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报考资格考生信息公示
（襄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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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0601****31 黄婷 襄阳市第八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胡红珍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16 章尚雯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高中 襄阳市谷城县 章发平 襄阳市谷城县茨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82 王天龙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高中 襄阳市谷城县 王正华 襄阳市谷城县城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31 庞虹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高中 襄阳市襄州区 庞浩然 襄阳市襄州区石桥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65 尚凌飞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高中 襄阳市襄州区 张秋霞 襄阳市襄州区寇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71 许艳杰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高中 襄阳市谷城县 任长娥 襄阳市谷城县庙滩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25 齐松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高中 襄阳市襄州区 齐俊杰 襄阳市襄州区石桥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06 崔子茜 襄阳市东风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崔峰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70 黄村焱 襄阳市东风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 黄小平 十堰市郧阳区木瓜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43 王宏耀 襄阳市东风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王国青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47 欧阳有杰襄阳技师学院 十堰市丹江口市 欧阳万清丹江口市均县镇寨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82 左欣 襄城区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左付元 襄阳市谷城县茨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80 周德文 襄城区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周同超 襄阳市谷城县金牛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87 张坤 襄城区职业高级中学 十堰市郧阳区 张有平 十堰市郧阳区叶大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73 朱莉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保康县 朱良富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13 陈玉娇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陈克新 襄阳市老河口市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64 王正杨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襄州区 王军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77 杨贤玉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周春香 枣阳市鹿头镇丁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90 邹鑫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保康县 邹加军 襄阳市保康县河南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17 朱玉洁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南漳县 朱明权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34 王骏鹏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王双贵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58 万园鑫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谷城县 万风月 襄阳市谷城县盛康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70 杨敏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南漳县 敖凤连 襄阳市南漳县肖堰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07 邹桂弘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南漳县 邹耀军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66 袁玉玲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南漳县 袁文忠 襄阳市南漳县长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92 马丹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马志刚 襄阳市老河口市张 8组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04 魏欣欣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谷城县 魏茂学 襄阳市谷城县茨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43 昝志成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朱方梅 襄阳市老河口市薛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08 欧天悦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南漳县 严忠会 南漳县武安镇黄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68 代志娟 襄阳市护士学校 十堰市丹江口市 曾波 十堰市丹江口市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51 冯翠霞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襄州区 蔡佑梅 襄阳市襄州区伙牌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1****55 王何萍 襄阳市护士学校 襄阳市襄州区 王红艳 襄阳市襄州区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08 潘琪 襄阳市襄州区第一高级中襄阳市襄州区 卜青娃 襄阳市襄州区张湾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44 陈正男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中襄阳市襄州区 李全林 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40 付天顺 襄阳市襄州区第二高级中襄阳市襄州区 付来有 襄阳市襄州区双沟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10 王梦冉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李华林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13 葛艳秋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葛海田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48 贾正旺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贾有胜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65 王绍琳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王书团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59 张梓龙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张祖军 襄阳市襄州区峪山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62 韩襄南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韩毅 襄阳市襄州区伙牌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63 陈晓雅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陈国庆 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64 田坤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孙爱荣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49 廉慧萍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廉永海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56 郭伟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郭春朝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58 王宁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白芝丽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69 陈少杰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陈华伟 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77 黄佳丽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林晓燕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 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31 王奥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王兴林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36 岳虎豹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马光群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17 王耀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苏冬梅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98 吴贝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刘小琴 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97 姜思雅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姜雪梅 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17 罗梦军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罗明清 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23 马李阳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李国珍 襄阳市襄州区伙牌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27 李可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李清山 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29 贾一帆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何成英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30 陈娜娜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陈玉华 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49 吕梦芸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吕志夫 襄阳市襄州区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61 张少杰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张先柱 襄阳市襄州区张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67 毕小雨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毕保银 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95 陈莹莹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陈华伟 襄阳市襄州区张家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99 张博恒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张俊毅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11 刘阳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刘志文 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51 王丽玲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王同心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65 潘韦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潘明长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88 尹家乐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加喜巧 襄阳市襄州区黄集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04 尚江豪 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 吕春云 襄阳市襄州区朱集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47 胡泽琴 襄州区职教中心 襄阳市襄州区 胡红兵 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07****84 赵信勇 襄州区职教中心 襄阳市襄州区 赵林清 襄阳市襄州区程河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81 魏霜 南漳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魏年华 南漳县九集镇泉水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95 宋德鹏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宋圣香 南漳县板桥镇冯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05 邹雪雯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邹兴林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09 李雪松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张道雄 南漳县板桥镇河口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7 郑晶媛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郑祖华 襄阳市南漳县肖堰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23 王华荣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王显文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32 闫敏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王德军 南漳县薛坪镇黑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43 陈瑞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陈爱国 襄阳市南漳县肖堰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49 柏雪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柏之学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62 王银福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王家刚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78 邹倩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邹洪涛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80 