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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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0626****12 向锦华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沿 1 号向和志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沿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1 彭建升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过渡湾镇中厂村2组彭德运 保康县过渡湾镇中厂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0 胡定锋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天胡仁奎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天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9 张继阳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东张贵成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3 张泽圳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黄 1组肖兵芳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黄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0 杨继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下杨时新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8 齐晓枫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重齐宗汉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重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7 黄德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罗 3组李正凤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罗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4 周兴坤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樟周德全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1 赵远超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沮唐功普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沮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0 张璇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沿 1 号任孝平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沿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97 张定祥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周张世东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91 杨怡婷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潮 5组王承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潮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3 王晓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车 3组王华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车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0 王琅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前 6组王曾保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前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8 王都煦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王文荣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6 唐恒蓉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合 2组唐广斌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合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8 刘小雨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简 1 组张艳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简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0 李祥涛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李启根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2 贺天洁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后坪镇后坪村4组杜如国 保康县后坪镇后坪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7 高涵璞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马 2号梁芝琼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马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0 朱忠炎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良镇紫阳村2组朱大江 保康县马良镇紫阳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7 周圣松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土周国勇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5 周立琛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新 1 号周全海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新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2 章继来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周章祖宏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0 张鑫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三张益华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7 张发强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店垭镇徐家堰村周正敏 保康县店垭镇徐家堰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2 谢鹏飞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蒋 5组谢德树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蒋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0 王志政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两王大富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7 王盈奇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锅 2组王华龙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锅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2 谭玉洁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九里川村4组张敏 保康县马桥镇九里川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1 水新龙 保康县第一中学 湖北襄阳市保康县马良 3组水维祥 湖北襄阳市保康县马良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7 柳阳杰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蒋龚玉玲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蒋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5 柳其嘉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庹柳安君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2 李星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鸡 2组李明忠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鸡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1 李明文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中坪村八李守义 保康县马桥镇中坪村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92 郭贵诚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刘家坪村郭富涛 保康县城关镇刘家坪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9 都柏林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马桥街惠 6号戴定英 保康县马桥镇马桥街惠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8 丁贤锐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店 7号向顺玉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店 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3 张俊冰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歇马村2组张金鑫 保康县歇马镇歇马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1 陈厚毅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黄堡镇雷家岭村5组王兆琴 保康县黄堡镇雷家岭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0 胡俊熙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茅坪村5组彭红艳 保康县歇马镇茅坪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9 王孔旭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歇 3 号王习刚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歇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8 周星秀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良镇松树堡村2组周立君 保康县马良镇松树堡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7 周金鹏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欧店村2组周吉典 保康县歇马镇欧店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6 余丙昊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望余道华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5 杨俊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黄堡镇蚱峪村一杨先华 保康县黄堡镇蚱峪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4 余正强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金包村1组余义娥 保康县歇马镇金包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3 汪阳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长坪村7组王洲菊 保康县城关镇长坪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2 杨平旭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官斗村2组秦梨花 保康县歇马镇歇马街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1 刘朋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简家坪村6组刘峰 保康县寺坪镇简家坪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0 常远柳松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砂坪村5组常世文 保康县寺坪镇砂坪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9 张泰铭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东沟街9号张海峰 保康县城关镇东沟街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8 丁经瑞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东 7 号丁礼兵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东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7 赵慧桢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 2组赵礼林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6 黄俊锐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河西新路1 号黄佳军 保康县城关镇河西新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5 阮鑫毅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大 4号阮班军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大 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3 尚欣宇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岗子村2组黄巧云 保康县寺坪镇岗子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2 李欣燃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沿 1 号李江涛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马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1 周定航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罗家山村6组易艳波 保康县马桥镇周湾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0 范思翔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新街101号范世东 保康县城关镇新街10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9 孙珂星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新 4 号薛忠裕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新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8 刘书灏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简刘启兵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7 季书阁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 李桂林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6 宦忠鑫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沿河路1 号宦廷宪 保康县马桥镇董家沟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5 季书睿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中坪村1组季绍近 保康县马桥镇中坪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4 吴松博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东 1 号王安琴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东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2 罗文茜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鹫 5组李海琳 保康县城关镇沿河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0 姜柳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大 3组柳艳丽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大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9 陈梦璇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简陈吉贵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8 向东阳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店垭镇垭子口村4组向圆圆 保康县店垭镇垭子口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6 刘和逸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简家坪村1 组刘明合 保康县寺坪镇简家坪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4 杨婧雯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东 5 号王华英 保康县城关镇东街5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3 王彦东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鳌头山村王天震 保康县马桥镇鳌头山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2 王湘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笔 3组王延华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笔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1 彭欣然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新 9 号李莉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新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0 邓更月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詹 4组邓再义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詹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9 舒新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刘家坪村3组舒友林 保康县城关镇刘家坪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8 郝小萌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东街134号郝传云 保康县城关镇东街13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7 柳梦一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云溪沟村6组柳启红 保康县城关镇云溪沟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6 丁经升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河宦玉贵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5 朱炎锋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大宏街4号朱志 保康县寺坪镇大宏街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3 陈西坤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后坪镇洪家院村2组陈德兵 保康县后坪镇洪家院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2 胡志杰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黄堡镇后湾村7组胡忠华 保康县黄堡镇后湾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9 宦忠韦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黄龙观村2组宦庭彬 保康县马桥镇黄龙观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8 杨万豪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腊 4组杨佰平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腊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7 吴欣然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后 5组吴启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后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6 方圣博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新街43号何玉芬 保康县城关镇新街4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5 陈晓萱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河西新路8 号彭雪雪 保康县城关镇河西新路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3 唐令炜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古泉沟村2组唐祥华 保康县马桥镇古泉沟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1 胡春宝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过渡湾镇茶庵村2组高菊香 保康县过渡湾镇茶庵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0 陶礼铭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两峪乡胡家台村陶均典 保康县两峪乡胡家台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8 周剑波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两峪乡胡家台村2组秦祝慈 保康县两峪乡胡家台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7 龚久洲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过渡湾镇二堂村7组龚少江 保康县过渡湾镇二堂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6 杨吉超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九皇山村6组杨兆财 保康县城关镇九皇山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5 王宁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十 1组王正军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2 冯靖岚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光冯祖荣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1 罗爽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唐 5组罗德成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唐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0 李义俭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长李元国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8 褚天娇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两峪乡两峪村1组褚应宝 保康县两峪乡两峪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7 马靖妍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东 1 号马勇华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东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6 宋美君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河南坪村宋让冬 保康县马桥镇河南坪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5 李晓珊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后坪镇前坪村7组李仕飞 保康县后坪镇前坪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4 李林霞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短 1组李应志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短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3 邓林昌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 3组邓龙明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2 周健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黄 2组邓贤凤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黄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1 杨华钊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前 2号李远翠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前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0 韩鈺珍 保康县第一中学 中国保康县寺坪镇寺坪 2组王清丽 中国保康县寺坪镇寺坪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98 李金玉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两李兴鑫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97 吴征羽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白马映红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白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96 李欣怡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张湾村一张玲 保康县马桥镇张湾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95 王博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 4组王天梅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93 张为涛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金桥沟村张先碧 保康县歇马镇金桥沟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92 詹力才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光千社区 1号詹清猛 保康县城关镇光千社区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91 卢旭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简 4组徐清平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简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90 杨兴康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马桥街村1组王双明 保康县马桥镇马桥街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9 张帝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白水河村2组邹明海 保康县歇马镇白水河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8 李金荣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寺坪村五李培云 保康县寺坪镇寺坪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7 赵娟娟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良镇盛垭村2组赵明宗 保康县马良镇盛垭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6 张金懿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河西新路8 号金丽 保康县城关镇河西新路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5 李群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朱李兴军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朱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4 王俞淇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沿河路7 号王超 保康县城关镇沿河路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3 贾祖瑞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岗 1组陈胜琴 襄阳市谷城县紫金镇官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1 魏明康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寺坪镇大 2组王琴 保康县寺坪镇寺坪镇大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0 黄金成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黄培军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9 王菲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 4组王远东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8 宋常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三张明玉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7 刘前坤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马 1号刘启梅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马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6 黄金涛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黄培军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5 马倩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长马安雄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4 袁声栋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长 1组李明桂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3 周瑞涛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十周国申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1 唐一鑫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东街62号 刘相芳 保康县东街62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0 焦柳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韩 4组焦启平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韩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9 向壹毅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垭 4组向常兵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垭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8 