观音镇土岭沟村2组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8 柯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青铜沟村7组柯真旺 郧西县六郎乡青铜沟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7 邵西云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金銮山村7组邵林 郧西县夹河镇金銮山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6 胡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车家沟村1组柯冬婵 郧西县城关镇车家沟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4 殷青山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村1 组8号殷均国 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村1 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3 黄联政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大磨村一邓宗霞 郧西县关防乡大磨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2 徐志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双庙村6组 6号余宝云 郧西县土门镇双庙村6组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1 纪昌顺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村2组3 号纪宏兵 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村2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0 何永吉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东何明辉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9 张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 黄照荣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8 王晓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佛洞村1 组3 号王作定 郧西县观音镇佛洞村1 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6 王荣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7组3 号王立成 十堰市郧西县三十六岩 7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4 王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干沟口村王定华 郧西县景阳乡干沟口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0 刘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子村4组刘英才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子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9 王锋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龙桥村 何芳 观音镇龙桥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8 杨富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箭流铺村4组4 号杨至圣 郧西县河夹镇箭流铺村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7 李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罗坡垭村1组0 号李坤 郧西县六郎乡罗坡垭村1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6 徐文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丁家坪三赵发香 郧西县关防乡丁家坪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5 王莹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长沙坝村2组 吴德芳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长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4 胡晓 郧西县第一中学 河夹镇东寺村4组15号胡华兴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东 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3 刘婷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店子镇七里沟村3组17号刘杰胜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七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2 杨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解家坪 杨科宝 郧西县景阳乡解家坪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1 张艳红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陆家沟村3组3 号张友贵 郧西县六郎乡陆家沟村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9 张闰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车家沟3组张青林 郧西县城关镇车家沟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7 陈华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3组陈光祥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6 朱雨涵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鞍镇石塔河村7组李业社 郧西县马鞍镇石塔河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4 柯静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大东沟村柯尊成 郧西县夹河镇大东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3 王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总兵沟村2组5 号刘德友 郧西县关防乡总兵沟村2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2 张彬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吴家扁村2组张和言 郧西县景阳乡小河口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9 高鑫燃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归 6组高波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归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8 程官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黄云铺村四组新 4 号龚发勤 郧西县黄云铺村四组新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6 李学炜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天李开志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4 毛飞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4组3 号毛浓金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4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2 邱旭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兰 3组张吉霞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兰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0 何菲 郧西县第一中学 安家乡安家河村 何耀超 安家乡安家河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9 明瑞琴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岩屋沟村6组明廷林 郧西县河夹镇岩屋沟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6 陈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两岔河村汪孔翠 郧西县六郎乡两岔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5 黄晓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羊尾镇羊尾村1组8 号张礼英 郧西县羊尾镇羊尾村1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4 王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龚家坪村4组王世军 郧西县景阳乡龚家坪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3 朱文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小新川 6组朱曾平 郧西县湖北口乡小新川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2 张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檀树河村6组张吉成 郧西县店子镇檀树河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1 王子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腰滩河村王绍洪 郧西县夹河镇腰滩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0 吴运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梅家河村7组吴太明 郧西县夹河镇梅家河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9 周永可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东方村 李华丽 郧西县东方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1 米守华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西 1组米元纲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西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0 柯西金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下河庙村1 组任娟娟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下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7 王吉朝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 5组王永红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4 夏书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双掌坪村1 组 1 号夏启洪 郧西县观音镇双掌坪村1 组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1 冯旗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东川村2组3 号冯元财 郧西县湖北口乡东川村2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0 宋雨帆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六郎关村4组2 号宋登文 郧西县六郎乡六郎关村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7 李久行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观音村1组 9号李长春 郧西县观音镇观音村1组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4 王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军家河村2组王少琼 郧西县涧池乡军家河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2 童梦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吴江善兰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0 宋娟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吴江春香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6 李焬焬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北 3组柯善英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北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1 何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店子镇小坝河2组 何世友 店子镇小坝河2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0 焦明苏 郧西县第一中学 安家乡十王寺村1组 马仙香 安家乡十王寺村1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9 何信林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车家沟4组龙则环 郧西县城关镇车家沟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7 王志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洪台村4组汪成珍 郧西县城关镇洪台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6 陈新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乾兴寺村4组陈开书 郧西县城关镇乾兴寺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5 王梦玲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乾兴寺村3组3 号叶天荣 郧西县城关镇乾兴寺村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4 何明尧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何文东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3 付书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沉 2组於德翠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沉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2 陈小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黄陈义青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8 冯盛华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安家乡祖师殿村冯家兵 郧西县安家乡祖师殿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6 江鑫林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安家乡八道河村8组江诗忠 郧西县安家乡八道河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5 张攀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民联村3组张明林 郧西县安家乡三官洞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3 熊宗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一天门村5组熊祥华 郧西县关防乡一天门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6 解正锋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药 2组程正慧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药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0 董义昊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涧 3组董庆春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涧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9 张成毅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壕 2组张炳堂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壕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8 朱徐燃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天河坪村6组徐家菊 郧西县城关镇天河坪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4 陈学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车家沟村8组陈彦春 郧西县城关镇车家沟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3 陶瑞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六郎乡三院村4组 陶贞兵 郧西县六郎乡三院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7 祝荧荧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激浪河村 祝喜同 郧西县城关镇激浪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3 吴义曼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尚坪村3组吴德根 郧西县景阳乡尚坪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5 陶然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下 9组陶修明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下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0 何光辉 郧西县第一中学 香口乡董家坪村 夏得平 香口乡董家坪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9 魏紫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村2组 9 号王君玲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村2组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8 陆昌超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3组陆世明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7 张萍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前庄村5组4 号杨正青 郧西县店子镇前庄村5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6 李先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马鞍镇上川村一组 李思军 郧西县马鞍镇上川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4 史富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洪台村6组史丽芳 郧西县城关镇洪台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3 章家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龙桥村1组章昌勇 郧西县观音镇龙桥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1 乐志超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两岔河村1组乐章林 郧西县六郎乡两岔河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0 黄月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松 5组黄涛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松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9 刘宗燚 郧西县第一中学 羊尾镇莲花池村五组 刘绪祥 羊尾镇莲花池村五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8 蔡祖浩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景 1组蔡庆意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景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7 肖冬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三院村五肖承兴 郧西县六郎乡三院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6 黄联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关防乡大磨村一组 黄平江 关防乡大磨村一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5 刘小雨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大刘永华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4 祝东晓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天宝山村祝波 郧西县店子镇天宝山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3 王晶晶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石门子村王家地 郧西县夹河镇石门子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2 李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小王沟村李崇林 郧西县夹河镇小王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1 张逸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锡洞村5组张帮霞 郧西县马安镇锡洞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0 胡彬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黄土梁村2组胡朝东 郧西县观音镇黄土梁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8 高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响水沟村一高运来 郧西县夹河响水沟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5 王益菱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陡 4组王继根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陡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4 汤欣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卧龙岗村汤贵俭 郧西县夹河镇卧龙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3 陈可欣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大石堰村 5 号陈本全 郧西县六郎乡大石堰村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2 王紫祎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村王克清 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1 吴萍萍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村3组吴风林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0 夏紫微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黄竹扒村4组夏金树 郧西县香口乡黄竹扒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8 叶郑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下河庙村郑台红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6 祝霜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大祝东龙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5 李香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南 2组6 号李国刚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南 2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4 陈祝耀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村6组陈祝耀 北省郧西县夹河镇陡岭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2 乐杨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王刘传菊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1 余祥鹏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小余致华 郧西县景阳乡小河口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6 李智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姬家坪村1 组李万发 郧西县马安镇姬家坪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4 周仁堃 郧西县第一中学 上津镇石庙子村七组 周启明 郧西县上津镇石庙子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2 邓开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土门镇辽坡村六组 陈芝焕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1 夏爽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腰滩河村三组 徐莉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0 金名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关帝庙村8组金良坤 郧西县土门镇关帝庙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8 黄家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鞍镇石塔村2组黄道兵 郧西县马鞍镇石塔河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7 邱正旺 郧西县第一中学 香口乡白果沟村5组吴 1 号阮国根 香口乡白果沟村5组吴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6 涂辰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瓦屋场村5组涂金城 郧西县涧池乡瓦屋场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5 陈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三院村四组39号陈前森 郧西县三院村四组3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4 李荣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龙 1组张大珍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龙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3 胡光华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下川村7组胡大田 郧西县马安镇下川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0 陈彬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孙家湾村陈家胜 郧西县上津镇孙家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9 张钞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6组张扬兵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8 周欣然 郧西县第一中学 湖北口乡庙川村3组 周小勇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7 王钧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夹河关十王堂红 郧西县夹河镇夹河关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4 牛爽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小河村五牛显群 郧西县城关镇小河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1 邓照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王家庄村1组邓才平 郧西县上津镇王家庄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0 聂润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兰滩口村2组聂太显 郧西县景阳乡兰滩口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9 操苏洁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丁家湾村1组柯昌云 郧西县上津镇丁家湾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8 乔嘉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夹河街1号乔厚香 郧西县夹河镇夹河街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7 徐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花屋村1组徐汉青 郧西县景阳乡花屋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6 柯贤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黑 3组柯尊辉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黑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5 李堂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风景村1组李汉山 郧西县涧池乡风景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3 周天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上川村1组周从应 郧西县马安镇上川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0 谭丽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七谭斌 郧西县河夹镇火车岭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5 余敦辉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大坪沟村6组余荣生 郧西县河夹镇大坪沟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4 陈支祥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长沙坝村1 组陈义安 郧西县夹河镇长沙坝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2 胡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王家庄村胡先华 郧西县上津镇王家庄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0 张徐铖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玉 2组张国涛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玉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8 张智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3组张荣虎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6 余雅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大坪沟村7组余荣敏 郧西县河夹镇大坪沟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5 朱铃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惠家河村5组朱顺成 郧西县马安镇惠家河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3 周婵 郧西县第一中学 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群周爱华 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2 耿慧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鱼 1组黄丽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鱼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1 张楠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归仙河村8组张光兵 郧西县河夹镇归仙河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9 樊娟娟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徐 9组樊供平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徐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8 徐红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黑虎庙村3组徐武群 郧西县夹河镇黑虎庙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7 王旭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伍峪坪村9组章国兰 郧西县上津镇伍峪坪村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5 蔡润承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店子村1组蔡义国 郧西县店子镇店子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3 魏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 3组魏文红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2 李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子村2组李相军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子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1 郭玉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观音村 郭吉光 郧西县观音镇观音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0 解天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东寺村8组解秀琼 郧西县河夹镇东寺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7 陈境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丁家湾村5组1 号吴远成 郧西县上津镇丁家湾村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6 涂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姬家坪村7组涂昌均 郧西县马安镇姬家坪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5 赵世朋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来家河村4组4 号赵祖庭 郧西县河夹镇来家河村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4 厍昌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 5组厍龙国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2 张炳湖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两岔河村张吉军 郧西县六郎乡两岔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9 刘宗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羊尾镇张家河村1组刘序生 郧西县羊尾镇张家河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4 汪圣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激浪河村5组汪海山 郧西县城关镇激浪河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3 罗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上 7组0 号罗丰平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上 7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0 兰星语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王家坪村5组兰飞 郧西县城关镇王家坪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8 吴传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瓦架子村1组8号吴世全 郧西县店子镇瓦架子村1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0 尹婉秋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将军坪村6组尹合祥 郧西县六郎乡将军坪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2 岑娅楠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徐家湾村张秀梅 郧西县马安镇徐家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8 金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天池垭村3组金全军 郧西县景阳乡天池垭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5 祝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铁箍岭村 2号祝和明 郧西县上津镇铁箍岭村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1 陈菲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沙沟村6组代菊花 郧西县关防乡沙沟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0 郭玉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平郭吉培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9 夏宜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六官坪村3组吴从琴 郧西县土门镇六官坪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5 张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车家沟村张慈保 郧西县城关镇车家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3 党婷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大党家林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1 胡正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七里沟村张有全 郧西县店子镇七里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3 刘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孤山村六陈洪艳 郧西县涧池乡孤山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2 周祎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黄家河村6组王凤琴 郧西县河夹镇黄家河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1 贾盛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蔡家场村3组3 号杨祖菊 郧西县关防乡蔡家场村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0 祝凯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解家坪村1组祝东山 郧西县景阳乡解家坪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3 祝磊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关祝河进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1 纪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魏家垭村1组纪昌宝 郧西县河夹镇魏家垭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0 何永霞 郧西县第一中学 湖北口回族乡庵坪村三何明艳 湖北口回族乡庵坪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9 徐晓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南院庄村夏昌珍 郧西县景阳乡南院庄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8 祝东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吴家扁村6组祝方元 郧西县景阳乡吴家扁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5 陈晖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豪渠村 陈弢 十堰市郧西县豪渠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4 朱钒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7组朱新林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2 熊师琦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六郎乡康家梁村1组13号熊波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康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0 李扬囝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南 6组1 号李声国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南 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9 祝栋铃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关防乡钟坪村7组 祝河喜 郧西县关防乡钟坪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8 吴东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龙 2组吴立海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龙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5 童彬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瓦屋场村5组童华明 郧西县涧池乡瓦屋场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4 张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陈 6组姚建珍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陈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3 王瑞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东川村1组1 号王步明 郧西县湖北口乡东川村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1 吴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郭家渡村3组5 号吴在红 郧西县上津镇郭家渡村3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0 祝东旭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铁箍岭村3组祝和照 郧西县上津镇铁箍岭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8 周克铃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柯家湾村蒋运荣 郧西县六郎乡柯家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7 王铭柱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腰滩河村1组王太斌 郧西县夹河镇腰滩河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6 马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4组熊仕梅 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5 涂顺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夹河关居涂兴顺 郧西县夹河镇夹河关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4 杨帆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回 7组吴学英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回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1 张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兰滩口村1组张元军 郧西县景阳乡兰滩口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9 罗浩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长罗正军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4 黄小龙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大磨村1组1 号黄正贵 郧西县关防乡大磨村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1 王昊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黄王兵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9 朱显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8组3 号朱华田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8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4 王晓涵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姬 9组王汉庭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姬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0 代宗琴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小河口村4组代选春 郧西县景阳乡小河口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9 王欣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东寺村 王小林 郧西县河夹镇东寺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7 储娇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下川村九储柱胜 郧西县马安镇下川村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6 宋漫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包耳场村宋学发 郧西县关防乡包耳场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4 鲁媛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河夹乡岩屋沟村1组周邦霞 郧西县河夹乡岩屋沟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3 陈婷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红庙村8组4 号顾金华 