张文俊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张学兵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87 韩鈺檬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韩学虎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92 康帆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康万奎 襄阳市南漳县长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94 李静如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李攀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96 李圆媛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李先烈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4 杨宇豪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杨全新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8 张玉银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张辉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38 唐琦爽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唐尚虎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42 宋志涛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夏定红 襄阳市南漳县李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40 李鑫欣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李志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42 童方敏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童万华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56 刘玲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刘祖国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65 张美岚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张玉燕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04 冯丽丽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冯举波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05 郝郁洁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张传梅 襄阳市南漳县李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49 秦娇娇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秦显立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34 刘子浩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刘飞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48 吴奇坤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吴华军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52 付焱熙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付俊 襄阳市南漳县肖堰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58 聂锋伟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张如菊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59 王鹏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郑如香 襄阳市南漳县李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66 刘国慧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刘青林 南漳县长坪镇青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68 罗小京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罗华敏 南漳县长坪镇龙凤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69 周鑫才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周涛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30 王倩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王明江 南漳县东巩镇双坪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42 唐成山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唐克武 南漳县李庙镇刘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58 闵念念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闵兴国 南漳县刘集镇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60 张慧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张明旭 长坪镇长岭村三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83 赵钟袁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周顺荣 南漳县武安镇湖芦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2 秦和苗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秦瑜 南漳县薛坪镇秦家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28 杨盈盈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尹中英 南漳县薛坪镇薛家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32 柳冬元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冯玉香 南漳县薛坪镇古树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42 陶琼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陶祖典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61 刘园成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刘云 南漳县巡检镇文家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63 江文超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江文超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 5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71 张恩泽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李荣 南漳县李庙镇刘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8 李后继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鞠元芝 南漳县薛坪镇寺冲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29 张卫健 南漳县第二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张卫健 南漳县武安镇回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73 冯晓娟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冯启坤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92 艾涛锋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安宗艳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06 冯进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冯祖奉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07 冯婧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冯举平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21 刘燕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刘友奎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33 王静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王世军 南漳县李庙镇堰沟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39 张梦元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张学庭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53 王杉杉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王大明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54 潘俊怡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潘华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57 毛雪萍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毛从红 襄阳市南漳县长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58 宋泯君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宋德芹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79 张杰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张传龙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82 周仕锟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张金娥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93 付晓静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付其友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03 陈自明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陈军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2 黄开龙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黄克清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9 刘海燕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刘道国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22 彭慧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彭继东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24 苏航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杨厚琴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45 邹琳琳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邹勇 襄阳市南漳县李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25 宋泯才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宋德芹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95 冯耀坤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冯德成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99 沈克强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沈乃均 襄阳市南漳县长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88 陈荣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陈德中 南漳县薛坪镇黑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91 代帆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代仕军 南漳县李庙镇齐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93 余桂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余云辉 南漳县东巩镇王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6 闫兴旺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闫智勇 南漳县薛坪镇张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7 边中逸 南漳县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边世富 南漳县板桥镇任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7 王长发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王加付 南漳县城关镇关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32 周志东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周其才 南漳县长坪镇龙凤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36 柴文阳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柴世照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46 刘阳诚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刘军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57 唐成乐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唐克军 襄阳市南漳县李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60 宋旭涛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宋旭涛 襄阳市南漳县李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03 邓文娟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邓才强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1 周燕燕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周述理 襄阳市南漳县冥阳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24 刘金怡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李仕军 襄阳市南漳县李庙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25 陈瑞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陈应军 襄阳市南漳县李庙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29 尹志洪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尹方权 襄阳市南漳县李庙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33 孙阳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李国珍 襄阳市南漳县李庙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45 曾慧敏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曾庆华 襄阳市南漳县李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04 杨江海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杨全安 襄阳市南漳县段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6 闫华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方红军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21 杨小凌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周芙荣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36 