宦玘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王大敏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7 周倚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土周国艳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6 唐本星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后坪镇分水岭村1组唐卫友 保康县后坪镇分水岭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5 张晓晓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天子坪村2组鲁习合 保康县寺坪镇天子坪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4 艾心怡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黄堡镇黄堡村二艾国超 保康县黄堡镇黄堡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3 柳贇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沿 1 号陈国丹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沿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2 杜冉飞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芭杜孟玲 保康县两峪乡芭桃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1 周娟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龙熊文彩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龙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0 江健齐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歇马村5组江志星 保康县歇马镇歇马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9 陈欣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河南坪村5组庄月红 保康县马桥镇河南坪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8 朱鑫怡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黄 3组朱功兵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黄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7 赵清宇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河 8 号赵忠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河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6 朱代钰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土周友琴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5 王玉灵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韩王祖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韩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4 李海洋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杨胡克月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3 罗佳劲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东 7 号罗振涛 襄阳保康县城关镇东沟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2 韩钊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堰 3组韩从兴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堰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1 郑宇涵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垭 1组曾庆芳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垭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0 马圆圆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杨家湾村3组马菊婷 保康县歇马镇杨家湾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5 杜昌可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河 2 号雷红丽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河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1 黄友志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沿 7 号黄忠源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沿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8 罗友尧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良镇马良街村龚贤丽 保康县马良镇马良街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3 尚明宇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岗子村2组黄巧云 保康县寺坪镇岗子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95 兰姝琪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广播局 兰海 保康县城关镇广播局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91 柴荣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两峪乡麻坪村4组柴万洲 保康县两峪乡麻坪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94 王德樟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溪 2组王先红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溪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9 杨星星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栾 5组杨先华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栾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8 杨礼杰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新 4 号刘晓青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新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7 王路遥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 3组王海艳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3 李智懿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后李光洋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0 祝璐璐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后祝入虎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9 周国昀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朱 1组周世均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朱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5 黄超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黄均文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3 彭梦垠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马彭辉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马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2 李骧然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新 1 号张丽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新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0 黄克洋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前何前均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前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9 许萍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朱 4组许加宽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朱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8 吴昌林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尚吴健华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尚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6 李天燃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李修兵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5 贾荣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耿贾克明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4 洪文龙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黄王泽金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3 代春涛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庹代秀成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8 张倩倩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庙 1组张代红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庙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8 王欣瑶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张王治平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张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5 周淼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雷周加存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9 周德照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郭 3组周卫坤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郭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4 李鑫雨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沮 3组李运成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沮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72 余官坤 保康县第一中学 马良镇宋家湾村2组 孟军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宋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4 王梦柔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过渡湾镇过渡湾 8号王妮 保康县过渡湾镇过渡湾 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1 钟姗姗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过渡湾镇倒座庙 2组钟广武 过渡湾镇倒座庙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0 余昌敏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 2组余德发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8 杨先袁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良镇潮水村七袁有超 保康县马良镇潮水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8 郑婧之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河 8 号郑家勇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河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7 胡梦涵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大宏街6号胡丹 保康县寺坪镇大宏街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4 刘政毅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新街91号裴传敏 保康县城关镇西街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93 王心圆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沿 1 号王举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沿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82 王俊杰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河 2 号王怀刚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沿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7 兰姝羽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后 8号兰海军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后 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6 王诗羽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良镇溪峪村二王先锋 保康县马良镇溪峪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5 胡欣然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紫胡世江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3 金梦蝶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重阳村五金飞 襄阳市保康县重阳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2 李宇凡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光李敬祥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1 王泽郡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裕乡王王家喜 襄阳市保康县两裕乡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60 彭龙桢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马桥街惠 6号吴世群 保康县马桥镇马桥街惠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9 石仲琦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尤家河村石辉策 保康县歇马镇尤家河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8 赵臣旭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王赵国柱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7 贺昕瑶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公园路3号贺茂春 保康县城关镇公园路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6 刘明烽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三宋永红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5 黄翔宇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东街62号黄佳波 保康县城关镇东街6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4 胡山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店垭镇观淌村5组胡祖权 保康县店垭镇观淌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3 涂俊杰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简 2组涂祖林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简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51 王芙蓉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安 2组王绵均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安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9 宦德锋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横 3组宦仁奎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横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8 黄楠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后 1号刘永娥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后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7 陶俊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芭 1组陶晓峰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芭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6 柳孜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罗柳发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5 王小雨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欧 4组杨丽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4 秦锦雯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寺肖长晴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寺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3 李斌山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尤 4组王辉艳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尤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2 肖瑜珈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欧 1组肖运涛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欧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1 殷婧雯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沿河路1 号胡春丽 保康县城关镇沿河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40 伍志娟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过渡湾镇中厂村3组伍汉清 保康县过渡湾镇中厂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9 陈焱焱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过渡湾龙洞村7组陈胜良 保康县过渡湾镇龙洞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8 刘玉林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新街17号刘保朝 保康县城关镇新街1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7 王婷婷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紫吕先祥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6 任淑筠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店垭镇天星村四任有国 保康县店垭镇天星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5 宋雨荷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东街62号宋永波 保康县城关镇东街6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4 余文博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南关街7 号余林 保康县城关镇南关街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3 余小怡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西坪村2组余保林 襄阳市保康县西坪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2 胡林花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龙周述佳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龙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31 王丽蓉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神 5组1号李艳平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神 5组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8 唐苑嘉 保康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河西新路802号周世波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河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7 姚仕欧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良镇姚家沟村3组张华艳 保康县马良镇姚家沟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6 胡英杰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两峪乡两峪街1号胡波 保康县两峪乡两峪街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5 龚境琦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茶树坪村龚申斌 保康县寺坪镇茶树坪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4 赵继兰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黄龙观村张文菊 保康县马桥镇河南坪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3 高军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老高卫华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2 魏雨桐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两峪乡胡家台村3组魏东洋 保康县两峪乡胡家台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1 龚频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大 1组朱瑞凤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大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20 王天楚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河 8 -2号毛丽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河 8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9 宋丹丹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胡家店村宋红银 保康县歇马镇胡家店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8 徐均瑶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后坪镇后坪村1组徐建飞 保康县后坪镇后坪村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7 赵继一 保康县第一中学 马桥镇马桥街惠仁路6号赵义强 保康县马桥镇马桥街惠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6 姜润欣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简家坪村2组姚兴学 保康县寺坪镇简家坪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5 卢甜甜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桃张喜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4 赵佳怡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南 7 号王启爽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南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3 蔡春婷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溪孔令军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2 王俊涵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西街31号褚方菊 保康县城关镇西街3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1 杨发鑫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店垭镇老街村5组杨平东 保康县店垭镇老街村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0 余秋琳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望余丙富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9 褚琪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沿河路1 号韩英 保康县城关镇沿河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8 罗鑫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望佛山村3组余大鹏 保康县歇马镇望佛山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7 陈启宇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堰李明芳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6 李明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蒋 9组李守涛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蒋 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5 邓小川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过渡湾镇过渡湾 1号邓华 保康县过渡湾镇过渡湾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04 钟飞飞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河 6组钟光兵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河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626****10 杨继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下杨时新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下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6****62 杜冉飞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芭杜孟玲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芭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6****51 郑宇涵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店垭镇垭子口村1组曾庆芳 保康县店垭镇垭子口村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6****53 代春涛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庹代秀成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庹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6****58 赵臣旭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王赵国柱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王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6****47 陶俊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芭 1组陶晓峰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芭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6****42 肖瑜珈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欧 1组肖运涛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欧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6****26 胡英杰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两峪乡两峪街1号胡波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两 1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6****21 龚频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大 1组朱瑞凤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大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6****19 宋丹丹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胡家店村1组宋红银 保康县歇马镇胡家店村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6****15 卢甜甜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桃张喜 襄阳市保康县桃坪河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6****13 蔡春婷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溪孔令军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溪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6****10 余秋琳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望余丙富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望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6****06 李明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蒋 9组李守涛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蒋 9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10 陈明旭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李 3组陈远华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李 3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74 