郧西县城关镇红庙村8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2 刘怡然 郧西县第一中学 上津镇伍峪坪村1组 刘合汉 上津镇伍峪坪村1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1 柯莹莹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大柯尊庭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0 王杉 郧西县第三中学 夹河镇孙家沟村四组 王传霞 夹河镇孙家沟村四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2 杨帅 郧西县第三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佛洞村4组 2 号杨光全 郧西县观音镇佛洞村4组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9 凌吉祥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神凌大海 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7 段小娜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卧 4组段敬程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卧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1 邓华珍 郧西县第三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邓家湾村邓开会 郧西县香口乡邓家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6 李福鹏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干 3组杨守芝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干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4 余城城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关余自艮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2 吴传丽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九吴正恩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5 刘雅萱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大 3组吴在梅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大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4 周国钰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丁家坪村 7号王淑芳 十堰市郧西县丁家坪村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1 丁雨菡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丁家贵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0 谭小翠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石定秀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9 孙章敏 郧西县第三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玉园村3组孙文成 郧西县景阳乡玉园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8 柯韵萌 郧西县第三中学 景阳乡玉园村三组 沈祥霞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6 徐杰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龙 2组徐成林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龙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5 毛小荣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毛仪楚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3 程倩倩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程学春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3 马静 郧西县第三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马成喜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2 赵薇 郧西县第三中学 上津镇孙家湾4组 陈圣英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4 卢毅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马 3组卢荣华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马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9 邹杉杉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长曾正霞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6 雷源生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牛 9组晋财霞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牛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6 赵秋丽 郧西县第三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风景村7组赵青军 郧西县涧池乡风景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8 潘宏宇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上潘长群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8 桂林馨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店陈艳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6 傅圣杰 郧西县第三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垭子湾村2组付书田 郧西县观音镇垭子湾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3 董晨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下 8组董福君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下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2 吴兴威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孙吴永安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0 吴锋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城 6 号吴立珠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蔡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1 祁海清 郧西县第三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大坪沟村6组祁恩双 郧西县河夹镇大坪沟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5 刘盈盈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惠 4组刘木军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惠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1 韩淑颖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纸 2组韩久山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纸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8 付坤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天 3栋1付建华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箭 1 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5 董菲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龙董焕武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1 陈玉娇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吊汪茂焕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5 张文杰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军张祥声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7 赵佳丽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车袁毅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4 张鑫玲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刘 1 组张文志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刘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4 翁杨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翁开贵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1 马玥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椒马胜发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2 蔡小丫 郧西县第三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龙汪滩蔡克斌 郧西县湖北口乡龙汪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2 周宽权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六周少改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6 徐卫魏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丁郭昌彩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9 汪明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安家乡蒿坪河村王霞 十堰市安家乡蒿坪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1 欧登均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石欧启保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5 李敏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李厚财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0 曹梓涵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兵马铺村曹祥勤 十堰市郧西县兵马铺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9 蔡园园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镇干蔡波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镇干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1 吴佳佳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白吴厚军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5 彭鑫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安彭宅发 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2 来锦煜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来 6组来东辉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来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8 贾琰焯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东贾启松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7 纪昌翠 郧西县第三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花纪洪成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3 范瑶瑶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三黄安霞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2 冯代露 郧西县第一中学 湖北口回族乡湖北关村冯代露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2 张建伟 郧西县第一中学 上津镇津城村1组 张登明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0 王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吊 4组王刚华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吊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9 黎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玉园村一黎明国 郧西县景阳乡玉园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3 黄赛扬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张黄太平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2 黄光锐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三 6 号黄世金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三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9 王吉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长沙坝村王传周 郧西县夹河镇长沙坝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6 刘梦雨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夹 5组刘存波 郧西县夹河镇夹河关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5 唐莉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小 2组唐德新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小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4 王雍雁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老观庙村三组 王昌华 十堰市老观庙村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3 杜园春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吴家营村一组 袁秋月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9 刘小红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黄刘泽东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6 王悦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李王传普 十堰市郧西县李家坡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5 胡陈晨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陡胡平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4 章露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陆章新星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陆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2 海媛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泗峽口 5组海付升 郧西县湖北口乡泗峽口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1 周绪艳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檀周宗平 十堰市郧西县店子镇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0 刘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卧 4组刘英明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卧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8 陈洪霞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牌楼村四陈伦言 郧西县店子镇牌楼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5 魏倩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魏吉均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4 陈颖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九龙寺村6组石磊 郧西县土门镇九龙寺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3 王有雯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大 9组王定华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大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2 徐蕊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范 5组徐维国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范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9 刘立姿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石刘礼银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8 王婵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陡岭村六组 张萍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7 袁兆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上香口村8组袁瑞琪 郧西县香口乡上香口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6 黄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五黄明富 郧西县上津镇津城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4 叶礼焮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十叶智国 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1 朱晓燕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陈家庄村二组 朱泽超 景阳乡陈家庄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0 赵瑞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柯赵克富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8 白维婧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龚白益勋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龚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6 宋宝钗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王家河村4组8号宋进腰 郧西县六郎乡王家河村4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5 董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羊尾镇胡家湾村7组2 号董焕明 郧西县羊尾镇胡家湾村7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4 夏炎棋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六 4组柯金枝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六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3 刘晓雪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十刘正喜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2 曹堃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磨沟村 曹树合 郧西县上津镇磨沟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1 龚建华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腰龚新林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0 沈坤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天池垭村2组 冯登珍 郧西县景阳乡天池垭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7 王心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村6组王传良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6 李宛霞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绞肠关村3组 1号李昌华 郧西县上津镇绞肠关村3组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2 吴娟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卧龙岗村5组 吴世田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卧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0 陈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佛洞村1 组陈扬礼 郧西县观音镇佛洞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7 陈赛男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南沟村6组陈洪群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南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5 彭晓茹 郧西县第一中学 观音镇彭家湾村6组阳 4号彭宝剑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彭 6组 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6 赵桂园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3组赵胜利 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4 王有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湖岭村1组 6号林均慧 郧西县香口乡湖岭村1组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2 吴锦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白果沟村6组 9号吴从寿 郧西县香口乡白果沟村6组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9 张庆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西川村2组4 号张荣洲 郧西县湖北口乡西川村2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5 许吴毅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黄土梁村许德梅 郧西县观音镇黄土梁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5 余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将军坪村9组余昌海 郧西县六郎乡将军坪村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3 余芬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3组余水金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2 黄绪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大王沟村6组 黄登兵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大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8 张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3组王明喜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7 曹盼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梅家河村2组曹大财 郧西县夹河镇梅家河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6 刘營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羊尾镇花粟庵村2组刘洪明 郧西县羊尾镇花粟庵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0 杨雨菡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上川村1组杨耀进 郧西县马安镇上川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9 陈惠子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4组陈敬安 郧西县景阳乡十里牌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7 马蒙 郧西县第一中学 湖北口回族乡泗峡口村5组马成兵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泗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6 张友慧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箭 8组9号张绪宝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箭 8组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5 朱金锁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罗坡垭村 0 号朱克武 郧西县六郎乡罗坡垭村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4 王琴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5组王德重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3 胡培培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0 号胡安莲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2 宋扬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一宋达来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0 韩冰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丁 3组韩帮均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丁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9 李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香口乡下香口村2组 徐春艳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下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7 王诗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蔡家厂村5组王定财 郧西县关防乡蔡家厂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6 燕垚垚 郧西县第一中学 实验室郧西县夹河镇卧燕宝元 实验室郧西县夹河镇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4 张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郭家渡村夏俭美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2 蔡盼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槐树村6组蔡月鹏 郧西县上津镇槐树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1 仇妮娜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下北隅村2组 刘源云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下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7 方楠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下 4组方厚兵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下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4 莫海舰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卧龙岗村2组莫军善 郧西县夹河镇卧龙岗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91 王喆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大竹扒村7组王少军 郧西县涧池乡大竹扒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9 盛洋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2组盛海东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8 林鑫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子村4组王家青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子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7 韦如意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韦正新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6 柯宇情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党家沟村1组 4 号柯常春 郧西县土门镇党家沟村1组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4 李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营村3组 李生军 郧西县上营村3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3 曹婷蕊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回龙村1 组曹茂升 郧西县关防乡回龙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82 杨彤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1组1 号杨耀江 郧西县马安镇石塔河村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9 黄新羽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孤山村4组黄捌厚 郧西县涧池乡孤山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7 徐瑶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丁家湾村2组6 号赵贤梅 郧西县上津镇丁家湾村2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4 朋钰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回龙村2组朋礼平 郧西县关防乡回龙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2 韩玉娇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纸 1 号吴春花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纸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70 祝玉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天池垭村 邵德霞 郧西县景阳乡天池垭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9 祝河鑫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祝方益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8 朱贵苗 郧西县第一中学 马安镇下河庙村11组0 号高孝芳 郧西县马安镇下河庙村1 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5 郑娜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小河口村二组 吴高翠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4 郑菡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龙王滩 4组郑栋柱 郧西县湖北口乡龙王滩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3 张雅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铁山寺村4组1 号谢道树 郧西县店子镇铁山寺村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2 张文艺 郧西县第一中学 店子镇檀树河村7组 朱寿霞 郧西县店子镇檀树河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1 张娟娟 郧西县第一中学 湖北口回族乡虎坪村六张伦青 湖北口回族乡虎坪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60 袁红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安家乡安家河村袁祖国 郧西县安家乡安家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9 余梦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骡马店村八组 黄广芝 郧西县骡马店村八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8 叶梓涵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土叶声涛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5 姚昌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马安镇惠家河村 姚顺成 郧西县马安镇惠家河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4 杨静 郧西县第一中学 香口乡宋家河村七组 杨有胜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3 许婷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骡申家丽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2 熊天顺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赵熊师波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赵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1 吴泽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一吴世军 郧西县景阳乡鱼池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50 吴媛媛 郧西县第一中学 景阳乡尚坪村 吴德全 景阳乡尚坪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9 吴遥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陡岭村三组 吴远林 郧西县夹河镇陡岭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8 吴星宇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白果沟村5组吴从东 郧西县香口乡白果沟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7 吴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马安镇锡洞沟村三组 朱明水 郧西县马安镇锡洞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5 王娜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大竹扒村储成云 郧西县涧池乡大竹扒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4 王柳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罗 4 号王全浩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罗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3 王俊 郧西县第一中学 河夹镇青山村6组 张云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青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2 王久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檀树河村6组王贵根 郧西县店子镇檀树河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1 王晶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长沙坝村4组 罗振平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长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40 王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小王林 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9 王春霞 郧西县第一中学 夹河镇石门村三组 王祥田 郧西县夹河镇石门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8 陶晓红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长 3组张金华 十堰市郧西县安家乡长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7 谈佳怡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树 5组 2号谈吉波 郧西县香口乡树撑岩5组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6 孙紫嫣 郧西县第一中学 上津镇伍峪坪村11组孙维胜 上津镇伍峪坪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5 苏醒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姬家坪村4组苏华成 郧西县马安镇下川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4 阮晓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香口乡白果沟村4组 阮国树 郧西县香口乡白果沟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3 阮晓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白果沟村4组 6号阮国树 郧西县香口乡白果沟村4组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2 邱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羊尾镇花栗庵村邱少德 郧西县羊尾镇花栗庵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1 秦灿灿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马鹿坪村1组秦光辉 郧西县店子镇马鹿坪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30 彭紫苑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回龙村三刘邦翠 郧西县关防乡回龙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9 彭堂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 彭玉斌 郧西县景阳乡椒园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8 毛雅琦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城关镇激浪河村胡春芝 郧西县城关镇激浪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7 马倩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桃园沟马庆云 郧西县湖北口乡桃园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4 刘啟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上津镇伍峪坪村刘朝会 郧西县上津镇伍峪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3 刘琳琳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白家山村刘波 郧西县马安镇白家山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2 刘俊甫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孙家沟三刘家余 郧西县夹河镇孙家沟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1 李缘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4组李柏成 郧西县景阳乡骡马店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20 李定林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湖北口乡虎坪村李善军 郧西县湖北口乡虎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9 柯心壹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响水沟村1组柯尊有 郧西县夹河镇响水沟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8 柯娟娟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兵马铺村4组柯尊鸿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兵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7 金波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三 2组刘兴梅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三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6 江荣垚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村3组 7 号江和勇 郧西县土门镇土门村3组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5 惠佳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夹惠远小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4 黄咏琪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羊尾镇朱家沟村黄海 郧西县羊尾镇朱家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3 胡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黄土梁村2组 1 号胡朝雁 郧西县观音镇黄土梁村2组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11 何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关防乡关防铺村六组 何昌兴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9 杜焰焰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二 1 号徐礼珍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二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8 董敏 郧西县第一中学 胡家营镇南沟村3组30号董祥林 郧阳区胡家营镇南沟村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7 丁诗灿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辽坡村6组丁昌国 郧西县土门镇辽坡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6 陈涛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白家山村陈本虎 郧西县马鞍镇白家山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5 陈梦垚 郧西县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云陈敬喜 十堰市郧西县上津镇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4 陈东临 郧西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黄石梁村2组 陈义春 郧西县城关镇黄石梁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3 陈定姣 郧西县第一中学 上津镇郭家渡村3组40号陈邦来 郧西县上津镇郭家渡村3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2 曹宗香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豪渠村三曹祥群 郧西县六郎乡豪渠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2****01 曹晨晨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回龙村1 组徐盛美 郧西县关防乡回龙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5 陈浩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陈善锋 竹山县上庸镇九华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3 邓宇鹏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上茅 1 组1号孙明 十堰市房县军店镇上茅 1 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3 胡俊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下 6组4号胡忠平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下 6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9 李宽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刘李玉林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7 杨坤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6组余秀萍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5 李治浩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城关镇城北西路烽火沟 2号4栋2单 6 室李正林 城关镇城北西路烽火沟 2号4栋2单 6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1 张启超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金 6组常青兰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金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4 杨钰风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杨 4 号杨文广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杨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3 吴生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2 号吴顺强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9 丁霞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7 号丁昌国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0 王迅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乌王吉灵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9 刘秋悦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陶清霞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0 王玉婷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县会沟村 王随周 十堰市郧县会沟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9 朱文靖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大 2组朱习昌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大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6 杜万财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魏 3组1 号明瑞霞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魏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4 罗堰妮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泉 1 组罗建六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泉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2 孙珊珊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徐 4 号孙兆红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徐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1 雷家林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雷保军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9 王兴宏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6组2 号王三伟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6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4 李慧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南化塘镇江湾村李明国 十堰市南化塘镇江湾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1 王鹏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8组王玉涛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1 李孟阳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郭李胜谟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6 杨永浩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丹江口市土关垭镇王春花 十堰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4 李登科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东 7组2号李祖勇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东 7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2 王梓贤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金 1组梁吉阁 郧县谭山镇金家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7 张炜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竹溪县新洲乡鲁溪沟村3组邵秀梅 竹溪县新洲乡鲁溪沟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5 何越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何明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1 肖羽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肖 1组6 号肖常宝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肖 1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8 王嘉琦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郧县茶店镇曾家沟村3组王伟 郧县茶店镇曾家沟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6 唐小雨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向坝乡向坝村1组 龙云华 向坝乡向坝村1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0 冯家鸿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毛 。