余新东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余德强 襄阳市南漳县长坪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52 龚志成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龚达安 襄阳市南漳县肖堰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53 何英杰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何大成 南漳县武安镇向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63 张智博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张天兵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66 胡泽可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何培红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78 朱向阳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曾宪金 南漳县东巩镇店子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02 李仪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李辉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4 代国乐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代治华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6 刘欢欢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谢志海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22 尹刘奎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刘升富 襄阳市南漳县刘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27 王志文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王祖荣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35 吴天娥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吴国远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40 徐欣悦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徐玉兵 南漳县九集镇双池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45 杨锐丽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杨道成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58 何雷灵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贾明花 襄阳市南漳县郭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62 潘玉琳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潘德付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74 郑良红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郑元才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79 王玉婷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王林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2 任光锦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姜天秀 襄阳市南漳县狮子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7 杨顺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杨中琴 襄阳市南漳县郭家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05 苗雯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苗本林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06 雷芸芸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雷道平 南漳县武安镇文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9 熊志萍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熊昌明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33 秦玲玲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秦国权 襄阳市南漳县杨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2 陆小芸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杨祖娟 襄阳市南漳县李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3 王诚智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王家强 襄阳市南漳县石牛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15 韩海玉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韩远付 南漳县武安镇石牛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37 李红宝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李丽 襄阳市南漳县李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51 王小平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王明发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57 秦王政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秦明权 襄阳市南漳县薛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60 彭道曾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彭继鹏 襄阳市南漳县巡检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01 秦湘粤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秦文朝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03 刘李威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刘春梅 襄阳市南漳县城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07 郑元节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郑三全 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23 熊良坤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熊兴国 襄阳市南漳县长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29 宋德怀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余正会 襄阳市南漳县板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32 唐来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唐常国 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4****36 郭俊锋 南漳县职业教育中心 襄阳市南漳县 郭世贵 襄阳市南漳县东巩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18 徐慧欣 谷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徐明波 襄阳市谷城县庙滩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20 张雨 谷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史之华 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89 张俊宝 谷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张道军 谷城县冷集镇子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97 左心雨 谷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张玉琴 襄阳市谷城县南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25 陈俊翔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阮绪平 襄阳市谷城县紫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27 杜春丽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胡玉勤 襄阳市谷城县庙滩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36 李金琦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李应山 襄阳市谷城县庙滩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37 刘春辉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刘正国 襄阳市谷城县茨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51 唐艳秋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唐兴国 谷城县冷集镇冷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55 王浩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张玉解 谷城县冷集镇木排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82 周渝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程有范 谷城县南河镇温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95 程正浩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程传保 襄阳市谷城县薤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11 李若兰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肖玉华 襄阳市谷城县城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54 高静婷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吴安芝 襄阳市谷城县冷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57 龚美琪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龚海峰 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70 刘玲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刘堂兵 襄阳市谷城县紫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81 汪越琦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刘文文 襄阳市谷城县庙滩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93 严如玉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陈明雪 谷城县南河镇九里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95 杨秦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杨仁兵 襄阳市谷城县冷集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01 周渝松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周永忠 襄阳市谷城县九里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20 杜舒婷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陈秀梅 老河口市仙人渡镇 2组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24 胡志清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胡国成 谷城县南河镇熊湾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58 占玉婷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占付海 襄阳市谷城县庙滩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62 张邹雪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张旭 襄阳市谷城县庙滩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40 宋涵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宋长根 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42 陈庆扬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陈积权 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39 胡金美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胡文兵 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39 陈琳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薛娟 襄阳市谷城县赵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77 汪丽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汪明国 谷城县盛康镇大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84 席沙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席修炳 谷城县城关镇蒋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09 冷俊威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付红霞 襄阳市谷城县冷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50 乐钰鸿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乐建成 谷城县紫金镇洪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61 刘琦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李玉兰 襄阳市谷城县冷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74 宋美云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宋先友 襄阳市谷城县南河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02 陈晓雨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陈东古 谷城县盛康镇凤凰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11 葛官军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田韦华 襄阳市谷城县城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15 胡悦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胡春义 襄阳市谷城县茨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32 宋善杰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宋根 襄阳市谷城县冷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34 汤嘉怡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万秀珍 襄阳市谷城县冷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41 吴敏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吴子友 襄阳市谷城县紫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66 陈鑫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陈道君军襄阳市谷城县南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69 邓永樊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刘顶菊 谷城县观音沟村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73 郭佳欣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郭道强 襄阳市谷城县紫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81 