朱利群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上李慧芳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上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54 王俊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鱼泉河村王光银 襄阳市南漳县鱼泉河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29 黄星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温 2 号黄和山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温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11 周健 南漳县第一中学 板桥镇九龙观村三组 周善雄 板桥镇九龙观村三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90 龙华伟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长坪镇阳龙克波 襄阳市南漳县长坪镇阳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45 贾世宇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洪贾永华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洪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44 冯立群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巡检镇汉三村一冯泽涛 南漳县巡检镇汉三村一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99 李文青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邓家嘴村潘从荣 南漳县武安镇邓家嘴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98 桓小雨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跑 5组吴昌秀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刘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89 张玉环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巡检镇雁落村7组简学洪 南漳县峡口镇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65 韩思语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张 1 号韩华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张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35 王乐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城关镇郭家土城刘海萍 南漳县城关镇郭家土城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57 张兴军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肖堰镇青周仕方 襄阳市南漳县肖堰镇青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55 木俊威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方集村三 4 号徐祖群 南漳县九集镇方集村三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50 曹振燃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曾家畈村曹远福 南漳县九集镇曾家畈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32 邱坤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樊肖德艳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樊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31 胡毅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李庙镇鱼泉河村胡光香 南漳县李庙镇鱼泉河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28 刘俊梅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泉水堰六刘付江 南漳县九集镇泉水堰六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21 余治鹏 南漳县第一中学 长坪镇陡山村一组 余涛 长坪镇陡山村一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16 朱艳青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八泉村三柳祖玉 南漳县九集镇八泉村三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06 汪子璇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石门村六汪传兵 南漳县九集镇石门村六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28 敖腊梅 南漳县第二中学 肖堰镇四垭村 敖光成 襄阳市南漳县肖堰镇四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42 童方敏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王 1组童万华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王 1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38 何文静 南漳县第二中学 武安镇月明寺村2组 何照林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月 2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87 王成举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竹王建奎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竹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76 鲁永辉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石门集村鲁忠玲 南漳县九集镇石门集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41 刘岚峰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板桥镇樊家河村刘昌学 南漳县板桥镇樊家河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59 朱佳琦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曾家畈村朱福强 南漳县九集镇曾家畈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15 姜雨欢 南漳县第一中学 九集镇方集村一组 余玲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方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13 鞠俊坤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大鞠开虎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大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12 何雨妍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安邹兆梅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安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31 刘欣怡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城关镇车家店村胡静 南漳县城关镇车家店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21 殷丹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巡检镇汉三村二殷永恒 南漳县巡检镇汉三村二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11 赵丽花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薛坪镇龙王冲村朱明喜 南漳县薛坪镇龙王冲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06 裴紫艺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刘家巷村裴均花 南漳县武安镇刘家巷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24****04 王梦莹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樊湾村三组漳县城关张家珍 南樊湾村三组漳县城关高校专项计划
22420683****24 周宇鑫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吴店镇双湾村 周明强 枣阳市吴店镇双湾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3 邱晴月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吴店镇同心村 许晓燕 枣阳市吴店镇同心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2 王辉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刘升镇罗寨村二王正兵 枣阳市刘升镇罗寨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4 杨国钢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七方镇杨庙村六杨朝兵 枣阳市七方镇杨庙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9 陈浩男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陈社秀 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5 柳凯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杨垱镇仲庄村五柳小多 枣阳市杨垱镇仲庄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4 宁代奇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王城镇杜宁世洋 襄阳市枣阳市王城镇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8 王炳鑫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湖 3 号王文俊 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湖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7 郭康静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杨垱镇郝店村 张凤云 枣阳市杨垱镇郝店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9 高闯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姚高贤峰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0 马菁蔚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王城镇资马泽明 襄阳市枣阳市王城镇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9 胡慧茹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五胡靖锋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1 齐佳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环城镇杨坡村 齐本斌 枣阳市环城镇杨坡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9 耿宇晨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兴隆镇陈岗村八耿安武 枣阳市兴隆镇陈岗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3 胡玉玲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胡胡宗勇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2 贾劲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蔡贾胜勇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9 钱少杰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闫钱艳兵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6 常瑞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红杨荣萍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3 王凯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何 4组王海宏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何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2 陈桐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小陈立勇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5 李颜峰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南城毛河村一组毛义凤 枣阳市南城毛河村一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5 赵雯雯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杨垱镇代庄 王先英 枣阳市杨垱镇代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2 韩嘉希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太平镇寺庄村 韩跃鹏 枣阳市太平镇寺庄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8 闫旭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吴店镇同心村 闫新成 枣阳市吴店镇同心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5 邢伟林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时赵邢宏伟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时赵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2 刘佳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李刘志强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1 王子杰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三胡志秀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0 马洪强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大马爱义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7 李雪晴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闫雷章兰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1 褚正正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赵王开琴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赵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0 陈燚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余杨关香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9 余秋雨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檀 8组汤兴芳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檀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8 孟家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郭王明丽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7 赵欣玥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白郑长云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5 高福祥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杨胡有红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3 肖子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三徐沙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3 汪洋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东汪久兴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0 栾梦祥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当镇仲栾雪敏 襄阳市枣阳市杨当镇仲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9 姜勇鍵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后姜红兵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8 杜怡杰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舂杜卫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舂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6 余亚奇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七方镇文庄村三余胜涛 枣阳市七方镇文庄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2 马诗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七方镇三关村二马小胜 枣阳市七方镇三关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8 王圣洁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太平镇李占岗村王永峰 枣阳市太平镇李占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4 惠淑桓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吴店镇同心村四惠祥修 枣阳市吴店镇同心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1 王晶毅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熊集镇红土村三王玉良 枣阳市熊集镇红土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9 马诗雨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三马吉平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8 毛雨婷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琚湾镇三王村 毛礼军 枣阳市琚湾镇三王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5 赵晨阳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大 3组赵大德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大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1 冯世珍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东升镇三冯立志 襄阳市枣阳市东升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8 王列芮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青王星成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1 贺金山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七方镇肖贺军 襄阳市枣阳县七方镇肖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5 陈世卓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平林镇洞陈万银 襄阳市枣阳市平林镇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7 张顺锦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杨垱镇店子村八张齐更 枣阳市杨垱镇店子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6 熊远征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新市镇邓棚村五熊飞锋 枣阳市新市镇邓棚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3 赵林娜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姚赵军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姚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6 李欣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太平镇付庄村五李书明 枣阳市太平镇付庄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5 张秋铎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七方镇梁家村一张运安 枣阳市七方镇梁家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4 侯俊逸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琚湾镇胡岗村一侯小兵 枣阳市琚湾镇胡岗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3 王振宇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七方镇文庄村五王开军 枣阳市七方镇文庄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5 冯正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新市镇谢棚村三冯飞 枣阳市新市镇谢棚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4 褚凤鸣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李老湾村七组 褚学峰 枣阳市李老湾村七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2 胡友琦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吴店镇舂陵村七李明娇 枣阳市吴店镇舂陵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0 李爽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张李文峰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9 聂凌寒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杨当镇凡庄村八聂玉忠 枣阳市杨当镇凡庄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8 柯宗磊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平林镇王畈村五柯贤朝 枣阳市平林镇王畈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7 李悦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兴隆镇竹林村二李发国 枣阳市兴隆镇竹林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3 李文玟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柏李世军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9 王一帆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堂 -2周贵丽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堂 -2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7 张嫚璐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琚湾镇芦坡村一张小兵 枣阳市琚湾镇芦坡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5 靳晶星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王城镇团靳海峰 襄阳市枣阳县王城镇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4 张明越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杨垱镇红沙河村张昌录 枣阳市杨垱镇红沙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3 李寒冰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枣陈丽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枣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0 张佳乐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秦王秀敏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4 杨浩毅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楼王光萍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楼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3 崔俊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胡崔华红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9 齐紫萌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环城镇王候凤章 襄阳市枣阳市环城镇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7 陈乐乐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阮陈见林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阮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6 陈怡鸿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兴隆镇优陈小军 襄阳市枣阳县兴隆镇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5 陈力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花陈军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4 张婉婷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隆张华勇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隆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1 李海丹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马李江山 枣阳市琚湾镇马岗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0 赵齐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红赵运生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9 罗中旭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韩罗甫勇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8 宋宇儿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村邓宋国军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村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7 刘仪樊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武郭双燕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6 张龙康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高新区团山镇余张波 襄阳市高新区团山镇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5 杜静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刘升镇杜杜保全 襄阳市枣阳县刘升镇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4 王昊冉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大王兴同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3 王锦涛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杨垱镇官厅村 王杰 枣阳市杨垱镇官厅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0 江彬彬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彭江金华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9 刘佳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余刘全兵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3 范俊洋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简习心凤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2 朱欣雨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白朱永胜 湖北中襄阳市枣阳市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1 罗毅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王城镇王罗吉勇 襄阳市枣阳县王城镇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0 吴萍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赵吴先兵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赵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6 刘思婷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新市镇钱刘军杰 襄阳市枣阳县新市镇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5 汪曦睿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洪汪勇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4 曲嘉羽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张曲超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3 骆豪杰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清陈建敏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5 杨帅琦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竹杨冬生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3 杜长阳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杜聂典华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7 李何寒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后李传兵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5 李俊辉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兴隆镇白土社区 李训刚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9 刘裕茹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刘刘刚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6 冯锐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柏 7组-5张风菊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柏 7组-5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3 梅一平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曹梅荣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2 祝芝铭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祝祝建锋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1 韩子欣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太平镇高公村七组 秦玉慧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0 