冯胜梅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毛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3 古子龙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后古昌江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7 余磊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大 2组1 号艾培琴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大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3 王洋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东 5组王涛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东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8 张希言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张祥良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2 余佳城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官山镇赵家坪1组 何来菊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9 杨澜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杨祖红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1 庞迪文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天门市拖市镇彭家沟新庞国有 天门市拖市镇彭家沟新 3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0 王秋文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组3 号王仁启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4 李宇航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解 3 号1栋1单 8 室李君虎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解 3 号1栋1单 8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5 刘鑫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安 8组2 号刘正东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安 8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4 江振东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杠 4组刘涛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杠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9 王正安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张湾区车城街办 1号 3曾明芳 十堰市张湾区车城街办 1号 3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5 乔雅雯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丹江口县官山镇乔金波 十堰市丹江口县官山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0 黄文涛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花 1组杨绍琴 十堰市竹山县柳林乡花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0 权晓艺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肖 1组1 号权林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肖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7 王治伟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竹山县刘家山村6组1 号王友春 十堰市竹山县刘家山村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6 邓世贤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房县红塔乡邓家营村3组2 号邓义基 房县红塔乡邓家营村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5 姚云泷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郧西县观音镇纸坊沟村1 组姚乐国 郧西县观音镇纸坊沟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2 冯文楷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竹山县宝丰镇喻家塔村1组李英 竹山县宝丰镇喻家塔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8 刘强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郧西县夹河镇 刘少友 郧西县夹河镇卧龙岗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5 毛源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竹山县得胜镇得胜茶场5组毛昌海 竹山县得胜镇得胜茶场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0 赵文艺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7组3 号赵中生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7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9 莫雨馨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孙家 9组6 号周敏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孙家 9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7 胡雯慧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五峰乡大树垭村2组 胡锋 五峰乡大树垭村2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2 尉满星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小茯 3组5 号尉刚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小茯 3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1 李世林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小 4组李新胜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小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9 熊翼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守柯琳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8 殷雄辉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 1组许艳梅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6 徐用锟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竹溪县水坪镇黄田湾村7组徐东红 竹溪县水坪镇黄田湾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7 柯欣怡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关 2组柯昌付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夫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6 郑熙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沙郑汉成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1 肖垚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竹溪县汇湾镇白果坪村1组闵成珍 竹溪县汇湾镇白果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2 张月茹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孝感市安陆市孛畈镇张张克高 孝感市安陆市孛畈镇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5 高玉竹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竹山县宝丰镇喻家塔村8组蔡云 竹山县宝丰镇喻家塔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9 朱君成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茅箭区大川镇大朱道春 十堰市茅箭区大川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8 尹杰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尹朝军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6 马鑫源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路桐马明 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路桐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4 刘杰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金刘瑞学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7 黄浩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4组黄坎平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2 郭君阳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吉谢美芳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4 周明真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5号周博林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6 杨毅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杨伟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4 徐永凤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梅 2组徐平安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梅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3 徐春燕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麻 3组2 号徐桂军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麻 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2 肖玉兰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3组4号刘建平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3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8 吴兰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桃 2组4 号吴高林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桃 2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6 魏新月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魏永财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5 王晓伟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4组4 号王义胜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4 王梦楠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鱼 4组王毅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鱼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3 王璐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谭山镇西王村5组2 号王振玉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西 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8 乔小雨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柳 2 号乔治兴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柳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4 陆瑞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二 1 组2 号陆玉成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二 1 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3 鲁霜霜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白鲁富华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0 龙小姣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黎 4组4 号龙正庭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黎 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8 刘洋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槐 3组2 号刘勇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槐 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1 李明月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泉 7组李灵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泉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0 李金崎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洞 1组1 号李明林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洞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7 樊金玉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军 2组7号樊胜贵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军 2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5 陈欣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赵 5组4号陈绪宝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赵 5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1 曾媛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毛 3组1 号曾立忠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毛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4 唐向阳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松唐义清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松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3 李相鑫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4组1 号董连花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2 尤城城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华塘镇 1组1 号丁红霞 十堰市郧阳区南华塘镇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7 王奇斌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梅铺镇高沟村二组 王怀秀 梅铺镇高沟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3 刘铁柱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袁 2 号刘海叶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袁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4 王旭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郧阳区白桑关镇猴猿沟 4组1 号王培训 郧阳区白桑关镇猴猿沟 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2 李进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郧阳区梅铺镇梅家铺村4组李金广 郧阳区梅铺镇梅家铺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8 陈华鑫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中沟村三组 李士英 郧阳区白桑关镇中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3 江珊珊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丹江群 适用于郧阳区白浪镇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2 赵亚苹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山镇蓼 6组1 号王有姐 十堰市郧阳区青山镇蓼 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6 钟强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镇钟 5组5号周荣梅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镇钟 5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4 谢梦媛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华塘镇 3组5 号赵然香 十堰市郧阳区南华塘镇 3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2 肖源兵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红 1组5 -1号肖光昌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红 1组5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6 廖志超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郧阳区鲍峡镇黎家沟村廖远军 郧阳区鲍峡镇黎家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4 徐亚楠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东徐林军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3 吴钰椋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郧阳区鲍峡镇鲍家店村 5吴林 郧阳区鲍峡镇鲍家店村 5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9 周钊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曲 6组周宗成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曲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6 赵香兵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镇赵顶海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4 赵斌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乌石俭娥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4 王语嫣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黎王镇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0 王会民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丹王海江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丹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8 谭琮祎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杠 2组谭道生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杠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7 石新怡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郧阳区滨岸新城 李建芳 郧阳区滨岸新城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6 石先乐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柯宗芬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1 马丽君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南化塘镇玉马金才 十堰市郧阳南化塘镇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9 黄晓军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鲍峡镇枧池黄光清 十堰市郧阳鲍峡镇枧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8 黄金锁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塘黄国民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6 何秀峰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东何有安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5 韩高洋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白 6组1 号韩从柱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白 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3 朱莹莹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朱金明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3 周亮亮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新 2组2 号周方约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新 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0 田玲凤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洋吴建叶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8 柳鸿州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1组柳刚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6 王兴雨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3组王强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9 陈梦婷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红 3组5号代道兰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红 3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5 鲍升乐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辽 8组1 号鲍龙义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辽 8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9 李晶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后 3组李志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后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5 杨涯心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何 4组杨林 十堰市竹山县何家湾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4 张旭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房县青峰镇双坪 2 号雷琴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双坪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0 金欣悦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大 6组金小兵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大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7 岳云丹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骆 2组7 号岳发敏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骆 2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9 曹文杰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王 5组2 号皮新芝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王 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2 瞿泽坤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 3组齐书琴 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2 夏艳丽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郧县刘洞镇江峪村六组3 号夏建平 郧县刘洞镇江峪村六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1 曹才阳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安 2组9 号曹世忠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安 2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7 刘柠岗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辽 3组3 号刘方长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辽 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6 岳浩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 岳秀峰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1 徐宁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徐仁林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8 孔俊菲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孔 3组2 号程景鲜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孔 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7 李瑞雪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骆 1组2 号孙转玉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骆 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6 谢宇涵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7组刘正云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5 郭宇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叶 3组郭本启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叶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2 李海玉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大许树霞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6 刘培森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吕晓宁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3 吴丹丹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周建梅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0 谢玉梅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孙照英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8 王婷婷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竹山县金花洞村 张正云 竹山县金花洞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7 阮梦梦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太 4组3 号阮士军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太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6 刘新怡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新 5组7 号刘明国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新 5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0 李浩天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组3 号李俊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5 张时浩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张万国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2 郑明宇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八 3组郑武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八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1 王涛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组8号王兵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8 王晓辉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高王保军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6 魏燕龙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寺王瑞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寺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2 何翔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金 9 号何统吉 郧县谭山镇何家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1 龚郧云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县青山镇琵琶 1组1 号龚自金 十堰市郧县青山镇琵琶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7 高智慧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郧县梅铺镇草庙岭村3组1 号高吉青 郧县梅铺镇草庙岭村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5 庹颖颖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郧县五峰乡东峰村1组4 号庹文志 郧县五峰乡东峰村1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3 杨丽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月 2组3号赵顶凤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月 2组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8 谢双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谢寿华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6 张曾莲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张小芳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3 雷慧婷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 9组雷智坤 湖北神十堰市郧阳区梅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2 陈慧慧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谭山镇乌峪村7组 陈明亮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乌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0 权欣宜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黑 3组3号权喜 十堰十郧阳区五峰乡黑 3组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9 朱梦蕾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郧县白浪镇会沟村五组安霞 郧县白浪镇会沟村五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5 张永翔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1组1 号张兴勇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1 鲁小红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山镇琵鲁荣国 十堰市郧阳区青山镇琵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8 张堰觃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袁 2 号张连军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袁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7 袁婷婷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县白浪镇袁家袁利才 十堰市郧县白浪镇袁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5 杨晶晶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郧县南化塘镇南化村八杨伟 郧县南化塘镇南化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4 李静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黑李维军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3 黄海锋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黄伟 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9 张俊俊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杨家河村1组28号 王明菊 杨家河村1组28号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4 吴煜沛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吴中喜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2 李鑫阳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韩 6组6 号李明 十堰市柳陂镇韩家洲村6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3 方元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秦古镇方家河村3组方光领 十堰市秦古镇方家河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7 刘如意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2组1 号0 室刘清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2组1 号0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4 何智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宋陈新娥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3 柯鑫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胡家营镇麒麟村 9 号柯善平 十堰市胡家营镇麒麟村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1 李洁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枧刘本霞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0 孙静芸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梅孙金岐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8 孙莹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徐孙兆国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徐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6 张炫源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杨 2组王珍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杨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2 李钇臻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黄李松懋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1 冯俊洋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毛冯玉敏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5 敖馨月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十堰市郧阳 1 组3 号 1 组3 号敖有海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长 1 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4 杨阳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杨忠平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5 曹虹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8 号曹忠平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3 兰祥英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东 5组1 号庹明云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东 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8 李培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县胡家营镇上 2组李兵 十堰市郧县胡家营镇上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2 董瑞鑫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鲍峡镇水西村三组 董祥文 鲍峡镇水西村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7 李梦宇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东 3组4号李祖国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东 3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3 王春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阳区谭山镇徐家村二 9 号王先富 郧阳区谭山镇徐家村二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0 李光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腰杨荣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8 张凯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刘 1组4 号张海权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刘 1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7 姚方顺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鱼姚金娃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鱼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5 黄良豪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杨 2组黄循红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杨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1 王钰培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叶 3组4 号王成军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叶 3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9 金煜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4组1 号金延青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7 何立昌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西 5组2 号何道明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西 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5 郑陈顺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西 7组郑全军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西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0 