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报考资格考生信息公示
（黄石市）

考生号 姓名 毕业中学 考生户籍地 监护人 监护人户籍地 申报类型
22420201****43 王靖雯 湖北师范大学附属中 (黄 )黄石市阳新县 王海兵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88 陈前 黄石市第三中学 黄冈市蕲春县 陈军 黄石市蕲春县株林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9 舒灿灿 黄石市第七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费红云 黄石市阳新县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57 陈典雅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明燕萍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78 郭文豪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刘素珍 黄石市大冶市陈贵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1 吴慧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吴水良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26 张美玲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黄冈市蕲春县 张保华 黄石市蕲春县蕲州 8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40 柯琪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柯贤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43 张晴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张启祥 黄石市大冶市保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44 张炜钰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张召江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48 余丽君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鄂州市梁子湖区 范慧琴 鄂州市梁子湖区东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04 郑伊蕊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郑自强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86 丁洋洋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黄冈市蕲春县 丁金海 黄冈市蕲春县彭思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4 袁锴璐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袁永茂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40 彭小佩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黄冈市麻城市 曾桂英 黄冈市麻城市三河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99 李晨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刘丽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6 黄恬恬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李娟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75 严洪举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严传卫 黄石市大冶市还地 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45 阮乐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鄂州市鄂城区 阮文志 鄂州市鄂城区花湖 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76 肖文杰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黄冈市浠水县 肖曙 黄石市黄石港区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87 陈羡 湖北省黄石艺术学校荆州市洪湖市 丁琴 荆州市洪湖市万全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86 柯豪 黄石市体育运动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柯青舟 黄石市大冶市汪仁 0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8 孙明山 黄石市体育运动学校恩施自治州巴东县 胡庆芳 恩施市巴东县溪丘 8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35 曹辉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曹茂乾 黄石市大冶市大箕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40 陈熙熙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陈康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 8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42 陈世豪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陈新民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1 张珂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张召礼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34 邹治月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王旺睇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64 焦月华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焦开寿 黄石市大冶市金湖 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79 刘元康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黄海英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93 刘晶晶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李银花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95 胡珊珊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冈市浠水县 胡仕卫 黄冈市浠水县散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9 俞乐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俞礼华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 5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28 罗宏裕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罗文质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73 曹妍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鄂州市鄂城区 曹三祥 鄂州市鄂城区古塘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0 费莹莹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费明元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1 费晶晶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费明元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20 李程红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李冬来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33 陈可欣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冈市浠水县 陈火东 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94 邓怀希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邓承财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28 石梦懿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石国华 黄石市大冶市金湖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94 柯晨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黄国明 黄石市大冶市茗山 6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1 安梦琳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冈市浠水县 安金全 黄冈市浠水县清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55 明曜华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刘文娟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66 郭晶晶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郭庆龙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96 吴梦云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吴永禄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98 石闽云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石晓锋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4 左雪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左雪 黄石市大冶市金湖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23 肖姣姣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肖姣姣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27 余甜甜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鄂州市鄂城区 余甜甜 鄂州市鄂城区碧石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69 胡佳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冈市黄梅县 费红平 黄冈市黄梅县蔡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79 肖梦双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肖本枝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51 程婷婷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程婷婷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99 钟雅慧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袁秀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 3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46 吴巧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吴巧 黄石市大冶市岩峰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77 胡龙鑫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胡启周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80 胡恩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胡元智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03 柯俊杰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虞叶芬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 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1 明镇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明廷志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5 陈敬业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鄂州市梁子湖区 陈怡发 鄂州市梁子湖区太 5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04 余云栋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余显峰 黄石市大冶市殷祖 2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7 黄金灿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黄富华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71 陈家豪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鄂州市鄂城区 刘灿琴 鄂州市泽林镇陈桥 3组8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99 夏倩倩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夏志水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03 李文济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程细兰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 3组6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50 项韵林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鄂州市鄂城区 项瑞庭 鄂州市鄂城区杨叶 6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5 张远松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张兆泳 黄石市大冶市金湖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47 