张婷雨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吴晓玲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任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5 王超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当镇史王书伟 襄阳市枣阳市杨当镇史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2 刘心哲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七方镇梁冲村 刘德庆 枣阳市七方镇梁冲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9 林清赟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林文军 襄阳市枣阳市平林镇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5 廖嘉圆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湖北枣阳市杨垱镇郝棚 4组廖文强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郝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2 黄雨婷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拾 5 号汪晶晶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拾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9 陈兴欣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姜陈天寿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7 段齐炳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梁集镇严齐如兰 襄阳市枣阳市梁集镇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5 阮心梅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琚湾镇曹冲村 梅小华 枣阳市琚湾镇曹冲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4 袁艳平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老袁心清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0 李晶晶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杨李勇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9 檀利武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黄家庙村檀修山 襄阳市枣阳市黄家庙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8 杨杰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南杨玉胜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4 王浩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高王晓凯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3 李宗尧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吉李洪涛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2 杨锦祎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杜杨保付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0 周必胜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万 -2冯玉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万 -2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9 陈浩然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龚陈秀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龚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6 李安东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兴隆镇王湾村 李毛毛 枣阳市兴隆镇王湾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5 郭华明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杜郭国银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4 李宇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长李涛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3 唐珠洁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余唐明礼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2 叶春茂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余刘国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1 周传杨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陈周兴兵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9 李涵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老李小伟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7 许旭阳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香许建斌 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6 田锦宏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邓刘艳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4 尹超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箱尹红平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2 高威阳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李高翔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9 杨青松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马杨兆海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马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7 黄永麒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吴店镇徐楼村五黄明书 枣阳市吴店镇徐楼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6 龚正帆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琚湾镇钱寨村五龚廖明 枣阳市琚湾镇钱寨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5 王光阳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五王付兴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4 赵淼淼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吴店镇徐楼村六赵继富 枣阳市吴店镇徐楼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3 张芷希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小李淑英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1 杨展翼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湾杨辉 枣阳市熊集镇湾堰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0 郭之杰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贾郭敬连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贾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9 侯家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杨垱镇侯艳华 襄阳市枣阳市琚杨垱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8 李梦奇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长李久奎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6 李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姜 6组李世菊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姜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0 常润梓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兴隆镇白土村 柳方恵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8 李胜利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柏李经峰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7 柯竣方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余柯进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4 王子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段王长成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段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3 袁耀东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老袁爱清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2 汪俊林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薛汪社平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7 罗甫阳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杨黄会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4 王馨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环城镇二王利兵 襄阳市枣阳市环城镇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9 马心悦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白马小成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7 徐紫依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县兴隆镇万楼村 徐全忠 枣阳县兴隆镇万楼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6 陈一锐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刘升镇龚李开荣 襄阳市枣阳县刘升镇龚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3 戈宝聆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吴店镇姚戈光军 襄阳市枣阳县吴店镇姚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2 张新闻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兴隆镇优张光明 襄阳市枣阳县兴隆镇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0 王启文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乌段远敏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9 周欣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刘升镇杉周剑 襄阳市枣阳县刘升镇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2 马子其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七方镇李陈本凤 襄阳市枣阳县七方镇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0 徐晨菲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邓徐世勇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7 周春苗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鹿头镇武周武 襄阳市枣阳县鹿头镇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3 江苗苗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柏高运英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2 高金钰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武高锋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0 杨莘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武杨长东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9 王超男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七方杨庙方智焕 襄阳市枣阳县七方杨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6 程素娟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刘升镇高李海莲 襄阳市枣阳县刘升镇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5 胡姣姣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兴隆镇大胡楚志 襄阳市枣阳县兴隆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3 李安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刘升镇小李传涛 襄阳市枣阳县刘升镇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2 张润逸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太平镇北张涛 襄阳市枣阳县太平镇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8 李梦情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梁集镇舒李家瑞 襄阳市枣阳市梁集镇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5 段安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邓段佑强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2 阮傲翔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玉阮术涛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0 肖加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肖肖吉春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肖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8 周莹莹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柏周代勇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2 袁光辉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杉杨旭娅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1 宋长鑫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梁集镇罗张雪利 襄阳市枣阳市梁集镇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0 李善诚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段李积勇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段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8 王越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罗王前进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7 张川奇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王城镇王李国荣 襄阳市枣阳市王城镇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6 邱开心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官陆小燕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2 汤新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武周玲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1 陈靖雯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赵陈志康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赵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5 王佳贝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王王学成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4 王梦雨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王王明清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0 孙宇晨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王城镇王李静 襄阳市枣阳市王城镇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1 王世宇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当镇桃王天朝 襄阳市枣阳市杨当镇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3 周惠鹏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环城杨坡李志平 襄阳市枣阳市环城杨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5 杨子恩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太平镇黄王庄村杨长雨 枣阳市太平镇黄王庄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4 宋玺冉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寺乔兴红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0 付瑾霞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付付双聚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0 郑永博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陶郑艳军 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5 姜宏宇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东姜正会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3 张祖祥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大孙云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1 张义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杨张德强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0 施冰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环城街道赵霞 襄阳市枣阳市环城街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7 侯卓远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邢候显柱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3 刘吉祥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环城办事处孙井吉守丽 枣阳市环城办事处孙井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1 王洪磊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大王开财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0 闵端阳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武闵照胜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9 程帆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李程玉东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8 高媛媛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高乔兴丽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7 雷露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三雷大锋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5 唐楠楠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蒋唐金志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3 孟祥璞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太平镇李孟勇 襄阳市枣阳县太平镇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2 王雨晴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青杨冬梅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1 周恒毅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鹿头镇尚周超 襄阳市枣阳县鹿头镇尚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8 张锦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新市镇泉沟村 张正军 枣阳市新市镇泉沟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7 宋文星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刘陈天华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5 黄蓉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春徐红菊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4 罗腊娜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耿罗波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3 朱蕙琳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平林镇四朱正喜 襄阳市枣阳市平林镇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9 谢柯莹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胡孙凤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8 杨子健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田杨世兵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7 耿红运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吴店镇黄家苗村耿帮海 枣阳市吴店镇黄家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6 董粤婷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吴店镇黄家苗村张宏兵 枣阳市吴店镇黄家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5 崔婧慧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闫崔金社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3 孙子君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卫孙会泳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1 郑卓玥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南城办事处高寨村 郑敦勇 襄阳市枣阳市南城办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7 陈震远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茶陈发才 襄阳市枣阳市熊集镇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3 李悦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闫孙明艳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0 沈冰凌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木沈永涛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9 亢婉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大亢德军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8 李思毓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周李新峰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4 张俊毅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新张贵军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3 吴紫嫣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舂吴少兵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舂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1 王钰涵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红王敏强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0 周阳宏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桃周建勇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8 王欣雨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树王盛能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7 潘梦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宋潘长峰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6 赵明月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吉赵广银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镇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2 曹秀炎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王城镇陈曹小锋 襄阳市枣阳市王城镇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1 罗明月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王城镇周崔转 襄阳市枣阳市王城镇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2 张娇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店张海锋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3 徐欣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梁徐明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2 彭书翔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15549855433 彭定敏 15549855433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9 陈梦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闫马守英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8 时梦茹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冯周敏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6 谢梦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王城镇新韦家平 襄阳市枣阳市王城镇伍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5 陈雪垠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姚陈斌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姚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4 刘帆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枣刘吉敏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枣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6 彭城辉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新市镇李湾村 彭启明 枣阳市新市镇李湾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4 邹迅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琚湾镇古城村 邹贵林 枣阳市琚湾镇古城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2 胡慧诺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环城赵当一组 候文兰 枣阳市环城赵当一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8 朱雪洋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薛罗淑敏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8 吉玉洁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梁集镇舒庙村六吉善军 枣阳市梁集镇舒庙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5 王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李王永胜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4 杨靖慧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竹 1组杨清海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竹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1 谢寒笑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兴隆镇贺湾村1组谢远山 枣阳市兴隆镇贺湾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0 陈福婷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鹿头镇蒋庄村 陈道根 枣阳市鹿头镇蒋庄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6 王永欣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太平镇李占岗村王吉兵 枣阳市太平镇李占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5 王梦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环城区孙庄村 张林玉 枣阳市环城区孙庄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4 沈欣茹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王城镇石堰村 沈明成 枣阳市王城镇石堰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5 史润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杨当镇杜庄村三史学强 枣阳市杨当镇杜庄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2 罗清辉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兴隆镇中楼村 