王鑫彬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水 4组王付平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水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8 姚志鸣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姚明龙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7 彭真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2组1 号彭贵明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5 王鹏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组2 号王光栓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4 雷成善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 号雷文昌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1 王荣升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组8号王守林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0 胡彬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洋胡金莲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7 费大川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紫 7 号费喜贵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紫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3 陈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横 6组4 号陈伦锋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横 6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2 刘佳鑫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鱼 2组贺昌甜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鱼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1 梁双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塘 1组8 号凌秀娥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塘 1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0 杨耀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李 2组杨银娃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李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9 赵天旭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8组5号陈梦云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8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8 张煜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郭张伟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郭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7 徐诗鑫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高徐堂兵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8 刘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罐 2 号刘建成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罐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9 杨帆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4 栋 4杨立树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7 卢蔷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6 号杨俭梅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9 郭丹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腰 1组朱令令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腰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8 卢郧生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大雷霞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6 王显伟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3组7 号王义早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3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4 李笑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刘洞镇白马村一组38号李建利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白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2 朱晨丹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丹江口市均县镇二房院 5组张平 丹江口市均县镇二房院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1 王大隆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白桑关镇庄房村8组 王有军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9 徐元泽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余 1组6 号徐成国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余 1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7 马诗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4组2 号马显永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3 刘雪云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县柳陂镇梯子村2组2 号刘玉兵 郧县柳陂镇梯子村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1 孙俊杰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曹 5组孙志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曹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0 舒桂秀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苍浪村2组舒忠成 十堰市郧阳区苍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8 徐欣瑜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徐 3组2 号徐志波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徐 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5 魏海洲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鲜 1组6 号魏照学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鲜 1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4 李锐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尚 8组李自军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尚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3 周梦馨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堰 4组4 号周云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堰 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2 胡浩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黄 2 号胡长荣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黄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6 刘文杰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6组刘世铅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4 杜淑甜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梅铺镇西寺沟口 5组1 号杜士兴 十堰市梅铺镇西寺沟口 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1 胡汉勇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余 3组1号胡绍昌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余 3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0 杨世超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大 3 号杨万虎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大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8 雷馨格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分 2组雷运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分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6 龚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柳陂镇韩家洲村四组 龚万俊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4 胡吴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刘洞镇鹁鸽村五组 胡长雄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2 刘莹莹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安 5组刘正勇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安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9 阳德城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东 2组1 号阳天国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东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5 李之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周世香 十堰市丹江口市盐池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1 江华俊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房县大木镇高船村2组吴作云 房县大木镇高船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6 王森伟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县南化塘镇大坪村3组王勇 郧县南化塘镇大坪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5 王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乌李俭凤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6 柯鸿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陈庄村三柯祥国 十堰市郧阳区陈庄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6 杜爽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九里岗桥 6李琴 十堰市谭山镇东岳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2 陈敬模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韩童桂香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0 鲍癸坊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鲍峡镇黎家沟村2组鲍泽勇 十堰市鲍峡镇黎家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1 梁欣宇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敖 1 -1号梁正林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敖 1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8 孙怡凡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王丽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2 陈玉蓓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韩陈绪清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6 杨魏杰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杨 1组杨珍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杨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4 周鑫杰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姚 4组周波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姚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6 李啸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5组7 号李家慧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5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2 王蕾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5组3 号时天平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5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1 付浩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6组刘萍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9 尚雨晴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尚 8组1 号尚大富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尚 8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1 康玉岚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6组1 号康双国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8 潘虹雨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易潘朝国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6 张金城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鲜 2组1 号张开新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鲜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2 孙朝阳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十孙良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1 黄炤兴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潭山镇柳 3组1 号杨修红 十堰市郧阳区潭山镇柳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0 朱波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县叶大乡月亮村4组2 号朱旷清 郧县叶大乡月亮村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9 董智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1组1 号0 室董成凯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1组1 号0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8 孙培伶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朱 1组轩丽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朱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7 尚红昕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杨 2组1 号尚华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杨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5 王思越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7组9号刘玉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7组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2 张毅帆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岳家 3组8号张均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岳家 3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1 康俊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县洋溪镇鲍沟村6组6 号康林 郧县洋溪镇鲍沟村6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6 彭斌斌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五峰乡安城沟村 2 号庹新慧 十堰市五峰乡安城沟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1 毛天鹏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曾毛万青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曾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8 王冰冰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黎 3 号张永香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黎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1 凌玲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八 2组范秀莲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八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8 邢祖煌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土邢洪春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4 曹桂粽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曹西沟村3组7 号曹志伟 十堰市郧阳区曹西沟村3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3 孙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东 7组孙斌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东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0 张雅馨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5组3号张绘金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5组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1 赵鸿飞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赵智瑞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9 杨玉玺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吴 4组2 号杨秀娥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吴 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9 何鑫桂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分何至中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分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0 杨林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大 1组2号杨康生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大 1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8 曹金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安 4组曹成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安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5 赵强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 6组赵吉清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4 刘郧娇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刘冬亮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3 梁东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 组3 号梁飞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 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1 蒋金慧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阳区十堰市谭家湾镇李玉珍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0 宋心瑶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县梅铺镇王河村8组2 号宋鹏程 郧县梅铺镇王河村8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7 孙康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山 3组2 号孙许虎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山 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4 王鹏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组王中兴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3 段佳鑫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江张晓敏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2 高祥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高高宏明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9 骆万茹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刘洞镇骆庄村四组142号骆士钦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骆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7 胡晓露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4组胡新林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5 魏玲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胡家营镇麒麟村三组7 号魏太合 胡家营镇麒麟村三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3 陈嘉丽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石沟村2组4号陈启勇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高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6 龚鹏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韩 5组1 号龚青华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3 周钰莹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阳区鲍峡镇小花果村 4 号周学明 郧阳区鲍峡镇小花果村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0 王惠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王金保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9 王欣悦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桑树垭村7组9号杨文会 十堰市郧阳区桑树垭村7组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3 杨清荣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杨杨波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9 张晓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王 5组江永慧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王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3 柯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阳区叶大乡王良村一柯玉华 郧阳区叶大乡王良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8 姜礼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太姜高平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7 曹尹丽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姚曹祥龙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姚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5 陈双燕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黄 3组1 号陈胜兵 郧县大柳乡黄龙庙村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2 皮雨润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7组皮忠建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1 何文杰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长 6组4 号何承刚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长 6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5 段定赢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5组5 号段刚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5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1 杨柳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县安阳镇槐树杨正七 十堰市郧县安阳镇槐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0 赵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5 号赵荣宝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7 石玉芝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8组2 号石明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8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6 李永波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茶店镇蔡家岭村7组1 号李志刚 十堰市茶店镇蔡家岭村7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5 杨欢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五峰乡大树垭村七组1 号杨立明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大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4 杨丽娟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西 3 号杨明宝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西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2 张欣悦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黄张涛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2 张含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董张太金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董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4 余佳玲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官山镇赵家坪村1组 何来菊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3 何佳慧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叶何启富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1 庹佳鑫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郧阳区五峰乡东峰村二王绍兰 郧阳区五峰乡东峰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0 周燕熙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 1 组周元鹏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3 王多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孤王昌明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0 陈怡伶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万陈敏杰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2 李欣怡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郧县茶店镇长坪村14组3 号黄生玲 郧县茶店镇长坪村14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7 李璐瑶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1组1 号李勇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4 赵静怡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9组1 号赵文国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9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8 张婷婷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付秀琴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8 谢霞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郧阳区城关镇东方丽都陈立荣 郧阳区杨溪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4 郑国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后 3组3 号王彩云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后 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3 张小琴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金王从便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4 吴秋月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东 1组3号吴光霞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东 1组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6 李俊伟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郭家店村3组44号叶红玉 十堰市郭家店村3组4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1 刘俊峰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郧西县涧池乡金龙山村4组刘瑞学 郧西县涧池乡金龙山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3 郑明威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房县中坝乡中坝村1组郑国 房县中坝乡中坝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2 徐菀婷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天门市多宝镇土台新村3组6 号徐良玉 天门市多宝镇土台新村3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5 罗晶晶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邓启秀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4 孟佳一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柏林镇柏林村6组 权玲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柏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6 郑化泠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房县土城镇土城村1组7 号郑龙斌 房县土城镇土城村1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2 刘佳绚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塘 2组孙长根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塘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0 朱泉涓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金 1 组2 号周成芳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金 1 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8 童佳鑫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高童正莲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4 刘小可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3组刘金平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2 贺怡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罗皮瑞华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1 杨金巧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杨守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5 唐超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郧阳区叶大乡月亮村5组2 号唐兴合 郧阳区叶大乡月亮村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4 刘舜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房县姚坪乡黄坪 8组黄朝锐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黄坪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2 吴从鑫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鲜 2 号吴绪兵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鲜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8 赵银鲜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赵风梅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2 何玉洁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华塘镇王艮焕 十堰市郧阳区南华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6 杨金慧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 3 号杨守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5 徐磊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徐仁美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4 郑雨婕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县谭山镇罗台段建娥 十堰市郧县谭山镇罗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2 曾宪霜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财 2组曾国有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财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6 全兰兰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乌 6组2 号父亲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乌 6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4 张祺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皮 1组张希龙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皮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2 王晓鸣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王尚成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5 吴顺毅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高 4组1 号吴伟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高 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5 刘鑫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余海英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3 徐东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王仁菊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2 梁金慧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袁梁吉江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0 尤慧珍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区镇韩 3组9 号尤静 十堰市郧阳区青区镇韩 3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3 师欣慧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西 4组2 号龚琴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西 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1 魏彬彬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魏 3组6 号魏平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魏 3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4 刘久宝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7组刘定启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3 王鸣芳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7组1 号王清景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7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2 马如平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郧阳区大柳乡金堂村5组马术贵 郧阳区大柳乡金堂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1 邬静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余 2组7 号邬学军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余 2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5 陈晶晶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郧西县河夹镇大楸木沟陈富国 郧西县河夹镇大楸木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2 孙兰兰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宋 3组4号孙兆福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宋 3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9 雷桢颖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分 6 号雷守义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分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8 谌晓钰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4组2 号谌甲军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7 肖淋淋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肖 1组1 号王永翠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肖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6 方雪姣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高 1 组4号方成山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高 1 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4 罗玉欢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菜 7组王兴梅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菜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3 丁莹莹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3号丁邦照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2 张诗涵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袁 1组1 号张国平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袁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8 任佳慧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堰坪 4组6号任传合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堰坪 4组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7 张小玲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2组3 号王勇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2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1 何郧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梅 3组曹梅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梅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5 朱玥婷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马 2 号朱方兴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马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7 何真真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大 2组何祥林 郧县鲍峡镇东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0 文雪儿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沧 4组1 号。