李博文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李大华 襄阳市谷城县紫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93 倪成雨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倪厚传 襄阳市谷城县紫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94 任平平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王安玉 襄阳市谷城县贾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04 王志伟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王文均 襄阳市谷城县冷集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11 徐晴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许玉平 襄阳市谷城县盛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46 郭金炎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郭仁平 谷城县五山镇黄山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63 罗喜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罗贤得 谷城县五山镇小星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69 汪祖林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魏恒菊 谷城县五山镇黄龙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80 张雨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李淑荣 谷城县南河镇大谷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81 章玲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章勋合 襄阳市谷城县赵湾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92 程伍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伍小梅 襄阳市谷城县石花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24 汤李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汤照连 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39 周杰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周生全 襄阳市谷城县赵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94 许梦佳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李平丽 襄阳市谷城县南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03 钟正辉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钟承军 谷城县紫金镇码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38 唐安娜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杨艳娟 谷城县石花镇将军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91 汤宝林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汤治兴 谷城县城关镇鲍家 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92 汤卿霖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张正梅 襄阳市谷城县紫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06 熊露路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朱艳红 襄阳市谷城县紫金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08 许欢欢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许友发 襄阳市谷城县盛康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13 袁梦娥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廖久菊 襄阳市谷城县茨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33 罗得勇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张恒清 襄阳市谷城县紫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46 姚杨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姚春友 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72 杜威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杜能兵 襄阳市谷城县五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76 张书尚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关东升 襄阳市谷城县冷集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81 杨博文 谷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谷城县 杨光兵 谷城县冷集镇马台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02 田上磊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周大兵 谷城县冷集镇冷家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03 魏俊峰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魏吉合 谷城县茨河镇陶湾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29 张玉洋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章学琴 谷城县庙滩镇郭峪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11 张天宇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张浩 谷城县庙滩镇兰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03 陈少丽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邵命清 谷城县赵湾乡桃庄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10 何世琦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李必珍 谷城县城关镇韩家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26 唐新梦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十堰市丹江口市 唐吉平 谷城县冷集镇沈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39 张仟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张国义 谷城县冷集镇小墨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40 张雪琴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张克汉 襄阳市谷城县紫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41 张悦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张天云 襄阳市谷城县紫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43 郑红鹃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郑兴元 谷城县紫金镇将军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46 钟姿清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邵官清 襄阳市谷城县紫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53 宋瑞琪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邱玉洪 谷城县冷集镇龙畈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57 路仕艳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路学洪 谷城县城关镇蒋家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05 程家豪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丁克荣 襄阳市谷城县盛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18 刘鑫鑫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王大菊 襄阳市谷城县石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19 罗定坤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罗帮成 襄阳市谷城县茨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36 张书豪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张晶 襄阳市谷城县冷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57 史小玲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董平 谷城县五山镇谢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60 田帮富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田安六 谷城县紫金镇桃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65 杨浩宗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杨九华 谷城县茨河镇胡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76 张贞豪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张利清 谷城县冷集镇塔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85 陈阳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陈佑华 谷城县南河镇白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87 邓双铖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邓长坤 谷城县茨河镇后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98 吕正华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吕国富 谷城县城关镇苏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05 殷佳悦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万兴福 谷城县庙滩镇新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10 陈智强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陈友福 谷城县紫金镇水田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17 黄开鑫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黄涛 谷城县冷集镇阎家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5****40 张雨 谷城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襄阳市谷城县 陈永芝 谷城县紫金镇花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6 邓曦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邓文超 襄阳市保康县堰塘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7 宋昌怡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宋克文 保康县歇马镇胡家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7 赵安静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赵元志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4 贺蕾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贺光华 襄阳市南漳县长坪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4 宦康馨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宦仁军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9 杨盈欣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王永佳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2 陈娜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陈圣国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4 官文博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李云波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7 靳晓青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靳绍贵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3 陈俊杰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陈怀安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9 柳启峰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徐景菊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0 彭金芝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金平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1 陈彬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陈大华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2 柏青青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柏金军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3 钱锐杰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刘光敏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4 杨银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杨金江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4 邓媛媛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邓朝旺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9 杨德锟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王大杰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1 董君瑶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董爱国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3 张鸿艳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张文旭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1 董采花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董仕银 保康县龙坪镇川山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3 柳金玉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杨家会 保康县城关镇罗仕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4 王倩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王永兵 保康县管驿村九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5 王勇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王天猛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6 万字桂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黄勇 保康县城关镇九皇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7 刘昌艳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刘友军 保康县两峪乡芭桃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0 