罗圣根 枣阳市兴隆镇中楼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91 高倩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太平镇南高庄村高跃进 枣阳市太平镇南高庄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8 田晴双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吴店镇凉水村二田文军 枣阳市吴店镇凉水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7 苏靳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熊集镇耿集村一苏海涛 枣阳市熊集镇耿集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6 沈佳欣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随州市吴山镇联光村四沈正军 随州市吴山镇联光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5 杜菊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刘升镇谢湾村 杜高军 枣阳市刘升镇谢湾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3 张俊杰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刘升镇李老湾八张立莹 枣阳市刘升镇李老湾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80 周紫月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七方镇大房村 周伟 枣阳市七方镇大房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6 王美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长王喜忠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4 尹诗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南城严湾尹行洋 襄阳市枣阳市南城严湾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3 闫小晗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闫闫双波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2 马微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南城曹岗马文军 襄阳市枣阳市南城曹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71 曹新儒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太平镇荣庄村 曹亨武 枣阳市太平镇荣庄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6 池仕亮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池池贤保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3 邓梦璐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太平镇李石村 邓海波 枣阳市太平镇李石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2 刘鹏飞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王城镇白水村 刘金平 枣阳市王城镇白水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60 王慧慧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田王凡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镇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7 杜婷婷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杨垱镇红杜晓涛 襄阳市枣阳县杨垱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4 李梦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陈刘玉玲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2 黄树娥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闫黄相奎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1 赵欣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白赵志波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50 丁雨婷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王城镇罗丁昌龙 襄阳市枣阳市王城镇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3 章梦婷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祝章会林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镇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40 史雪娇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车史江波 襄阳市枣阳市琚湾镇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9 孙红艳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李孙选保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7 蒋嫦婕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大蒋雪林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4 常淋镱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寺宋书玲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寺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3 孙于佳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县吴店镇高孙发强 襄阳市枣阳县吴店镇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30 张欣冉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枣阳市兴隆镇优良村 张文超 枣阳市兴隆镇优良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8 陈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赵陈富军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赵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7 彭庭茹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亢彭兴友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21 齐凌鑫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徐齐荣华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镇徐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5 彭欣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谢彭军辉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4 张秋怡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环城十里张兴刚 襄阳市枣阳市环城十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2 付乾烽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郑张尚勤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镇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11 付正博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南城街道付家友 襄阳市枣阳市南城街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8 唐安妮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冯唐汉启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镇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83****06 郝晨洋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郝戴桂兰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1 彭建升 保康县第一中学 中国保康县过渡湾镇中 2组彭德运 中国保康县过渡湾镇中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0 胡定锋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天胡仁奎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2 张羽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唐张常禄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唐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0 杨继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下杨时新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9 申振宇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九里川村6组王超 保康县马桥镇九里川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8 齐晓枫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重齐宗汉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重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7 黄德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罗 3组李正凤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罗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4 周兴坤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樟周德全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1 赵远超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沮唐功普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沮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9 张锦峰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长 4组张艳青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长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1 杨怡婷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潮 5组王承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潮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9 徐文欣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朱家场村杨孝云 保康县城关镇朱家场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7 肖玲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两肖常现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8 王都煦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王文荣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6 唐恒蓉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合 2组唐广斌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合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2 罗华锋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金桥沟村1组龚德鹏 保康县歇马镇金桥沟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9 柳发炜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蒋峪村一柳淇 保康县寺坪镇蒋峪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1 李欣然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良镇下坪村1组李洪翠 保康县马良镇下坪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0 李祥涛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李启根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4 邓文涛 保康县第一中学 过渡湾镇鸿兴园村三组邓容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0 朱忠炎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良镇紫阳村2组朱大江 保康县马良镇紫阳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38 周兴喆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过渡湾镇三岔河周佳生 保康县过渡湾镇三岔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36 周清康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韩周官选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9 张晓燃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沮源村3组张长成 保康县歇马镇沮源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7 张发强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店垭镇徐家堰村周正敏 保康县徐家堰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2 谢鹏飞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蒋 5组谢德树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蒋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0 王志政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两王大富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8 王永昊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杨王良刚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7 王盈奇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锅 2组王华龙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锅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4 王国勇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横王作国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2 谭玉洁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九里川村4组张敏 保康县马桥镇九里川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1 水新龙 保康县第一中学 湖北襄阳市保康县马良 3组水维祥 湖北襄阳市保康县马良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9 秦欢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川秦慈军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5 柳其嘉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庹柳安君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0 李景峰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天李军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9 黄启程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云 4组黄从林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云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7 宦仁鹏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鳌宦吉旭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3 郭锦鸿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向 5组郭登丽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向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2 郭贵诚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刘家坪村郭富涛 保康县城关镇刘家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6 蔡昌坤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白水河村邹绍先 保康县歇马镇白水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0 胡俊熙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茅坪村5组彭红艳 保康县歇马镇茅坪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7 周金鹏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欧店村2组周吉典 保康县歇马镇欧店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6 余丙昊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望余道华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5 杨俊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黄堡镇蚱峪村一杨先华 保康县黄堡县蚱峪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4 余正强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金包村1组余义娥 保康县歇马镇金包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3 汪阳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长坪村7组王洲菊 保康县城关镇长坪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0 常远柳松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砂坪村5组常世文 保康县寺坪镇砂坪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3 尚欣宇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岗子村2组黄巧云 保康县寺坪镇岗子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0 姜柳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大 3组柳艳丽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大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3 王彦东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鳌头山村王天震 保康县马桥镇鳌头山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2 王湘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笔 3组王延华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笔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0 邓更月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詹 4组邓再义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詹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39 舒新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刘家坪村3组舒友林 保康县城关镇刘家坪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33 陈西坤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后坪镇洪家院2组陈德兵 保康县后坪镇洪家院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9 宦忠韦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黄龙观村2组宦庭彬 保康县马桥镇黄龙观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8 杨万豪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腊 4组杨佰平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腊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7 吴欣然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后 5组吴启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后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3 唐令炜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古泉沟村2组唐祥华 保康县马桥镇古泉沟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1 胡春宝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过渡湾镇茶庵村2组高菊香 保康县过渡湾镇茶庵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0 陶礼铭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两峪乡胡家台村陶均典 保康县两峪乡胡家台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8 周剑波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两峪乡胡家台村2组秦祝慈 保康县两峪乡胡家台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7 龚久洲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过渡湾镇二堂村7组龚少江 保康县过渡湾镇二堂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6 杨吉超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九皇山村6组杨兆财 保康县城关镇九皇山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5 王宁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十 1组王正军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十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1 罗爽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唐 5组罗德成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唐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8 褚天娇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两峪乡两峪村1组褚应宝 保康县两峪乡两峪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4 李林霞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短 1组李应志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短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9 王陈炜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东王自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8 李金玉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两李兴鑫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7 吴征羽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白马映红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3 张为涛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金桥沟村张先碧 保康县歇马镇金桥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9 张帝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白 2组邹明海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白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7 赵娟娟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良镇盛垭村2组赵明宗 保康县马良镇盛垭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5 李群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朱李兴军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9 王菲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 4组王远东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5 马倩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长马安雄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4 袁声栋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长 1组李明桂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长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3 周瑞涛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十周国申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2 李啟铭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水库村1组李远华 襄阳市保康县水库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0 焦柳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韩 4组焦启平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韩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9 向壹毅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垭 4组向常兵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垭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6 唐本星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后坪镇分水岭村1组唐卫友 保康县后坪镇分水岭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5 张晓晓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天子坪村2组鲁习合 保康县寺坪镇天子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2 杜冉飞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芭杜孟玲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1 周娟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龙熊文彩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8 朱鑫怡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黄 3组朱功兵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黄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5 王玉灵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韩王祖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4 李海洋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杨胡克月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2 韩钊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堰 3组韩从兴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堰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1 郑宇涵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店垭镇垭子口村1组曾庆芳 保康县店垭镇垭子口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0 马圆圆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杨家湾村3组马菊婷 保康县歇马镇杨家湾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9 王闵一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施 3组王凯信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施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6 詹鑫淼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尚 1组江克红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尚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4 刘小焱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杨 2组刘良军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杨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38 翟金东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黄堡镇张家沟村翟如会 保康县黄堡镇张家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37 杨先鑫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良镇云旗山村杨成理 保康县马良镇云旗山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36 杨钰玲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店垭镇黄坪村2组杨先根 保康县店垭镇黄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0 陈立弘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鳌头山村陈德强 保康县马桥镇鳌头山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8 黄月娇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尧 4组黄传成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尧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6 钟伟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黄钟光友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3 尚明宇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岗子村2组黄巧云 保康县寺坪镇岗子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7 张立垚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良镇双坪村2组张运涛 保康县马良镇双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6 杨玉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西 