文停海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沧 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9 万鑫璞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金万安平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0 刘金萍 十堰市郧阳区第二中学郧县谭山镇拦门村6组1 号刘明贵 郧县谭山镇拦门村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2 李柳缘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青山镇周家河村一组2 号李尚伟 十堰市郧阳区青山镇周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1 尹吉瑞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二尹作岐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0 王均洋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县城关镇桑树垭村7组8号王大军 郧县城关镇桑树垭村7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7 马慧翔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挖 4组马迎春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挖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6 宋珊珊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曲 2组宋念军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曲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6 张书林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 号张道成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1 陈露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西 3组陈涛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西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8 李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鲜周成梅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7 邓晶晶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双邓合兵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5 刘欢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柴 4组刘玉清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柴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4 陈俊晓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梅铺镇草庙岭村9组63号陈胜敏 梅铺镇草庙岭村9组6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3 张钰婷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张士富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7 常晓东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盘 4组常银超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盘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1 吴俊杰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 3组1 号吴强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0 李欣蕊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铜架 3组李自军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铜架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9 李梦婷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4组1 号赵慧丽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75 刘梅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胡家营镇漆沟村二组 刘立乾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9 赵金慧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赵开清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2 吴巧琳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吴忠勤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1 孔馨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 号孔林合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7 黄淑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2组黄太强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51 王萍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五峰乡镇花瓶沟村5组2 号王华彦 十堰市郧县五峰乡镇花 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9 方代卓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2组5 号方经伟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2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7 王李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金 4 号王雄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金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7 王晶雨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郧县柳陂镇韩家洲村8组1 号王瑞燕 郧县柳陂镇韩家洲村8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3 毛昕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藨 9组1 号毛士勇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藨 9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23 朱彩霞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2组2 号裴加生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6 曹美铃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组曹刚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5 王珍妮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吴 5 号王来栓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吴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2 周妍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周成林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0 黄君奕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鲍峡镇石门沟村一组1 号黄朝成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石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6 张青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杨许明萍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4 王婧雯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韩王超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03 于笛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朋 4组于积林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朋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9 马丹丹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余 5组马士强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余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8 龚源萍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杨杜丽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7 吴红艳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陈吴树清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6 罗慧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5组8号罗永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5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5 马俊楠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溪铺镇鲍沟村六组一号马得洪 溪铺镇鲍沟村六组一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3 叶蒙蒙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 组叶宏国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2 姬钰晗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4组7 号姬华军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4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91 胡雁玲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4组1 号胡西军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4 梁铭欣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严 3组7号梁怀鹏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严 3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83 马晶晶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腰熊明丽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69 游宏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南化塘镇长富沟村四组游茂明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43 赵珊珊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安阳镇崌峪村四组 赵守伟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8 李耀辉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庙 3组1 号李勇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庙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37 陈烂烂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五峰乡大石沟村三组 陈安国 五峰乡大石沟村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21****18 万玉双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南化塘镇鲍鱼村3组33号万自均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9 王旭东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张湾区红卫街道 4组王传明 十堰市张湾区红卫街道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8 陈浩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天宝镇炬光村 陈力 十堰市天宝镇炬光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4 陈子卓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金 6组1 号陈绪鹏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金 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3 胡嘉豪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五峰乡安城沟 胡海峰 郧县五峰乡安城沟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9 余顺懿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 5组徐东霞 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6 吴兴堡 十堰市柳林中学 化龙镇西街村2组14号胡春丽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西街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5 翁子牛 十堰市柳林中学 白桑镇龙头村六组38号翁长兵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镇龙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4 章德政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房县窑淮长峪河周玉连 十堰市房县窑淮长峪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0 滕正阳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长坪塘村郑又荣 十堰市张湾区长坪塘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3 周梦琦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回莫足敏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3 刘文斌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武当山特区丹江刘启成 十堰市武当山特区丹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7 王建超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王启林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4 陶先烨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马徐海英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马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7 罗亚轩 十堰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财神 1组邢登平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财神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8 王奥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2组王荣飞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5 张天辰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安 3组张文富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安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3 杜燕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白石 1组杜达平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白石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7 杨智恒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竹山县大庙乡鲍家河村杨万里 竹山县大庙乡鲍家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5 刘鑫磊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里 3组刘凡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里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6 王玟婕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张湾区花果村5组彭堂荣 十堰市张湾区花果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4 黄堰利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黄夏传平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5 杨明坤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 3组杨光林 十堰市竹山县大庙乡大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4 方祥福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张湾区马家沟村4组马秀云 十堰市张湾区马家沟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8 申佳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郧西县涧池乡下营村5组申平 郧西县涧池乡下营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7 李国磊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时 4组李明军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时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1 武旭东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徐 3组李茂兰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徐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3 查琦豪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竹山县宝丰镇喻家塔村3组查海涛 竹山县宝丰喻家塔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1 陈明深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兵陈世燕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兵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6 吕悦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垭吕道昌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8 耿嘉钰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茅箭区广西路1 号耿泰成 十堰市茅箭区广西路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5 洪颜明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箭洪刚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4 胡金平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纸 1 组胡文地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纸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6 郑乾坤 十堰龙门学校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紫 3组郑加波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紫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3 陈镜阳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韩陈三虎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8 兰爽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5组1 号兰明林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0 朱宇航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朱志均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7 杨泽锦 十堰龙门学校 郧县谭山镇柴湾村5组杨修建 郧县谭山镇柴湾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7 祝林松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4组何琴 十堰市丹江口市凉水河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9 李玉轩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深李志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2 黄潇扬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茅箭区茅塔乡大 1组杨立荣 十堰市茅箭区茅塔乡大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9 杨晟杰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茅箭区茅塔乡大杨启春 十堰市茅箭区茅塔乡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8 饶克松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茅箭区方块村4组饶贞海 十堰市茅箭区方块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7 陈文杰 十堰龙门学校 深河乡深河村二组 章桂平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5 张燕秋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秦周爱秀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3 万金鑫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金元华 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2 白星宇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茅箭区郧县青山白正贵 十堰市茅箭区郧县青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4 朱薪洁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共青朱世清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共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1 周奉节 十堰龙门学校 茅箭区大川镇五条岭茶 1组孙红霞 茅箭区大川镇五条岭茶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0 李凯文 十堰龙门学校 郧阳区刘洞镇李家村 李玉周 郧阳区刘洞镇李家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4 柯可 十堰龙门学校 房县土城镇曹坪河村 柯娟 房县土城镇曹坪河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6 杜娟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郧县白浪镇杨家王燕 十堰市郧县白浪镇杨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9 王伟东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响王东勤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响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4 王颖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东王步梅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4 燕俊楠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柳陂镇韩家洲村5组48号刘芳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韩 5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4 张欣悦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西 1组张正林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西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0 王晓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观王会东 十堰市竹溪县新洲镇观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7 李鑫杨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五谷杨丽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五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3 郑森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街道郑兴富 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街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1 罗昱琳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房县青峰镇中堰河村4组3 号父亲 房县青峰镇中堰河村4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8 熊天行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花果街道办事处大路村7组李波 十堰市张湾区花果街道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7 周杰权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茅塔乡莫 2组莫吉梅 十堰市茅箭区茅塔乡莫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1 周永铭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周建设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0 龚金海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共靑龚士银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共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9 肖怡甜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柳陂镇肖家湾村1组1 号周芬 十堰市柳陂镇肖家湾村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5 周明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大周学贵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4 尤振坤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青山镇周 4组8 号尤尚平 十堰市郧阳区青山镇周 4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0 张悦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张张书定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8 张鹏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董 3组李凤兰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小 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3 尚红艳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黄 1 号父亲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黄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1 黄亚军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挡鱼村2组黄虎 竹山县楼台乡挡鱼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9 谢余锋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柏余霞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6 赵雅君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赛武当省 2组孙万云 十堰市茅箭区赛武当省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1 王含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白 6组王长江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白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7 刘宇航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八杜灵丽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2 李浩天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竹山县秦古镇秦家坪村李兴周 竹山县秦古镇秦家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8 胡言超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姚坪镇黄坪村 张四女 十堰市房县姚坪镇黄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4 刘君豪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房县姚坪乡黄坪村5组刘朝海 房县姚坪乡黄坪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9 饶潇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5号饶克云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3 邓洋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朱湾杨林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朱湾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1 尚阳豪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磨石 1组尚正勇 十堰市房县红塔乡磨石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7 庞宇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桃园村一庞昌玉 竹山县官渡镇桃园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5 郭俊怡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房县城关镇中西关一组史丽娇 房县城关镇中西关一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2 吴晓雨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桃 2组2 号吴锋宝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桃 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1 李琴琴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组2 号李全财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9 陈传梅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吴家陈冲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吴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8 董浩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郧县五峰乡彭家湾村2组董珍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彭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9 尹淑琪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白 1组石俊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白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5 曹淳楠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方 9组曹剑锋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方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4 何永琰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阳区南化塘镇观沟村何成 郧阳区南化塘镇观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7 胡春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7组2 号胡永财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6 王欣雨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王 8组3 号王善斌 是要是我郧阳区茶店镇 8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3 郑婷婷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县谭山镇西王村11组郑全红 郧县谭山镇西王村1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1 储浩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车城西路储成保 十堰市张湾区车城西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9 董春秀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彭董仁海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7 孔莹 十堰市柳林中学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高坪 2 号孔祥平 神农架林区红坪镇高坪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5 秦文杰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二秦志宏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0 王晶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 2组王建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4 高瑞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龚李远爱 十堰市凯旋大道半山尚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2 何志文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阳区安阳镇李营村 何仁保 郧阳区安阳镇李营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7 成飞扬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西 3组成平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西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5 张伟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3组张春红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3 祁泽煜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大 3组祁恩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大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8 王军伟 十堰市柳林中学 六里坪镇杨家川村 余宏 十堰市六里坪镇杨家川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4 林爽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张林留洋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3 杜文利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长沙坝村1组杜连成 郧西县夹河镇长沙坝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9 卢鸿昕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曹风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4 严腾文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大严隆洲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3 刘昕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5组1 号刘玉林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2 史子航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花果街道 4组史忠金 十堰市张湾区花果街道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1 康俊杰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七康正贵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4 魏子坤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朝阳北路 3 号4魏改林 十堰市茅箭区朝阳北路 3 号4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0 徐雪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县叶大乡毛河村 徐秀清 十堰市郧县叶大乡铁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9 魏欣悦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月 4组魏林军 十堰市郧阳区月亮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8 刘阳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五刘光庆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7 郭培玲 十堰市柳林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柏腊树垭 1组郭承山 竹溪县县河镇柏腊树垭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6 薛菲儿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桥 1 组薛礼义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桥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2 杨周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县柳陂镇马蹄 8组杨虎成 十堰市郧县柳陂镇马蹄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9 刘慧珍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小 1组刘明随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小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7 陶志成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财 3组陶清功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财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9 张达林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沙 2组张虎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沙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6 喻明君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喻 3组喻文学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喻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9 吴锋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和镇五 6组吴启华 十堰市夹河镇五郎庙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3 王楠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观陈红梅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观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8 权明润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方高丽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6 柯罗意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烟 4组6 号柯美禄 竹山县擂鼓镇4组6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4 黄毅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大楸木沟 4组黄全根 郧西县河夹镇大楸木沟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7 杜周全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腰 1组1 号杜泽久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腰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4 窦佳琪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浙江路龙 1 号吕芳 十堰市张湾区浙江路龙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3 董有权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孙 8号董振华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孙 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4 田邦旭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县城关镇洞耳田兴林 十堰市郧县城关镇洞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3 董佳音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重型车厂卜文秀 郧县白桑关镇龙头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9 饶玉婕 十堰市柳林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岗家沟 6组饶锋 丹江口市均县镇岗家沟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7 骆国钰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 6组郑桂燕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2 曹晓雨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县青曲镇弥陀 2组1 号曹海 十堰市郧县青曲镇弥陀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0 姚汶圻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县白桑关镇庄姚自亮 十堰市郧县白桑关镇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9 孙雪燕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孙照强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8 陈冬鸽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陈勇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7 肖雨乐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黄肖高贵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4 陈浩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金 2组2 号陈光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金 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3 董成云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县白桑关镇涛 7组1 号董学生 十堰市郧县白桑关镇涛 7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1 纪语佳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县胡家营镇沙 2组6 号纪道兵 十堰市郧县胡家营镇沙 2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8 朱紫阳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曹 1 组1 号朱新成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曹 1 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6 赵巳豪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徐家赵文明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徐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5 张钊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观音镇天张绍友 十堰市郧阳区观音镇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4 王娜娜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翻王勇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翻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3 钟慧珍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响钟徳刚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响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2 胡滢滢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岩胡彦文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7 张玉娇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鲍 1组张有生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鲍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0 谢雪旖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薛培荣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8 刘志跃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鲍刘贤锋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鲍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6 冯万祥 十堰市柳林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兴隆镇冯冯刚 襄阳市枣阳县兴隆镇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4 杨继城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狮 6组杨德勇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狮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2 周榆超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许许伟丽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许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0 李佳欣 十堰市柳林中学 大木镇高船村2组 李斌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高船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9 王建强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6组王起升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8 裴齐有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 