陈晨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陈锡洛 襄阳市保康县茶庵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2 李文豪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李顺群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7 刘海清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刘楚银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9 孙襄恩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孙永喜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8 鲁琦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鲁如运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5 章杭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章烈萍 保康县黄堡镇大屋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1 朱梦佳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朱正清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2 高敏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高长军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0 黄梦婷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黄先国 保康县寺坪镇蒋口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3 张晓栎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张明德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7 丁炜煊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丁克锋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5 姚仕成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姚圣龙 保康县马良镇姚家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1 陈露 保康县第一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田耀军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1 蔡琪琪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向华英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2 陈晓珂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黄德丽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3 程冠野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罗洪亮 保康县歇马镇歇马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4 程雨嘉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程正宏 保康县歇马镇邹家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7 邓林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邓自洲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8 董晶晶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乔兴菊 保康县黄堡镇韩家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2 顾欣宇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王光秀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3 郝燕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郝明军 保康县城关镇管驿 9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7 胡泽楠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胡家龙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4 刘露露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刘天波 保康县两峪乡王家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7 马丽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马登厚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9 穆晓雪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蒙新媛 保康县城关镇土门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0 彭文娜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彭广洲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3 苏国琴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苏道连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9 王露垚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王新龙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1 王祥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李志玲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 1 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4 魏玉婷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魏清益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8 向敬妮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向德福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0 杨应梅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杨光坤  襄阳市 保康县 歇  杨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2 叶健婷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叶发明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 8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4 张国敏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张兆富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1 周野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余正荣 保康县过渡湾镇二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2 朱培林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朱保安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4 王小路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王安林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71 邓娟娟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邓生勇 襄阳市(州)保康县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72 方耀红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方勇 襄阳市保康县稻场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73 冯起荣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冯泽江 保康县店垭镇平和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75 高甜甜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高兴波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0 贾婉馨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黎进华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6 李娟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李宝军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7 李炜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李明军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9 李烨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李培全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0 李祯萍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李兴军  襄阳市 保康县 黄  观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5 卢璐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卢康全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8 谭婧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黄友琼  襄阳市 保康县 后  高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1 王欣怡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王峰 保康县马桥镇峰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2 王星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何芳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8 张大庭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张应林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9 张吉美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张顺奎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0 张金艳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张继兵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5 张星语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魏云峰 保康县歇马镇短峪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6 张毅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张月成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1 邹玉飞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王界坤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 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2 柳思雨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柳发成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9 范思硕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范世勇 保康县店垭镇天宝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2 冯永超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邵方梅 保康县城关镇堰塘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3 付琳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黄兴云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5 葛万娟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葛方明 保康县后坪镇三岔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4 黎超俊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黎德全 保康县寺坪镇简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5 李海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李安学 保康县龙坪镇龙坪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9 阮荣强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阮长兵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 4组4 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5 孙清华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孙世林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8 王小芸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徐发美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7 赵冬冬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朱德奎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8 周奎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周家华 襄阳市保康县尤家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2 周欣雨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周靖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3 朱清玉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黄立翠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0 陈钰娇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陈国茂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2 邓荣杰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邓林昌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4 范梦婷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范司清 店垭镇徐家堰村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8 黄伟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肖国强 襄阳市保康县詹家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70 蒋艳丽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蒋忠顶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77 李勇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李清华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1 刘成欣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刘明兰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2 柳旭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柳兴云 保康县城关镇堰塘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6 唐星波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唐恒彬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8 王靖靖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王天猛 保康县过渡湾镇西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9 王林锋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王楚道 马良镇双坪村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6 