明振洪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明瑞国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78 李仔浩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程水秀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77 许伟雄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十堰市竹溪县 许自贵 十堰市竹溪县水坪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82 柯欢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许金申 黄石市大冶市茗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98 查海华 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下陆区 查盛喜 鄂州市梁子湖区涂 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9 欧阳浩楠湖北省城市职业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欧阳松林阳新县白沙镇坑头 9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56 高明 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孝感市汉川市 高木和 汉川市南河乡同兴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01****13 李伟 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黄冈市黄梅县 李永安 黄冈市黄梅县蔡山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68 甘蒙蒙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甘世兵 阳新县黄双口镇七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76 钟木杉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钟道宝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83 刘玲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刘元文 阳新县龙港镇门楼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84 柯蒙蒙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柯安定 阳新县韦源口新港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20 方倩博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方统富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28 董丹丹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董坤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82 朱壁玉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蔡星 阳新县王英镇南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86 张春豪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姜枣红 阳新县黄颡口太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76 费金枝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费松林 阳新县韦源口尧治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05 陈冰冰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黄春桃 阳新县王英镇法隆 5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46 杨志雄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杨从明 阳新县三溪镇凤山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49 夏志远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夏国华 阳新县太子镇夏清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52 黄炳昌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黄开学 阳新县富池镇良畔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53 赵彩霞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赵克高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 0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01 陈依萍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陈大朋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 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27 刘会鑫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刘道起 阳新县龙港镇金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62 陈佳琦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陈绪广 阳新县木港镇坳头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85 王娇娇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王贤文 阳新县木港镇子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42 石葆雅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黄石市阳新县 石先卯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45 邢宏林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黄石市阳新县 邢廷喜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21 程文港 阳新县中等职业技术黄石市阳新县 程孝良 阳新县大王镇长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23 方寒冰 阳新县中等职业技术黄石市阳新县 方鹏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37 柯兴华 阳新县中等职业技术黄石市阳新县 柯亨兵 阳新县木港镇丰台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02 明平山 阳新县中等职业技术黄石市阳新县 陈春风 阳新县三溪镇柏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42 王露 阳新县中等职业技术黄石市阳新县 王贤湖 阳新县太子镇益昌 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60 吴浩然 阳新县中等职业技术黄石市阳新县 吴风财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65 蔡月明 阳新县中等职业技术黄石市阳新县 虞爱美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95 董才夏 阳新县中等职业技术黄石市阳新县 谢艳红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37 陈红灏 阳新县中等职业技术黄石市阳新县 吴园果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 5组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62 王定诚 阳新县中等职业技术黄石市阳新县 王能义 阳新县三溪镇官塘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22****73 魏利群 阳新县中等职业技术黄石市阳新县 魏贤全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14 柯俊 大冶市第一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 罗丹丹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01 刘萍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黄石市大冶市 刘合庆 大冶市金湖街道办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21 吴敏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黄石市大冶市 付宏燕 大冶市灵乡镇岩峰 5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44 柯莲意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黄石市大冶市 柯锦明 大冶市金牛镇袁铺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10 柯晴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黄石市大冶市 柯开勇 大冶市灵乡镇下柯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37 郑安康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黄石市大冶市 郑建国 大冶市刘仁八镇八 5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01 黄河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鄂州市梁子湖区 黄开德 鄂州市梁子湖区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11 欧阳蒙恩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黄石市大冶市 王美英 黄石市大冶市陈贵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69 占焕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黄石市大冶市 占传浩 大冶市金山街道路 6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71 张铠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黄石市大冶市 张大才 大冶市金牛镇祝山 6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93 姜尧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黄石市大冶市 王惠莲 黄石市大冶市保安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11 杨梦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黄石市大冶市 杨墩胡 黄石市大冶市金山 6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79 陈志杰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黄石市大冶市 肖有心 黄石市大冶市金山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09 王锐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黄石市大冶市 张素美 黄石市大冶市保安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88 曹博师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黄石市阳新县 邱会 阳新县大王镇金寨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11 黄钰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黄石市大冶市 黄开问 黄石市大冶市茗山 2 -1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14 明强胜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黄石市大冶市 明安奎 大冶市保安镇盘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63 周离 湖北省大冶市第六中黄石市大冶市 周晴 大冶市罗桥街道办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84 曹颖 湖北省大冶市第六中黄石市大冶市 梁琴 大冶市大箕埔镇曹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31 柯烽 湖北省大冶市第六中黄石市大冶市 柯有苍 大冶市金山店镇红 7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44 马继业 湖北省大冶市第六中黄石市大冶市 马辉德 大冶市殷祖镇洪口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80 石弘智 湖北省大冶市第六中黄石市大冶市 石裕春 大冶市大箕铺镇八 2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81 伍火玉 湖北省大冶市第六中黄石市大冶市 伍国良 大冶市金山店镇红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56 陈烨 湖北省大冶市第六中黄石市大冶市 陈刚 大冶三亚公司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38 黄忠 湖北省大冶市第六中黄石市阳新县 黄猛 黄石市阳新县源口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78 曹熳熳 大冶市英才学校 黄石市阳新县 曹琼霞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29 刘元林 大冶市英才学校 黄石市大冶市 刘细谷 大冶市金湖街道港 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96 陈信 大冶市英才学校 鄂州市梁子湖区 陈敬生 鄂州市梁子湖区东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35 陈娟 大冶市英才学校 黄石市大冶市 刘凤兰 大冶市还地桥镇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68 姜思望 大冶市职业技术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姜进文 大冶市保安镇高溪 8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23 程旋 大冶市职业技术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程富国 大冶市罗家桥金桥 1-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19 成厚东 大冶市职业技术学校黄石市大冶市 成海林 大冶市金牛镇秦畈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281****22 梁智冰 大冶市职业技术学校黄石市阳新县 梁送来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 5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