2组裴勇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曹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5 吴荣强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镇吴文意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8 张浩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镇大张发奎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大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1 朱荣杰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县习家店张文兰 十堰市丹江口县习家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9 瞿婧羽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东城开发区鸳鸯瞿正奎 十堰市东城开发区鸳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6 乐友超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王乐昌和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5 蔡欣怡 十堰市柳林中学 孝感市大悟县彭店乡团蔡忠华 孝感市大悟县彭店乡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8 陈丽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陈敦祥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9 孙志辉 十堰市柳林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庵场村1组孙长海 竹山县楼台乡庵场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6 艾梓昱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李俞淑娟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5 赵洋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二赵贤华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1 庹明昊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庹新海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6 王博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郧县五峰乡双庙村 5号王先华 十堰郧县五峰乡双庙村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8 鲁姝怡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长鲁志伟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4 杨佳怡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茅塔乡坪子村一组十堰市茅箭区茅塔乡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1 孙哲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风孙传林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0 袁修宇 十堰市柳林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官坪村5组袁霖 竹山县楼台乡官坪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7 姜明智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红姜圣涛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9 张冰冰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 1 号胡明珍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7 徐小龙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钱盘子村徐文军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5 米柯兴 十堰市柳林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核桃园 5组柯杰 丹江口市均县镇核桃园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9 王保清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响 1 组5号王安新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响 1 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7 罗越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镇化刘生玲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镇化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4 丁伟民 十堰市柳林中学 鲍峡镇高桥村3组 丁涛 郧县鲍峡镇高桥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9 王千惠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郭光娥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7 朱光旭 十堰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李家 5组7 号徐卫梅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李家 5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2 孙艳雨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严 3组孙培荣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严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1 吴政军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王 1组吴伟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王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9 梁娇艳 十堰市第二中学 东城经济开发区胡家村3组胡耀连 东城经济开发区胡家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2 江佩斯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双 1组江世华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双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8 董岳超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南漳县东巩镇石佛寺村董伦海 南漳县东巩镇石佛寺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7 瞿婧竹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 2组瞿正奎 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7 石博羽 十堰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花栗 1 号石清国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花栗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1 胡世然 十堰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龙口 2组何立云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龙口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0 祝晓东 十堰市第二中学 郧西县关防乡丁家坪村1组4 号周丽 竹溪县城关镇北大街3 号4栋2单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9 高文康 十堰市第二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石花镇铁雷启敏 襄阳市谷城县石花镇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8 夏萌萌 十堰市第二中学 夹河镇卧龙岗村 夏荣学 郧西县夹河镇卧龙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3 张远彬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柏 6组余昌庆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柏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1 盛菲艳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胡盛太春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9 陈兰兰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大 1组陈华军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大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8 王玲玲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大王贤儒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7 杨婷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董家台村6组彭裕花 十堰市郧阳区董家台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6 周家羽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松 3组周天生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松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3 黄鑫怡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赛武当省 4组李德兰 十堰市茅箭区赛武当省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2 柯健国 十堰市第二中学 六郎乡柯家湾 柯昌山 六郎乡柯家湾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1 肖丹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红肖奎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6 彭堂莹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尚彭玉尧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尚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1 周保宇 十堰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梅子沟 2组3号周永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梅子沟 2组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0 刘军仪 十堰市第二中学 武当山特区青灰铺村5组1 号刘成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 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3 孔艺洁 十堰市第二中学 郧县刘洞镇孔沟村四组2 号孔祥广 郧县刘洞镇孔沟村四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5 张雅楠 十堰市第二中学 郧县杨溪铺镇烽火山村2组1 号张伟 郧县杨溪铺镇烽火山村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4 骆国瑞 十堰市第二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深沟村一 0 号骆为斌 竹山县宝丰镇深沟村一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0 王淑雯 十堰市第二中学 郧县城关镇翻山堰村7组6号王志平 郧县城关镇翻山堰村7组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4 刘俊怡 十堰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牛河乡凤凰山 5组2 号刘海波 丹江口市牛河乡凤凰山 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0 万英杰 十堰市第二中学 东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枧万正涛 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2 李文焯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南化塘镇周庄村6组 张明华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0 黄昊天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黄 9号黄小兴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黄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7 柯昊楠 十堰市第二中学 白桑关镇白湾村5组50号李秀丽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5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0 王泉淞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西城经济 4组权小艳 十堰市张湾区西城经济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9 谢子晨 十堰市第二中学 丹江口市浪河镇小店子 1组谢康 丹江口市浪河镇小店子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8 李颜君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南化塘郑家村一组59号李群 南化塘郑家村一组5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4 师雪桢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西 2组1 号姚忠琳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西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6 秦绍尉 十堰市第二中学 郧阳区沧浪山林场彭家 1组1 号秦子强 郧阳区鲍峡镇彭家庄村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3 胡菲涵 十堰市第二中学 大木厂镇桥梁村2组 胡正林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桥 2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7 李青东 十堰市第二中学 竹山县柳林乡墨池村4组李长兵 竹山县柳林乡墨池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2 周海涛 十堰市第二中学 竹山县竹坪乡马安山村 3 号周富华 竹山县竹坪乡马安山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0 刘一鸣 十堰市第二中学 柏林镇鲍花村五组 王蕊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鲍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9 韩鹏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梅 4组3 号韩保胜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梅 4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6 刘鑫 十堰市第二中学 郧县安阳镇槐树村3组2 号王秀凤 郧县安阳镇槐树村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7 曹安雯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安 4组1 号曹军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安 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1 韩伟杰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鸳 1组徐建华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鸳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9 徐祥 十堰市第二中学 郧阳区青曲镇曲远河村3组9 号徐从礼 郧阳区青曲镇曲远河村3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7 罗翔舰 十堰市第二中学 青曲镇弥陀寺村3组 罗邦成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6 尚炜轩 十堰市第二中学 青曲镇油坊沟村1组31号尚涛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油 1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9 姜姗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白 1组3号李妍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白 1组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6 岳周洋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骆 1 号岳德建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骆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5 梅国臣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梅铺镇时家沟村6组 梅建超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时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9 王楠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郧县白桑关镇梅子营村3组1 号王培华 郧县白桑关镇梅子营村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5 王悦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3组9号王俊生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3组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1 田圻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深河乡井泉村5组 刘秀平 深河乡井泉村5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0 王楠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黄龙沟村王家义 郧西县六郎乡黄龙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7 江星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竹溪县新洲乡杨家湾村1组江波 竹溪县新洲乡杨家湾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3 李晓煜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房县土城村花楼李涛 十堰市房县土城村花楼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5 庹波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1 组1 号庹新军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1 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5 杨啸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李 4组3号杨新建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李 4组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3 陈子健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易陈良海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2 王娜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房县大木镇大木街村6组王运发 房县大木镇大木街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1 高小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郧县谭山镇腰庄村1组2 号高儒云 郧县谭山镇腰庄村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0 黎荧荧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大东村1组黎逢文 竹溪县天宝乡孔雀村1 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9 陈爽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竹坪乡安河口村9组 陈贤海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6 朱玉凤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县白浪镇会沟 6组朱元龙 十堰市郧县白浪镇会沟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4 郭晶晶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南化塘镇马纵岭村 郭自治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8 谌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6组2 号谌甲辉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余 6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5 李文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街办雷正瑞 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街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2 夏起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万寿寺村2组夏学设 郧西县观音镇万寿寺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7 姜雨秋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李 7组姜合波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乡李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0 万香玉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南化塘镇玉皇山村3组1 号万国华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7 王昕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鲍峡镇小洄水村 庹章梅 鲍峡镇小洄水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6 唐诚谦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前庄村5组9 号唐友念 郧西县店子镇前庄村5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0 牛鑫鹏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郧县胡家营镇富家河村2组6 号牛玉飞 郧县胡家营镇富家河村2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6 周成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县城关镇堰河 8组2 号周学海 十堰市郧县城关镇堰河 8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5 姚俊豪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1组1 号姚忠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3 朱博文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涧 7组1 号朱名前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涧 7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0 庹新洲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4组庹争荣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7 龚世钦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关夫崖村5组8号龚太明 竹溪县天宝乡关夫崖村5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8 宋传名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迎丰村1组3 号宋成全 竹山县城关镇迎丰村1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6 张盼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4组张有喜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2 冯俊杰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二房院 3组冯林 丹江口市均县镇二房院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7 罗浩森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庙 3组张娥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庙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5 刘书恒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6组刘诗林 郧西县景阳乡陈家庄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4 何冬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2组谢琴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2 史新嘉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史 6组6 号兰昌芬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史 6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7 王瑞杰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竹山县城关镇桥东村1组纪大慧 竹山县城关镇桥东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0 陈雨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碾陈必书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碾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2 燕俊年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李 1组1 号孙群兰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李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0 徐彬哲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徐海军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9 吕思哲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 5组冉雷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3 范乐凯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上范仁飞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2 曹成杰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郧县柳陂镇腰岭村2组3号曹本兵 郧县柳陂镇腰岭村2组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8 王赵朕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居王自生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7 李涌隆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白桑关镇白桑关 5组3 号李发敏 十堰市白桑关镇白桑关 5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8 涂迎明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魏 2组涂玉波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魏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0 刘传莉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郧西县土门镇干树垭村 1组刘成九 郧西县土门镇干树垭村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5 刘文郅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西沟乡沙洲村四组 刘号青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4 钟子涵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安阳镇钟家河村3组 杭苹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钟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0 王梦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3 号王涛 丹江口市三官殿办事处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1 刘棋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竹溪县龙坝镇同心村3组刘合进 竹溪县龙坝镇同心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8 杨彬彬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竹溪县水坪镇魏家湾村5组杨胜利 竹溪县水坪镇魏家湾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2 陈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上龛乡范家垭村3组陈应启 十堰市上龛乡范家垭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0 李媛媛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深河乡麻线村5组 李德中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麻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7 袁燚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竹山县 袁修贵 竹山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4 李明宇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黄 4 号0 室张慧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黄 4 号0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0 冯家伟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毛 4组冯传明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毛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8 曹玉彬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方 9组曹有永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方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5 舒鑫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县鲍峡镇姚家 8组1 号吴宗华 十堰市郧县鲍峡镇姚家 8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4 李雨涵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龙王戢德云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龙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1 宋一平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化龙徐元秀 十堰市房县化龙镇化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8 邵子怡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李家邵剑波 十堰市房县红塔镇李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7 刘雨虹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湖北房县大木厂镇大木 1组刘运斌 湖北房县大木厂镇大木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5 洪越飞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归洪兴进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3 孟跃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沉 2组孟继文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沉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7 庹刘玺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白浪街道小河村刘清燕 十堰市白浪街道小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6 周志鹏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 1 号郑玉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龙山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7 宋士城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三棵宋成祖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三棵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6 李永基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1组2 号李永洁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3 曹万凯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 乐友刚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4 李俊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徐 1组9 号李荣林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徐 1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0 刘冠甫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郧县白浪镇叶庄村4组王玉洁 郧县白浪镇叶庄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1 杨乾娇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茅塔乡康 3组杨光祥 十堰市茅箭区茅塔乡康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2 江济民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胡 3组胡梅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胡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4 陈自然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天 7组陈义伟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天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9 郑东东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回郑远孝 十堰市郧西县关防乡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7 陈窑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徐 4组陈兴良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徐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3 马文仙 十堰市郧阳中学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铺沟 7号向启惠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铺沟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9 王慧珠 十堰市郧阳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吴 4 号王浩 郧阳区柳陂镇吴家沟一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4 黄钰菲 十堰市郧阳中学 十堰市郧县南化塘镇三 3组黄太勇 十堰市郧县南化塘三道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7 孙一铭 十堰市郧阳中学 叶大乡麻池村3组 孙伟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麻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0 张力宏 十堰市郧阳中学 六里坪镇江家沟村1组3 号张传银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江家 1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5 张郑洋 十堰市郧阳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办 6组张小红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办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1 王湘媛 房县一中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西水 4号汪燕 十堰市房县沙河乡火光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7 李嘉鹏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东 5组邵华荣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东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5 余德云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王余兴才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3 王乐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金 2 号王全明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0 汪嘉艺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房县万峪河乡旱汪雷 十堰市房县万峪河乡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6 王瑞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向 3组王朝金 十堰市竹溪县汇湾镇向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7 郭阳 十堰市第一中学 洪湖市府场镇文当村7-3 号郭爱新 洪湖市府场镇文当村7-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6 陈琪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骡 8组陈行祥 十堰市郧西县景阳乡骡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5 李靖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1 组李义林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3 张成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县柳陂镇崩滩河村2组8号邓丽 郧县柳陂镇崩滩河村2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2 杨培烁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南 3组1 号0 室杨正玉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南 3组1 号0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8 张越飞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梧叶子沟 8组张传福 十堰市竹溪县梧叶子沟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4 李轲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牛儿山村2组李永坤 郧西县观音镇牛儿山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3 田萍瑢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塘 3组田启志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塘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1 侯兴宇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黄金平 竹溪县蒋家堰镇黑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0 林雨阳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台乡七里沟 4组林国平 十堰市丹江口市突土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8 柯学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黄 1组柯昌敏 十堰市竹溪县县河镇黄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3 孔德豪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文孔海生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1 李胜平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徐 4组李茂军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徐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3 孙涛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庵陈霞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庵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0 李鸿鑫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李成刚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6 郑植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县柳陂镇垭子村三组侯伟 郧县柳陂镇垭子村三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1 王智轩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桃王章毅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8 王坤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孙王家全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6 王金杰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堰 7组周娟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堰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2 胡奎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全红梅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圣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7 柏权洪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董柏上弟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董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1 郑欣冉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 1组陈清云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8 赵世宇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6组1 号赵波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5 唐伟 十堰市第一中学 竹溪县蒋家堰镇蔓荆沟 7组2 号唐明义 竹溪县蒋家堰镇蔓荆沟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8 刘坤 十堰市第一中学 竹溪县县河镇红丰村1组李艳丽 竹溪县县河镇红丰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3 潘文妍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后 5组1 号潘宏玮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后 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3 胡鑫森 十堰市第一中学 胡家营镇胡家营村2组7 号柯曾奎 十堰市胡家营镇胡家营 2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2 陈晓航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方陈庆仁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1 田敏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田文全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7 崔俊杰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熊芹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3 邢璇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西邢治国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4 张玉丽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塘陈俭英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3 刘润峰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办 2组刘经锋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办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2 周芙莹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街道 6组周小清 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街道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1 徐鸣杰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村二徐先福 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5 张剑 十堰市第一中学 城关镇三海村七组86号张青兵 房县城关镇三海村七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4 陈怡菲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 6组张超敏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3 王博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孔 1组1 号岳金荣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孔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2 