4组杨承云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西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3 姜文鑫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阮邹尚军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阮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1 柴荣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两峪乡麻坪村4组柴万洲 保康县两峪乡麻坪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8 黄晓娜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庹黄先华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7 庄友鑫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两峪乡麻坪村一庄月芳 保康县两峪乡麻坪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5 姜佳美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罗家坪村3组姜传波 襄阳市保康县罗家坪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2 邵洁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金盘洞村6组唐晓云 保康县城关镇金盘洞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3 郭蕾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二堂镇白郭明友 襄阳市保康县二堂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9 熊远敏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高熊升斌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4 陈枝红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程 1组陈宗涛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程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3 王芙蓉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公王礼军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公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9 韩呈娟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蜡 5组杨安翠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蜡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7 郑仕霞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桥镇堰垭村一郑元清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6 阳黎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蒋 1组黎安芬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蒋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1 吴佳毅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 1组吴秀锋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36 蔡雨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大 2租蔡顺波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大 2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9 杨诗辰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欧 2组杨瑞平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欧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8 张雨凡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马良镇赵家山村3组张玲玲 襄阳市马良镇赵家山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6 王颖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台 4组王涛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台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3 李晓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 2组李启道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7 严怡然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老 2组严文恒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老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4 冯晓雨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张冯祖念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3 龚丽丽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升 5组龚国志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升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1 朱梦佳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黄堡镇黄龙沟村朱正清 保康县黄堡镇黄龙沟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8 王安旭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三王国梁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4 刘桂霜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百 3组刘正华 保康县黄堡镇百丰坪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2 秦柳康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云柳啟兰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7 姜志伟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台 5组包建树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台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6 朱兴炎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鸡朱承明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4 王德樟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溪 2组王先红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溪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1 胡顺菊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堰 2组胡发彬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堰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0 李封凌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赵李绍东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赵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8 邓荣亮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笔邓友昌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4 刘俊一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七 4组刘家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七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6 杨珍妮 保康县第一中学 宜昌市远安县嫘祖镇谭杨学伦 宜昌市远安县嫘祖镇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5 郝垚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黄堡镇龙王沟村郝万明 襄阳市黄堡镇龙王沟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5 柏腾飞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庹 3组柏正勇 保康县寺坪镇庹家坪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4 姜好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姜传德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3 田婧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古田飞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2 李文豪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庹李顺群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9 孙世康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过渡湾镇梅花村4组孙友保 保康县过渡湾镇梅花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8 刘振洋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盘 4组刘汉东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盘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7 温发运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韩家坪村3组1号温长林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韩 3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4 周喜豪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水何德保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38 王菲菲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张 1组5号王明刚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张 1组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37 孙家垚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小 1组1 户陈帮泉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小 1组1 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33 毛锦涛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羊 1组毛彩林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羊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5 韩琴琴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腊韩兴杨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5 阮小芳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寺坪镇峡口村3组唐红琴 保康县寺坪镇峡口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0 安瑾雯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大 3号安国成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大 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4 郑定扬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重 3组郑秀玲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重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2 廖绪杨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兴杨光俊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6 袁世超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欧袁训春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0 祝璐璐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后祝入虎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9 周国昀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朱 1组周世均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朱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8 周陈洁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林陈自淋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7 杨春杰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杨耀林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6 柳钰峰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瓦柳其坤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9 许萍 保康县第一中学 龙坪镇朱砂村4组 许加宽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镇朱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8 吴昌林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尚吴健华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尚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7 王怀江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城关镇刘家坪村2组王莲信 保康县城关镇刘家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5 贾荣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耿贾克明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3 代春涛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庹代秀成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6 成加磊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唐 4组成传明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唐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4 杨银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分 2组杨金江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分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35 刘赵月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白 4组赵合青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白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6 何前坤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分 1组曹知奎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分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1 黄灿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罗 4组黄克旭 襄阳市保康县罗家湾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2 刘春栾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望 2组杨烽权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望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9 李蒙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玄虎村3组黄德荣 保康县歇马镇玄虎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6 包应娇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良镇南垭村2组包友学 保康县马良镇南垭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7 宋昌怡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胡家店村1组宋克文 保康县歇马镇胡家店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4 邹永兴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白邹明军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2 董晓娟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黄堡镇吴家岭村1组董朝新 保康县黄堡镇吴家岭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6 周迅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金 2组周才福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金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5 闫照林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合闫明照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1 张欢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大 7组张文义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大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3 孙盈盈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三 3组孙礼平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镇三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9 陈欣馨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店垭镇杨树垭村3组陈杰攀 保康县店垭镇杨树垭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9 姚仕巧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姚姚圣江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姚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7 王筱颖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过渡湾镇罗家坪王厚军 保康县过渡湾镇罗家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1 李香香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白水河村4组李光国 保康县歇马镇白水河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0 余佳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 3组余金石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9 汪冰倩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垭汪远喜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4 龚道榕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堰 6组龚辉凯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堰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1 刘俐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天刘开华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0 官昌静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向 5组官德府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向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0 任福超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紫任靖刚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4 陈昔斌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笔 1组陈大森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笔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92 周臻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城关镇罗仕沟村陈善琴 襄阳市保康县陈官镇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7 鲁家田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王秀梅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6 周庆东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蚱周玉蜂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镇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1 卢德瑞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官 3组卢远军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官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80 毕坤玲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韩高志刚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7 王海萍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公杨承敏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公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71 黄梦雪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皮黄远平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皮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6 王诗羽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良镇溪峪村二王先锋 保康县马良镇溪峪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5 胡欣然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紫胡世江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3 金梦蝶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重阳村五金飞 襄阳市保康县重阳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61 王泽郡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王家坡村王家喜 襄阳市保康县王家坡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9 石仲琦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尤家河村石辉策 保康县歇马镇尤家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8 赵臣旭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王赵国柱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4 胡山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店垭镇观淌村5组胡祖权 保康县店垭镇观淌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51 王芙蓉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安 2组王绵均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安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9 宦德锋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横 3组宦仁奎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横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7 陶俊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芭 1组陶晓峰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乡芭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6 柳孜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罗柳发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5 王小雨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欧 4组杨丽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欧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3 李斌山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尤 4组王辉艳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尤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2 肖瑜珈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欧 1组肖运涛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欧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40 伍志娟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过渡湾镇中厂村3组伍汉清 保康县过渡湾镇中厂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39 陈焱焱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过渡湾镇龙洞村7组陈胜良 保康县过渡湾镇龙洞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37 王婷婷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紫吕先祥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33 余小怡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西坪村2组余保林 襄阳市保康县西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30 刘翔 保康县第一中学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双建熊华 神农架林区阳日镇双建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7 姚仕欧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马良镇姚家沟村3组张华艳 保康县马良镇姚家沟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5 龚境琦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茶龚申斌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2 魏雨桐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两峪乡胡家台村3组魏东洋 保康县两峪乡胡家台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21 龚频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大 1组朱瑞凤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镇大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9 宋丹丹 保康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歇马镇胡家店村1组宋红银 保康县歇马镇胡家店村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5 卢甜甜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桃张喜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3 蔡春婷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溪孔令军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镇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10 余秋琳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望余丙富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镇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6****06 李明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蒋 9组李守涛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蒋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9 罗坤林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泗堵河村罗永富 襄阳市南漳县泗堵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7 丁雪婷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徐丁雪婷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徐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77 金晓峰 南漳县第二中学 南漳县城关镇马家嘴村金守继 南漳县城关镇马家嘴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72 黄金杰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黄黄开立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6 徐琦昊 南漳县第二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何家坪四徐子华 南漳县武安镇何家坪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3 熊开祥 南漳县第二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方庙村一郑静静 南漳县九集镇方庙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2 陶琼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竹陶祖典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8 殷子涵 南漳县第二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刘集文店殷德军 南漳县武安镇刘集文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4 曾玉娥 南漳县第二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八泉村二曾宪思 南漳县九集镇八泉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7 杜超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大杜光荣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88 高永洛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郑潘懿祥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8 