张达胤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石张志睿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3 宋欢 十堰市第一中学 胡家营镇胡家营村 纪昌霞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7 郝福海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大路乡茶店村4组郝银林 十堰市张湾区大路乡茶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9 张天芳 十堰市第一中学 段家沟村四组73号 孙少敏 段家沟村四组73号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7 陈锐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镇顺陈锐 十堰市竹溪县兵营镇顺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6 陶涛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树撑岩村7组谈吉娥 郧西县香口乡树撑岩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3 黄梦晓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寺 2 号郝秋华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寺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3 庞赢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组庞建新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0 郜欣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小亭郜国清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小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2 王哲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组王永涛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6 张淑娴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5组3 号张勇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5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8 江金垚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组2号江战华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7 项博宇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溜 3组王德英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溜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2 吴梓昊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新州镇吴吴立员 十堰市竹溪县新州镇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9 章鹏 十堰市第一中学 房县中坝乡中坝村1组吴玄平 房县中坝乡中坝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7 彭安旭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尚 7组彭民乾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尚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2 郭盈盈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小 2组郭元久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小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0 陶旭东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小川乡小 4组姜恒菊 十堰市茅箭区小川乡小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8 景坤铖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柯纪玉 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7 刘张鑫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街道 4组刘瑞永 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街道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0 郑智伟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李 6组3 号郑东敏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李 6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8 汪鑫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刘 5组1 号汪令旭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刘 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7 王楠鑫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村四郑雪红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3 熊苗苗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组熊华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1 胡宇柔 十堰市第一中学 房县红塔乡党湾村 胡太生 房县红塔乡党湾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0 杨浩南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左绞 2组杨全剑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左绞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1 刘杰 十堰市第一中学 六郎乡青铜沟村二组2 号刘厚顶 郧西县六郎乡青铜沟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8 杜智成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 5组郑红燕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7 姚永康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1组姚兵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6 邵雪萍 十堰市第一中学 大柳乡黄龙庙村1组 邵德刚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黄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8 邓荣鑫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高 4组邓昌炎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高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5 张世豪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西城路4张永刚 十堰市张湾区西城路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2 李强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梁王兴桃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5 王婷婷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王王仲群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2 宋佳佳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肖 1组3号宋海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肖 1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5 周鑫煜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小 1组9号刘玉梅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小 1组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4 黄康毅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1 组黄寿东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3 韩晨 十堰市第一中学 红安县上新集镇余家岗 8组韩安平 红安县上新集镇余家岗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5 王玉珏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张明珠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2 徐林涛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徐力 十堰市竹溪县蒋家堰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1 肖喆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红王武兵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6 梁振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石梁明春 十堰市竹山县得胜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1 黄远征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丁家 1组黄富红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丁家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1 袁志恒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东 2组袁兵强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东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0 李佳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阳区五峰乡黑滩垭村1组6 号李维兵 郧阳区五峰乡黑滩垭村1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9 郭晓涵 十堰市第一中学 白鹤镇长龙堰村2组64号郭俊杰 白鹤镇长龙堰村2组6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7 陈晓曦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县南化塘镇长陈龙刚 十堰市郧县南化塘镇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3 卢晓玲 十堰市第一中学 官渡镇蒲溪村 卢才登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蒲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2 张梦珍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2组张涛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0 樊光川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西县 樊华坤 郧西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9 丁刚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高丁宪喜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1 朱依婷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组尚兴玉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2 周佳鑫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喻吉红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1 胡斌斌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5组4 号胡绪九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5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0 王士博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板桥 6组6号庞霞 丹江口市习家点镇板桥 6组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8 张垒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火麦沟村5组6 号明平秀 郧西县观音镇火麦沟村5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7 陈恺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小 6组张云香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洞 1 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8 王坤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大 1组柯大翠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大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7 李林靓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三五李尚坤 丹江口市土台乡土台大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6 赵俊超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3组2 号赵占会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5 黄太蕊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磨 4组7号陈德兰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磨 4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3 朱晓宇 十堰市第一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墩梓村1组雷世兵 竹山县麻家渡镇墩梓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1 章城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 章昌兵 十堰市郧西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1 程秦念 十堰市第一中学 黄龙镇堰石村4组 秦少荣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堰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2 张佳琪 十堰市第一中学 河夹镇凤沟村4组 张万明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凤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7 王星惠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石 4组王焕林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石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7 曹玉平 十堰市第一中学 白桑关镇柏营村1组31号曹中兵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1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5 刘壮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西叶发香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2 龚莉萍 十堰市第一中学 西沟乡长坪塘村三组 龚祥政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4 蔡鑫浩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毛 7组1 号蔡建军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毛 7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0 易晓晓 十堰市第一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楼房沟村2组杨艳 竹山县官渡镇楼房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4 张梦茹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丹 1组张晓勇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丹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2 王钰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塘埂张孝艳 十堰市房县土城镇塘埂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6 佘苗苗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西县马安镇姬家坪村5组佘强东 郧西县马安镇姬家坪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3 王茜 十堰市第一中学 马安镇下河庙村11组王世林 马安镇下河庙村1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8 徐凤娟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 5组徐明平 十堰市东城经济技术开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1 项珍媛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项龙 十堰市丹江口市官山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7 张甜甜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6组1 号周芬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6 谢淑惠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6组周成菊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4 李杰东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东 3组王爱芝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东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8 王朝阳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燕 3组王靖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燕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4 张淑婷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县柳陂镇张家 1 号张道荣 十堰市郧县柳陂镇张家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1 王俊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王德林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9 刘涛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王 5组3 号刘平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王 5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1 简迅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县青曲镇韩家沟村3组5 号李晶 郧县青曲镇韩家沟村3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0 许佳乐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火麦沟村5组许明学 郧西县观音镇火麦沟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8 黄嘉怡 十堰市第一中学 刘洞镇黄沟村3组338号黄飞 郧县刘洞镇黄沟村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7 王晓彤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县安阳镇横山王文强 十堰市郧县安阳镇横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2 李俊琪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李顺志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8 尚丽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县刘洞镇毛坪 1 号尚吉伟 十堰市郧县刘洞镇毛坪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7 王炀炀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大 2组1 号王小勇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大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6 费叶舟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桂坪村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7 张欣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华 3组4 号王义琴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华 3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5 周淼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草 3组苏云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草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3 唐梓童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唐林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2 陶灵灵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魏 2组陶俊理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魏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9 龙涛 十堰市第一中学 向坝乡向坝村2组 龙云付 十堰市竹溪县向坝乡向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3 张浩然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竖 2组张才刚 十堰市竹山县秦古镇竖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1 李鑫悦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涧 4号徐凤琴 十堰市郧西县涧池乡涧 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0 曹立昌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郭家村2组曹林 十堰市张湾区郭家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9 盛舒琴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胡刘学秀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6 郑佳佳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关郑佳佳 十堰市竹溪县天宝乡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0 孔肖越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韩孔德彦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7 何远航 十堰市柳林中学 竹山县官渡镇中场村3组何庆勇 竹山县官渡镇中场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3 杨浩劼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喻 1组杨士斌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喻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1 刘光洁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5组2 号杨发珍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 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6 汤鑫宇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1组汤清伍 十堰市丹江口市石鼓镇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0 谢乐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县 谢明 郧县白桑关镇李家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9 段琳艳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黄坪段永友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黄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7 刘霞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高庙乡3组1 号李相荣 十堰市郧县高庙乡杨家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8 金怡璇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茶 7组2 号金吉华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茶 7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5 艾胜丽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武当山特区龙王 2组3号艾兴林 十堰市武当山特区龙王 2组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1 艾展悦 十堰市柳林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梅 1组1 号张红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梅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1 周慧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大周学贵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0 王鑫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江 8 号王峰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江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7 凌亚威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县杨沟村3组7号 凌书才 郧县杨沟村3组7号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3 杨倩倩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白浪街道柯家垭杨均 十堰市白浪街道柯家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9 周鑫雨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县叶大乡新潮村1组3 号周林 郧县叶大乡新潮村1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6 王佳怡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庙 2组王涛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庙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4 万金涛 十堰市柳林中学 房县红塔镇桂花坪村3组5 号万能传 房县红塔镇桂花坪村3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7 潘小雨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白 1组潘恒达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白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5 陆丛聪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陆付国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2 刘莹莹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朱 9组刘厚清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朱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9 李文菲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徐家沟村3组余华 十堰市茅箭区徐家沟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5 江晶晶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3组3 号江吉昌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3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4 胡晓雯 十堰市柳林中学 竹山县宝丰镇深沟村4组胡文斌 竹山县宝丰镇深沟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3 何昆珈 十堰市柳林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大营盘村1组何帮奇 竹山县大庙乡大营盘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6 张梦 十堰市柳林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铁炉村4组张国忠 丹江口市官山镇铁炉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3 岳煜杰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骆岳德友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骆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2 袁浩楠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桐树沟村3组郑秀芳 十堰市张湾区桐树沟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7 徐伦俊 十堰市柳林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磨 4组徐若忠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磨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4 王圳涛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西 3组5号熊海云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西 3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9 周苗苗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胡家营镇周义生 十堰市郧西县胡家营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6 张星雨 十堰市柳林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冯张涛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1 吴梦涵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花园村胡凤仙 十堰市丹江口市花园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9 王洋 十堰市柳林中学 竹山县大庙乡大庙村4组王宗明 竹山县大庙乡大庙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4 王飞燕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阳区刘洞镇江峪村4组1 号张道花 郧阳区刘洞镇江峪村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3 商雅萱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双商秋香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2 全梦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红全守文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0 彭妮娜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房县城关镇磨石陆兴凤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8 江雪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三元江文义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三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7 常晶晶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谭山镇白龙庙村常永章 十堰市谭山镇白龙庙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3 李泳佳 十堰市柳林中学 丹江口市石鼓镇柳林村5组李明选 丹江口市石鼓镇柳林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6 柯雅涵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青刘飞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5 王嘉瑜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方块村六王启生 十堰市茅箭区方块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0 曹书萍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严 6组曹廷志 十堰市郧阳区严岭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8 尚艺娜 十堰市柳林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岗家沟 5组尚长生 丹江口市均县镇岗家沟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2 崔誉龄 十堰市柳林中学 丹江口市延迟河镇改版 2组黄云 丹江口市延迟河镇改版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0 詹家辉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新詹成新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7 王锦祺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漆 3组王明军 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漆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2 董玥慧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柴 3组4 号董雄合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柴 3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7 冯鑫园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门王云 十堰市叶大乡门楼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5 秦荣涛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徐秦鹏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徐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5 刘婉茹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徐 1组刘平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徐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3 李圣洁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茅箭区小川乡营 4组李明国 十堰市茅箭区小川乡营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7 王鑫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鄂 1 号王祥云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鄂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2 喻雪琴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溢李霞 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0 张迎璇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黄坪王云 十堰市房县姚坪乡黄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6 黄梦秋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老董焕珍 十堰市郧西县羊尾镇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5 时杉杉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1组1号李德菊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1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1 夏浩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竹山县桂坪村 何承秀 竹山县桂坪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0 梁家辉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郧西县观音镇龙桥村2组 1 号梁胜军 郧西县观音镇龙桥村2组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7 陈越雯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郧阳区青山镇钱陈平 十堰市郧阳区青山镇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6 张婧雯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张湾区花果街道 3组张达兵 十堰市张湾区花果街道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5 陈静怡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大 2组王云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镇大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4 刘晨晨 十堰龙泉黄冈学校 郧西县六郎乡大石堰村6组刘堂斌 郧西县六郎乡大石堰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2 肖甜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肖肖玉梅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肖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3 胡晓宇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竹溪县中锋镇朝 2组李晓琴 十堰市竹溪县中锋镇朝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6 周雅楠 十堰龙门学校 丹江口市龙山镇彭家沟周刚 丹江口市龙山镇彭家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1 李思懿 十堰龙门学校 竹坪乡宽坪村 李良田 十堰市竹山县竹坪乡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8 徐静昱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东城经济技术开徐小林 十堰市东城经济技术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6 校燕鋆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郧县刘洞镇江峪校胜利 十堰市郧县刘洞镇江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5 杨芮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镇上张为彩 十堰市郧西县香口镇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2 邓俊杰 十堰龙门学校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车邓国富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3 王敬丹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麻黄妍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麻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1 陆湘怡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陆士兵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3 刘虹丽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青山镇青刘光银 十堰市郧阳区青山镇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0 殷冰婷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殷国清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5 陈晓菲 十堰市车城高级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西陈锐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2 明婷婷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岩屋河村2组1 号明瑞斌 郧西县六郎乡岩屋河村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4 陈浩然 十堰市柳林中学 景阳乡粟谷庄村 廖运连 景阳乡粟谷庄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2 陈希月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白陈霞辉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0 陈志楠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红卫街道 2组李久平 十堰市张湾区红卫街道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6 李明娟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5 号李相伟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5 曹莹 十堰市柳林中学 谭山镇严岭村 曹清娃 十堰市郧县谭山镇严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3 刘国语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组6 号张改梅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0 许园 十堰市柳林中学 梅铺镇杨营村 许进武 梅铺镇杨营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9 兰田田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县柳陂镇崩滩河村3组2 号兰治华 郧县柳陂镇崩滩河村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6 刘娜 十堰市柳林中学 茅塔乡大坪村1组 汪有燕 湖北十堰市茅箭区茅塔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4 冯娟 十堰市柳林中学 湖省十堰市茅箭区大川 6组冯金贵 湖省十堰市茅箭区大川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9 王坤怡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黄王黎明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8 杨萌萌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郭 2 号孙春慧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郭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4 张婷婷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2组3 号张刚有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2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2 郑娟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西顾密华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0 张钰琪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官陈兴会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0 许文彬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许彩新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7 肖月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寺肖国红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寺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4 王媛媛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县胡家营镇漆 6组3 号王孝泉 十堰市郧县胡家营镇漆 6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3 王禹瑾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县白桑关镇淘 4组4 号余圣云 十堰市郧县白桑关镇淘 4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2 王婷婷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轻 4组1 号杜发丽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轻 4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0 万宇稼 十堰市柳林中学 城关镇高家庄1组21号张耀春 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高 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9 潘薇朵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秀马长燕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6 李堰越 十堰市柳林中学 宜昌市当阳市半月镇先李国洲 宜昌市当阳市半月镇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1 顾丹丹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西郑英娥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6 杜婷婷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双杜昌贵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4 曾佩琪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石堰曾青树 十堰市房县白鹤镇石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2 刘培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南化塘镇谢家沟村 刘辉 南化塘镇谢家沟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1 阮钰涵 十堰市柳林中学 六郎乡两岔河村二组 阮仕才 十堰市郧西县六郎乡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7 