杨昊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郑杨大全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5 高毅 南漳县第一中学 九集镇双泉村五组 杨得玲 九集镇双泉村五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6 江博帆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染坊5组江林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染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4 杨家锋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薛坪镇普陀庵村杨超 南漳县薛坪镇普陀庵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3 代疏桐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易徐春莲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2 龙慧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李庙镇东沟村三双永玲 襄阳市南漳县李庙镇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94 朱超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长坪镇孔家畈村杜传海 南漳县长坪镇孔家畈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93 程向洋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刘集文店 6组程艳丽 南漳县武安镇刘集文店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91 曾庆典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界碑头三曾宪军 南漳县武安镇界碑头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89 赵敏 南漳县第一中学 保康县两峪乡芭桃村一赵中周 保康县两峪乡芭桃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85 万欣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双池寺村万世龙 襄阳市南漳县双池寺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79 胡紫依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石胡切林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73 乔清云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邹湾村五乔辉 南漳县九集镇邹湾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72 王芊芊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旧王知华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2 邓城 南漳县第一中学 东巩镇陆坪村三组 邓作虎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陆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59 杨善帆 南漳县第一中学 九集镇江冲村六组11号杨国军 南漳县九集镇江冲村六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50 闫鑫慧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孙闫爱珍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2 何加乐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邓家嘴村何俊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1 张胜兰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尤岗村五王守英 南漳县九集镇尤岗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8 聂高冉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王聂华波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1 乔书凝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舞刘爱华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9 胡佳欣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何家坪村胡志刚 南漳县武安镇何家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1 陈徐襄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徐家寨村陈道斌 南漳县九集镇徐家寨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0 郑旭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肖堰镇大郑祖斌 襄阳市南漳县肖堰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98 鲍嘉羽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江冲村 鲍艳丽 南漳县九集镇江冲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89 李鹏飞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东巩镇王家畈村闫爱萍 南漳县东巩镇王家畈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88 秦嗣奎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薛坪镇秦家坪村秦洋 南漳县薛坪镇秦家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87 鲁义杰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城关镇关庙集村鲁作鹏 南漳县城关镇关庙集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75 熊天麒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陈家集村熊丕华 南漳县武安镇陈家集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9 闫俊清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张闫涛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8 周悦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董家河村周建忠 南漳县武安镇董家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7 易馨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樊易世涛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6 邓晓慧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城关镇马家嘴村邓正斌 南漳县城关镇马家嘴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2 张世豪 南漳县第一中学 九集镇江冲六组19号苏芳莲 南漳县九集镇江冲六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0 张子龙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薛坪镇杜冲村二张道君 南漳县薛坪镇杜冲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50 汪新洋 南漳县第一中学 肖堰镇大坪村一组 汪大明 南漳县肖堰镇大坪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9 李怡豪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洪堰村三李传军 南漳县武安镇洪堰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4 李昕昊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胡家棚村李之华 南漳县九集镇胡家棚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2 齐明阳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古林坪村齐高勇 南漳县九集镇古林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5 何紫萱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跑马岗村何照清 南漳县武安镇跑马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2 都晶晶 南漳县第一中学 东巩镇杜家坪村二组 都广成 东巩镇杜家坪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87 闫钰城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薛坪镇石桥村三闫平 南漳县薛坪镇石桥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76 邹泽熙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城关镇马家嘴村2组邹爱平 南漳县城关镇马家嘴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74 朱利群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上李慧芳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70 张燕 南漳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丁冲村五组 谢晓敏 南漳县城关镇丁冲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7 张曼 南漳县第一中学 巡检镇黄家坡村二组 张元宝 巡检镇黄家坡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4 杨俊杰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何家坪村杨少军 南漳县武安镇何家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2 徐心怡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舞旗山 张永波 南漳县九集镇舞旗山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1 徐思一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八泉村一朱智华 南漳县九集镇八泉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59 吴佳琪 南漳县第一中学 武安镇安乐堰村一组 朱晓星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58 望蛟 南漳县第一中学 中国南漳县巡检镇金镶 3组望天军 中国南漳县巡检镇金镶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55 王庭佳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巡检镇高河清村2组王志勇 南漳县巡检镇高河清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54 王俊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鱼泉河村王光银 襄阳市南漳县鱼泉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6 秦希杰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八秦军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5 秦明月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马秦大安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马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1 聂娜 南漳县第一中学 东巩镇铁家垭村 聂兴中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0 鲁大富 南漳县第一中学 九集镇旧县铺八组22号鲁德义 南漳县九集镇旧县铺八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8 刘毅超 南漳县第一中学 九集镇方庙村二组 刘成军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7 刘雪莹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桂刘大章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桂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6 刘灿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尤刘军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5 梁婷君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黄垭村三郭媛媛 襄阳市南漳县黄垭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9 黄星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温 2 号黄和山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温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8 丁辉政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尤岗村七丁光富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7 邓钰彬 南漳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黄垭村2组 邓保安 城关镇黄垭村2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6 邓君瑶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陆邓作水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陆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7 王涛 南漳县第一中学 长坪镇钟鼓坪村五组 王满成 南漳县长坪镇钟鼓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97 乔丽娜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肖堰镇曲阳坪村 4 号尹仁爱 南漳县肖堰镇曲阳坪村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85 张友博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长坪镇长李国军 襄阳市南漳县长坪镇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5 罗露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板桥镇任家庄村罗永发 南漳县板桥镇任家庄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2 廖露爽 南漳县第一中学 武安镇刘家巷村四组 廖秀国 武安镇刘家巷村四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0 周毅康 南漳县第一中学 东巩镇王家畈村二组 刘丰梅 东巩镇王家畈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7 周健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巡检镇南浴沟村周善雄 南漳县巡检镇南浴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6 张俊波 南漳县第一中学 武安镇月明寺2组 张再涛 武安镇月明寺2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5 赵金城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申家嘴村三组 汪祖华 南漳县申家嘴村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3 申旭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申家嘴村申云 南漳县武安镇申家嘴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2 裴浩楠 南漳县第一中学 武安镇罗家冲村三组 裴波 武安镇罗家冲村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1 刘章林 南漳县第一中学 巡检镇凤山村二组 刘波 巡检镇凤山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9 刘言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丁家营村刘世华 南漳县九集镇丁家营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8 刘小可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城关镇田家营村曾庆祝 南漳县城关镇田家营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7 唐品语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俞唐照烈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6 张鑫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曾家畈村张登丽 南漳县九集镇曾家畈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5 付晓雨 南漳县第一中学 东巩镇盘龙村二组 付仁国 东巩镇盘龙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4 陈鹏鹏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巡检镇百福村3组陈洪兴 南漳县巡检镇百福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0 向纹褀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泉水堰村 5 号向万涛 南漳县九集镇泉水堰村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9 胡毅豪 南漳县第一中学 九集镇石门集村二组 胡传合 九集镇石门集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7 胡宸玮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江冲村2组5 号胡明朝 南漳县九集镇江冲村2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5 沈小婷 南漳县第一中学 九集镇泗堵河村一组 沈楚万 九集镇泗堵河村一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3 张世悦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大沟村五张光忠 南漳县九集镇大沟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1 周健 南漳县第一中学 板桥镇九龙观村三组 周善雄 板桥镇九龙观村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9 张丽星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巡检镇甘河村7组陶秀丽 南漳县巡检镇甘河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6 王世俊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李庙镇赵店村2组王雷 南漳县李庙镇赵店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5 叶栋苗 南漳县第一中学 东巩镇铁家垭村五组 熊圣楚 东巩镇铁家垭村五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3 赵仕伟 南漳县第一中学 东巩镇苍坪村四组 赵达军 东巩镇苍坪村四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2 付兴洲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东巩镇苍坪村四付正旺 南漳县东巩镇苍坪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0 唐钰城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板桥镇宋家坪村刘海涛 南漳县板桥镇宋家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96 张燚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胡云镇余畈村二张成立 南漳县胡云镇余畈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93 周雷雨 南漳县第一中学 武安镇单位云台山茶场1组周德义 武安镇单位云台山茶场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90 龙华伟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长坪镇阳龙克波 襄阳市南漳县长坪镇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88 董程婧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东巩镇店子河村董华山 南漳县东巩镇店子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83 姚岚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洪山寺村姚洪喜 南漳县武安镇洪山寺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8 鲁玉琳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刘鲁仁军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6 叶顺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东巩镇莲花池六叶风丽 南漳县东巩镇莲花池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85 周旭娇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九周述东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9 王显钊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郭家土城一组 王洪昌 南漳县郭家土城一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5 王乐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城关镇郭家土城刘海萍 城关镇郭家土城村二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88 边鸿飞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板桥镇古井村一边厚斌 南漳县板桥镇古井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50 曹振燃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曾曹远福 南漳县九集镇曾家畈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8 张文君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城关镇张家营村张家云 南漳县城关镇张家营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6 朱颖丹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古朱明乾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6 唐瑞琦 南漳县第一中学 九集镇王花园村五组 唐地军 九集镇王花园村五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4 徐立新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染坊村七 1 号徐保付 南漳县九集镇染坊村七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1 余治鹏 南漳县第一中学 长坪镇陡山村一组 余涛 长坪镇陡山村一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6 朱艳青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八泉村三柳祖玉 南漳县九集镇八泉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8 张凤玲 南漳县第一中学 九集镇泉水堰村四组 张思军 南漳县九集镇泉水堰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8 罗小京 南漳县第二中学 南漳县长坪镇龙凤村一罗华敏 南漳县长坪镇龙凤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3 刘传坤 南漳县第二中学 巡检镇三里岗村2组 刘仁选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镇三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8 敖腊梅 南漳县第二中学 肖堰镇四垭村 敖光成 襄阳市南漳县肖堰镇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2 童方敏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王 1组童万华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王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8 何文静 南漳县第二中学 武安镇月明寺村2组 何照林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月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82 郭爱明 南漳县高级中学 城关镇车家店村三组 郭所军 城关镇车家店村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9 刘嘉荣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郭刘峰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90 简靖洁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镇百 （居 ）简双录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镇百 （居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8 伍晓炎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石峡坪村2组伍林刚 襄阳市南漳县石峡坪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4 王佳懿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木王光军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0 邓欣荣 南漳县第二中学 南漳县东巩镇大道村三邓鸣峰 南漳县东巩镇大道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87 王成举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竹王建奎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76 鲁永辉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石门集村鲁忠玲 南漳县九集镇石门集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8 周艳欣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九周善绪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6 张丽丽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张张道俊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5 郭鹏程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城关镇原郭家土郭良喜 南漳县城关镇原郭家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1 刘岚峰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板桥镇樊家河村刘昌学 南漳县板桥镇樊家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0 胡光亮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肖堰镇狮子口村胡发新 南漳县肖堰镇狮子口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5 邓仕攀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陆邓红荣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陆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3 高语涵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大沟村一 3 号杨桂珍 南漳县九集镇大沟村一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1 崔瑞瑞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东巩镇太坪村五崔克贵 南漳县东巩镇太坪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82 王冯婧 南漳县第一中学 东巩镇盘龙村二组 王春梅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镇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77 秦弘梅 南漳县第一中学 肖堰镇幸家坪村二组 秦凡棚 肖堰镇幸家坪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72 彭子昕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廖家岗村彭艳军 南漳县武安镇廖家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3 邹梦婷 南漳县第一中学 九集镇吴家大沟村四组邹道红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59 朱佳琦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曾家畈村朱福强 南漳县九集镇曾家畈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58 张金丽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葫董伦平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57 郑豪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武镇石牛郑先虎 襄阳市南漳县武镇石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53 杨玉颖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镇小杨清祝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镇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5 徐成茹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方家庙村刘玲 南漳县九集镇方家庙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8 唐心悦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八唐正明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5 谭傲奇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李庙镇水田坪村朱光翠 南漳县李庙镇水田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1 莫雨 南漳县第一中学 武安镇老街村六组 莫道顺 南漳县武安镇老街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9 毛传坤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镇龚毛红丽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镇龚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8 李志康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何家坪4组李帮勇 南漳县武安镇何家坪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3 李秀莹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城关镇车家店村李德军 南漳县城关镇车家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8 李佳林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大李军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7 罗金婵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镇高谷娟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镇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5 姜雨欢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方余玲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4 简旭佳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镇甘 2组简怀喜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镇甘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2 何雨妍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安邹兆梅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0 何艾华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刘家巷村艾帮凤 南漳县武安镇刘家巷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9 郭思彤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赵 