贺彬雁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贺富华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6 杜洁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县刘洞镇孔沟村2组1 号杜忠涛 郧县刘洞镇孔沟村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5 陈城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县鲍峡镇辽坡陈公龙 十堰市郧县鲍峡镇辽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2 叶俊丽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叶伟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0 龚萍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崩 6组8号龚方青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崩 6组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8 韩玲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阳区叶大乡月亮村3组韩贤平 郧阳区叶大乡月亮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7 何欣宇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青山镇秦 2组4 号何中彦 十堰市郧阳区青山镇秦 2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3 刘莹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县杨溪铺镇云彩山村6组1 号刘锋 郧县杨溪铺镇云彩山村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2 全中圆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红全祥森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9 曹璐璐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曹杰 十堰市青曲镇弥陀寺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8 王坤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张王有成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7 孙一帆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风孙传进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4 郑丽君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水郑平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0 杜梦婷 十堰市柳林中学 大木镇共青村 杜昌兵 十堰市房县大木镇共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9 焦桂琪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天 8组段兆云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天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1 石慧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组潘朝瑞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6 张宇航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长熊先云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4 王鑫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大王崇键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3 王雨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双吴士芬 十堰市房县大木厂镇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2 尤悦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茅 7组朱庆 十堰市茅箭区鸳鸯乡茅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0 赵心雨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柏 2组吴绪娟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柏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9 李晨阳 十堰市柳林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广田 2组1 号李开国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广田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7 王雨航 十堰市柳林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金 1组3 号父亲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金 1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6 谢亚男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皮朝琴 十堰市丹江口市土关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5 刘金婷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刘斗惠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3 习士宁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县白桑关镇白习永明 十堰市郧县白桑关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9 张文莉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镇黑张军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镇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7 石玉楠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月石峰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6 徐玉娜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徐胜山 十堰市茅箭区东城经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5 高舒馨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五峰乡尚家河村鲍喜焕 十堰市五峰乡尚家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3 杨贵梅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盘杨先卫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1 张琳琳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王张志平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7 何嘉俊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县安阳镇二龙 7 号何平章 十堰市郧县安阳镇二龙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8 朱敏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纸 1 组朱新波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纸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0 宋彬彬 十堰市柳林中学 竹溪县天宝乡熊皮沟村2组徐守春 竹溪县天宝乡熊皮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2 刘余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白李光英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1 董思婕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渔 1组李菲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渔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3 杨静静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大 4组杨建中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大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2 刘慧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金刘永学 十堰市郧西县河夹镇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0 孙钰菡 十堰市柳林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杨 1组1号孙兴明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杨 1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8 陈斯嘉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大沟村一余随芝 十堰市茅箭区大沟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3 王莹莹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县杨溪铺镇云彩山村2组7 号王毫学 郧县杨溪铺镇云彩山村2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2 周琼 十堰市柳林中学 郧阳区青曲镇乐园村 周子礼 郧阳区青曲镇乐园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0 叶枫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县柳陂镇挖断 3组8 号叶虎 十堰市郧县柳陂镇挖断 3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9 徐伟伟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九里岗村4组徐光军 十堰市郧阳区九里岗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6 余薇 十堰市柳林中学 丹江市武当山特区鲁家 7组1 号余红军 丹江市武当山特区鲁家 7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4 罗佳 十堰市柳林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花栗 2组1 号程胜娥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花栗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5 崔锋琴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盐池河镇唐化青 十堰市丹江口盐池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3 姜晓雨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红 2组7号姜圣永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红 2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4 徐艳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石 3组2 号徐辉平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石 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9 黄晶晶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南化塘镇青岩村5组15号黄付生 南化塘镇青岩村5组1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8 赵风婷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藨 9组2号赵中用 十堰市郧阳区安阳镇藨 9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7 李星锋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县叶大乡太山 2组6 号李富明 十堰市郧县叶大乡太山 2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6 王琪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柏 5组王忠义 十堰市竹溪县中峰镇柏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2 张世宇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代 3组张永龙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代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1 阮晶晶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严玉梅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7 胡靖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房县姚坪镇虎尾胡军 十堰市房县姚坪镇虎尾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1 姜万鑫 十堰市柳林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巷 1组7 号姜锋 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巷 1组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0 秦凤玥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马家河村3组秦游泳 十堰市茅箭区马家河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9 郑艺菲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大川镇大 6组徐中苹 十堰市茅箭区大川镇大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2 王彬 十堰市第二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石门村2组王顺喜 郧西县夹河镇石门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6 韩倩 十堰市第二中学 郧县青曲镇店子河村2组韩社 郧县青曲镇店子河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4 刘煜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会 3组1 号方彦芬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会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6 郝雨晴 十堰市第二中学 郧县胡家营镇土地沟村 5 号尹合兰 郧县胡家营镇土地沟村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5 蹇梦垚 十堰市第二中学 房县城关镇白土村三组张舟 房县城关镇白土村三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1 李露 十堰市第二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长沙坝村李明龙 郧西县夹河镇长沙坝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9 李汶黛 十堰市第二中学 郧西县六郎乡大石堰村6组1 号李忠斌 郧西县六郎乡大石堰村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3 郑英姿 十堰市第二中学 竹山县麻家渡镇刘家河 2组李静 竹山县麻家渡镇刘家河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7 赵心缘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花果街道 2组赵楼茂 十堰市张湾区花果街道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5 熊晓峰 十堰市第二中学 郧西县河夹镇岩屋沟村熊朝青 郧西县河夹镇岩屋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5 杨惠辑 十堰市第二中学 郧县梅铺镇严家河村二杨铁军 郧县梅铺镇严家河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1 徐圆圆 十堰市第二中学 郧西县羊尾镇朱家沟三徐优海 郧西县羊尾镇朱家沟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1 刘宴宏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塔刘吉君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0 李冰倩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马家岗 4组3 号李国民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4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8 许煠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金 3组许奎 十堰市郧阳区大柳乡金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7 赵晶晶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罐赵虎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罐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5 李玥欣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丹江口市蒿坪镇余家湾 3组0 号李成红 丹江口市蒿坪镇余家湾 3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2 余明珠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 1 组郑小云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0 王雪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2组4 号刘连梅 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 2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4 周焰焰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西沟乡西沟村 秦应丽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7 杨晓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时郑贵兰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3 胡文静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竹山县楼台乡白莲村5组胡义超 竹山县楼台乡白莲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2 何姗姗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何道义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7 吴丰霞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镇黄吴高林 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镇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3 李鑫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吕家河 0 组兰艳 丹江口市官山镇吕家河 0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9 冯雪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井冯定文 十堰市竹山县深河乡井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3 汪庆洋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土 1 号汪发义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土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0 郑成权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岗河郑加红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岗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3 舒婧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房县大木镇共青村3组王昌梅 房县大木镇共青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1 张玉明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五组张华岚 十堰市房县青峰镇五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8 余田田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镇曹余胜群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镇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3 彭佳慧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县城关镇堰河 5组2 号彭正永 十堰市郧县城关镇堰河 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9 姚文静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王勤莉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3 叶婷婷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郧西县夹河镇石宝村3组叶存元 郧西县夹河镇石宝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9 赵益梅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南化塘镇关帝村1组83号赵百喜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1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6 黄磊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叶大乡门楼村 陆成英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乡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6 高敏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城关镇堰河村 高峰 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5 何鑫宇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小 8组6号何军信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小 8组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3 杨威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5组杨运兵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1 叶妞妞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鲍峡镇苍浪村 叶维明 十堰市郧阳区鲍峡镇苍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7 周庆庆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六斗村3组 1 号周黎明 郧西县香口乡六斗村3组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0 温正洋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郧阳区青山镇龚家院村温国银 十堰市郧阳区青山镇龚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9 郑华萱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小川村小川乡1组 郑龙清 十堰市茅箭区小川村小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5 曹银山 十堰市东风高级中学 柳陂镇腰岭村二组 曹培明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0 黄孟秋 十堰市郧阳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界岭村1组黄绪东 十堰市竹山县界岭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4 叶秀坤 十堰市郧阳中学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饶祖 2组1 号叶庆超 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饶祖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3 张毓欣 十堰市郧阳中学 楼台乡西坡村一组 任艳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5 胡丞洋 十堰市郧阳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西 6组胡军 十堰市竹山县楼台乡西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1 邵朝阳 十堰市郧阳区外国语学校竹山县 邵际波 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3 号6栋2单 2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1 刘豪 十堰市第二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 金芳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7 陈鑫 十堰京中实验学校 擂鼓镇新堰村1组68号朱慧平 竹山县擂鼓镇新堰村1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5 刘锐 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十堰市武当山特区杨家 1组9 号张春桃 十堰市武当山特区杨家 1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4 张若雨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朱 7组陈艳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朱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4 宋丹丹 十堰市第一中学 大木厂镇大木街村 廖元琴 大木厂镇大木街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2 潘思媛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西县观音镇纸坊沟村1 组 1 号潘光军 郧西县观音镇纸坊沟村1 组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8 陈卓越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溜姜荣菊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7 董柔雪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县鲍峡镇水西董超 十堰市郧县鲍峡水西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6 齐雪妍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陈齐兵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5 庹明月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余炎炎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1 刘俊涛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回刘汉春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3 曹杉杉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曹 2组4 号杨清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李 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1 杨姗姗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镇木杨中波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镇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9 侯锦华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1组侯道勇 十堰市丹江口市丁家营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8 马谷铭 十堰市第一中学 柏林镇柏林村9组 王萍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柏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7 尹思雅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尹林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3 王皓悦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红卫街道 5组叶萍 十堰市张湾区红卫街道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8 徐薛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官山镇孤山村0 组薛明英 丹江口市官山镇孤山村0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7 王靖玉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4组9 号王华庆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 4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6 方旭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方周军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3 杨嘉佳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水杨兴安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2 刘佳欣 十堰市第一中学 谭山镇谭山中学 刘明伟 十堰市郧阳区谭山镇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8 周宝强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9组周弟明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7 刘欢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安刘常勇 十堰市郧县白桑关镇高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3 汤雅欣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 朱洪霞 丹江口市盐池河镇武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0 张丽娜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花果街道 7组毕怀珍 十堰市张湾区花果街道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8 林钰洁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 6组林盛 十堰市丹江口市武当山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5 肖雨欣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龙山镇白蛇沟 1组肖汉孚 丹江口市龙山镇白蛇沟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4 刘晓萌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舒 5组刘汉胜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舒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3 袁玲玲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 袁长青 十堰市丹江口市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0 陈佳欣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县谭家湾镇正河村五 2 号沈召云 郧县谭家湾镇正河村五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9 夏棋棋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五 2组夏永平 十堰市夹河镇五郎庙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8 任燕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 任甲旭 十堰市丹江口市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5 龚雅琪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1组1 号龚耀兵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护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2 李云嘉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财 2组顾海波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财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8 任冰冰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上营村2组任永林 郧西县涧池乡上营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5 吴昱沛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阳区南化镇大桑树村9组1号吴忠波 郧阳区南化镇大桑树村9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3 陈红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 8组陈超 十堰市竹山县上庸镇九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1 朱修成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马雷丽霞 十堰市房县门古寺镇榔 ：《现 ：马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9 黄阳杨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西县店子镇檀树河村8组王梅 郧西县店子镇檀树河村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7 陈相宜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县白桑关镇龙陈泽周 十堰市郧县白桑关镇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3 黄晓艳 十堰市第一中学 竹溪县新洲乡板凳岭村3组5 号黄朝兴 竹溪县新洲乡板凳岭村3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6 李相龙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西县香口乡孟川村5组柯善英 郧西县香口乡孟川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4 周敏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五阚广莲 十堰市郧西县夹河镇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5 李陆钰婷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凤 2组李荣斌 十堰市张湾区柏林镇凤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3 贺俊杰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正 2组7号焦龙珍 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正 2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7 王钰莹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县柳陂镇金矿村5组王大宏 郧县柳陂镇金矿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5 魏雨桐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武当山特区五龙 3组1 号朱修平 十堰市武当山特区五龙 3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4 曾玉画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南曾铁林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7 孙晓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江王光顺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6 孔晶晶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孔 3组2 号孔卫平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孔 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5 陈婧 十堰市第一中学 夹河镇长沙坝村 朱国敏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4 刘靖钰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刘玉昌 十堰市丹江口市习家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2 刘盈盈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李 8组张丰秀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李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7 叶青梅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组4 号叶青梅 十堰市郧阳区白桑关镇 3组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5 尚杨丽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时 1 组5号杨爱荣 十堰市郧阳区梅铺镇时 1 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4 尤婉婷 十堰市第一中学 西沟乡相公岭村4组 尤四华 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西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2 刘琪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四方 4组徐美林 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四方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1 鲍妍苒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鲍 2组鲍升喜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鲍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5 李倩倩 十堰市第一中学 土城镇马蹄山村1组80号李霞 房县土城镇马蹄山村1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4 马琳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周吉英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3 饶智巧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均县镇闵家沟 1组饶清明 丹江口市均县镇闵家沟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2 范庆垒 十堰市第一中学 黄龙镇大沟村2组 李传清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大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0 杨梓昊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南化塘镇罗堰村5组6 号孙天霞 十堰市南化塘镇罗堰村5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8 何佳幸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寺 1组何胜先 十堰市郧阳区白浪镇寺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4 杨晶晶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向杨明华 十堰市竹山县双台乡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3 江皓沁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花果街道江新胜 十堰市张湾区花果街道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3 钱文莉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大 5组钱贵 郧县五峰乡大树垭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1 熊威 十堰市第一中学 房县青峰镇学堂坪村7组熊巨钱 房县青峰镇学堂坪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53 郭楠楠 十堰市第一中学 茅箭区大川镇卡子村5组郭强 茅箭区大川镇卡子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5 朱丹丹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樱桃沟村朱德书 十堰市郧阳区樱桃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44 华静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县五峰乡蒿坪胡张敏 十堰市郧县五峰乡蒿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8 汪静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牛汪传良 十堰市郧西县观音镇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5 庹桂英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泰庹明学 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34 廖微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组1 号高琴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20 张一凡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易 8组张有军 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易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7 罗毅成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官山孟宪军 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官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5 秦垚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县叶大乡花蛇秦子保 十堰市郧县叶大乡花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4 曾嘉旭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长曾富军 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1 孔子怡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文孔祥随 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9 徐静雯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青灰铺村2组2 号徐华东 丹江口市青灰铺村2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6 钟甲甲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西县涧池乡谢家坪村1 组万青莲 郧西县涧池乡谢家坪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3 吕思彤 十堰市第一中学 白浪街道小河村2组 吕大勇 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道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01 朱雅琴 十堰市第一中学 监利县汪桥镇上村村七朱国华 监利县汪桥镇上村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8 陈馨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县大桥村四组 刘彩云 郧县大桥村四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4 李雅焜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南化塘镇周庄村6组 张明华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3 王露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青 2组王钦斌 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青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2 郑晨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擂 1组1 号郑红军 十堰市竹山县擂鼓镇擂 1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90 蒋泽勤 十堰市第一中学 郧县鲍峡镇姚家湾村5组3 号蒋秀利 郧县鲍峡镇姚家湾村5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7 朱文沛 十堰市第一中学 竹山县潘口乡小漩村四朱建宝 竹山县潘口乡小漩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4 汪超男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汤汪勇 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80 杨欣雨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板桥杨小静 丹江口市习家店镇板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9 王琪 十堰市第一中学 六里坪镇岗河村3组22号付浩翠 十堰市丹江口市六里坪 3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8 杨开煜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长浴杨杰 十堰市房县窑淮镇长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6 刘胜垟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街道 1组王小翠 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街道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4 钟晓冰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长 8 号李青梅 十堰市竹溪县城关镇长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71 李敏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下李先成 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7 杨馨怡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长杨华 十堰市竹山县文峰乡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65 王玉飒 十堰市第一中学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六陈迪兰 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9 黄奕 十堰市第一中学 刘洞镇江峪村四组211号黄红娃 十堰市郧阳区刘洞镇江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301****15 曾一鸣 十堰市第一中学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八 4组2号曾国际 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八 4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