3组郭记兵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赵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3 陈梨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关 2组陈宽红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镇关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2 敖曼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店子河村二组 敖光华 南漳县店子河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98 张程程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李庙镇晓烟坪村张胜学 南漳县李庙镇晓烟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96 袁秋菊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东巩镇大道村四袁世宏 南漳县东巩镇大道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91 栗杨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木林包村杨文翠 南漳县武安镇木林包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72 罗文婷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舞旗山村罗学忠 南漳县九集镇舞旗山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6 杨若男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镇百杨晓艳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镇百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5 冯强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薛坪镇龙王冲村冯祖豪 南漳县薛坪镇龙王冲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3 罗栋阳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长坪镇赵罗词红 襄阳市南漳县长坪镇赵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2 王娟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甘吴兴虎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镇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6 张苗苗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砖桥冲村 1 号余小青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砖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4 李梦琦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市南漳县九集镇染坊李建龙 襄阳市南漳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3 查雪娟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老官村 刘传菊 襄阳市南漳县老官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0 张禹洁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马张永平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马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92 刘天赐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望家冲 刘玲 南漳县武安镇望家冲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86 幸靖靖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肖堰镇幸王美英 襄阳市南漳县肖堰镇幸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74 张玉琴 南漳县第一中学 城关镇张家营村一组 张德海 南漳县城关镇张家营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6 徐佳玲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夏家湾村徐力 南漳县武安镇湾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64 尤欣雨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尤岗村一尤文辉 南漳县九集镇尤岗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9 温语涵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温畈村三温志广 南漳县九集镇温畈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47 杨淑琦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巡检镇凤山村4组杨波 南漳县巡检镇凤山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9 王宇乾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城关镇张林村二 5号王涛 南漳县城关镇张林村二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7 陈坤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城关镇黄垭村七 2号陈兴华 南漳县城关镇黄垭村七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6 陈晓语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城关镇樊湾村五 2 号周洪群 南漳县城关镇樊湾村五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4 周程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肖堰镇西泉庙村周宏旗 南漳县肖堰镇西泉庙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2 张越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古林坪村曹华丽 南漳县九集镇古林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1 刘欣怡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城关镇车家店村胡静 南漳县城关镇车家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30 叶金沅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城关镇郭家土城叶玉红 南漳县城关镇郭家土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5 杨艳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邹湾村四楚小琴 南漳县九集镇邹湾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21 殷丹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巡检镇汉三村二殷永恒 南漳县巡检镇汉三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5 王彦琳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东巩镇苍坪村五李德芳 南漳县东巩镇苍坪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4 闫伊蒙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石闫春安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2 熊娟娟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石牛坪村熊卫华 南漳县武安镇石牛坪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1 赵丽花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薛坪镇龙王冲村朱明喜 南漳县薛坪镇龙王冲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10 杨小雨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九集镇泗堵河村罗孝红 南漳县九集镇泗堵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24****06 裴紫艺 南漳县第一中学 南漳县武安镇刘家巷村裴均花 南漳县武安镇刘家巷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47 张佳齐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 4组张玉成 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43 李智璇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加 7组李国华 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加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40 余亚峰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吴余正美 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60 张洪畅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罗 2组张珍英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罗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32 彭宏山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尹 8组彭春有 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尹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37 宋佳琦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东 5组宋存勇 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东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23 孙定一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朱 2组孙兰兰 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朱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20 贺长茹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贺 6组曹伟 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贺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16 王胜男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王邦国 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04 王乐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柴 7组王国银 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柴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01 张卓祎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伙牌镇上张红波 襄阳市襄州区伙牌镇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00 张红珠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下 1组张忠发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下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88 王瑞林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吴 1组王爱付 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吴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54 张曼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李张宝贵 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51 薛宏杰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后 2组薛勇记 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后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50 郭佳明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郭 1组郭雪珍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郭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47 王黎鹏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泉 3组王华 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泉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36 杨李帅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大杨静 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30 任孝襄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 3组任文斌 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29 周心悦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城区尹集乡庞 4组周明方 襄阳市襄城区尹集乡庞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25 陈博冲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肖 2组陈绪红 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肖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19 韩天阳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罗 7组韩广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罗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18 刘奥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崔 2组刘秀忠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崔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17 邓仔龙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八 1组邓旭叶 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八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11 周紫婷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响 8组周艳军 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响 8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07 刘争龙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长 5组马根梅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镇长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06 陶雨越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陶陶杰 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01 赵欣元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赵 5组赵天波 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赵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96 郝欣雨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罗 1组郝双斌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罗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93 雷明帅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熊 1组雷和平 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熊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35 候宇扬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杨候云龙 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杨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21 钱勇强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黄集镇温岗村二组 钱红兵 黄集镇温岗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00 王文娜 襄州区教育工会补习学石桥镇前常村7组 王冬克 石桥镇前常村7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20 郭政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响 6组郭飞 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响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39 马俊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清马岁群 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37 杨少强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杨营村2组杨海州 襄阳市襄州区杨营村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35 李昫皜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太李勇刚 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29 豆雨欣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余 6组豆红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余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24 廉迪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雷廉东风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23 张雪贝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任 4组6 号马红杰 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任 4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18 李龙升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老 6组李娜 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老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17 常世佳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佘常长云 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16 潘珍珍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黄潘安双 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14 付露露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秦 6组付吉勇 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秦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12 谭巧云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陈谭勇 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07 崔俊鹏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下崔小敏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04 孙慧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二 1组孙飞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二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52 乔梦珂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乔 1组乔秀英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乔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82 王家馨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伙牌镇尹 2组王红海 襄阳市襄州区伙牌镇尹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80 孟洁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孟涛 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78 古聪慧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官 4组古海剑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官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75 王艳慧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彭 6组王秀国 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彭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74 张红珍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下 1组张忠发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下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73 段正杰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伙牌镇汤段光虎 襄阳市襄州区伙牌镇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70 张润泽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王 9组张付新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王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68 沈闯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尹沈广燕 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66 钟梦月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符 3组李秀华 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符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65 尚琴琴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寇 4组尚五银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寇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62 孟佳莉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孟志国 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60 程若冰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高程克虎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59 周文博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小 1组周大鹏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小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58 赵佳庆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黄 3组赵文汉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黄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56 吴梦瑜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樊市襄阳区程河镇上 1 组吴定华 襄樊市襄阳区程河镇上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55 赵梦蕾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崔赵兵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54 张玉平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赵 3组张华强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赵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53 黄雨霞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官 7组黄文海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官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52 余恺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余余勇波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51 武梦圆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高 2组武许良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高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49 王利勇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柳 9组王石头 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柳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48 王雨婷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樊市襄阳区黄集镇三王红伟 襄樊市襄阳区黄集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46 池付营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下 7组池华建 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下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44 雷雨欣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贺 1组雷德成 襄阳市襄州区峪山镇贺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42 赵静明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红赵志华 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37 王冕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崔 1组王金瑞 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崔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36 秦玲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王 1 组秦遂根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王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32 胡丽娜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七 1 组胡秀林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七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31 贾梦雪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赵 1 组贾晓龙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镇赵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30 吕佩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上 3组吕群良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上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29 王梓凯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刘 1组王传秀 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刘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28 张梦欢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下 1组张云奎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下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26 薛瑞丽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薛 7组薛朝山 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薛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25 吴玉晗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下 5组吴磊 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下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23 李梦婷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李 2组李水林 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李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20 潘梦怡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潘潘旭峰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19 杨伦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老 3组杨辉 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老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18 胡建安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施胡付生 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56 兰佳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前 2组常娇梅 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前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52 孟馨怿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孟艳兵 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集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19 宋正彤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樊市襄阳区古驿镇宋 4组宋玉进 襄樊市襄阳区古驿镇宋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14 张成新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张张俊飞 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07 李梦月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白李荣海 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607****05 张鑫蒙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张 4组张涛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张 4组地方专项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