鄢国铖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鄢志军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8 严中灿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严文新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9 詹传波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詹贤宝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5 郑苏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郑勇香 保康县寺坪镇七里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6 钟晓毓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钟光林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3 董晓悦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刘世菊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4 范世敏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范延桥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5 冯炀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冯必祖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9 黄德萍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黄先念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1 贾炜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贾志芳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3 李丙荣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李美虎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4 李晴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汤学兵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7 梁海婷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邹正国 保康县寺坪镇蒋口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0 罗家俊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罗振冬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6 孙娜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孙代均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6 杨东方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杨龙定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2 杨雨婷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杨国才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3 姚美芳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姚圣轩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5 袁萌萌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袁友全 保康县后坪镇詹家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7 张姣姣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张明柱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0 郑煜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郑明国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1 周扬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周加洪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3 陈道鹏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陈国军 保康县鸿兴园村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6 范思罗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范世明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8 冯德媛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冯友义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0 谷可香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谷定杰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5 李炳坤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曾国菊 保康县马桥镇林川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7 刘演潮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黄德卓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1 钱昱如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钱长林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6 田逢炎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田生忠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8 庹培刚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庹小花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9 万小英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万祖华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2 王巧运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王万军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4 吴昌龙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吴吉忠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7 吴晓柳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陈玉芳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8 邢宏阳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邢正发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9 杨全银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杨小红 保康县龙坪镇温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5 张智晟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张建生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7 周新锋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周立新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2 崔明钰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崔德明 保康县后坪镇兴隆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4 代赵衡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代全军 保康县城关镇堰塘 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5 范晓天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范世华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8 黄仁松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胡友明 保康县歇马镇三坪 9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2 李玉兰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李昌平 襄阳市保康县杨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5 刘万波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刘世传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6 刘正浩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刘怀松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8 马金帆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马祥生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9 彭才磊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彭广辉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70 屈凤铃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屈万忠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71 阮绍清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阮兵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73 庹昌松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庹克明 保康县寺坪镇庹家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78 望敏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望儒权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0 熊志伟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熊汉国 保康县后坪镇汪家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2 闫明娥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宋红权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3 严中国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严文华 中国保康县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6 余朝伦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余正良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3 朱大宏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曾庆芳 保康县马良镇鸡冠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4 朱大雄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朱德旭 保康县两峪乡王家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7 陈代滨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高开杰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0 陈全钗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陈光文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2 从雅丽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从兴强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3 丁文普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丁祥萍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5 冯胡耀杨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胡孝丽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8 宦忠洋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宦廷东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9 黄月林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黄铁毛 保康县寺坪镇庹家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1 李强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李光华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5 马天永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韩忠兰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7 王会兵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王敏方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8 王佳琪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王兴运 保康县歇马镇蒋家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3 徐兴岚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徐世宝 保康县城关镇土门 8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4 张力朋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张世毕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5 章赐豪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章烈成 保康县过渡湾镇龙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6 周光雄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周才坤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8 张杰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鲍复昌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9 邹兴莲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邹定成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2 方晓悦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杨秀玲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3 刘健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刘作宏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4 王成成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王娟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5 黄超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黄孝军 保康县三溪沟村八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6 董德煜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吕国香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8 秦顺瑞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魏敏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39 肖冕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周啟会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0 杜金钰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徐观丽 保康县黄堡镇天鹅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1 蔡明洁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蔡光富 保康县黄堡镇天鹅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3 陈坤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陈吉存 保康县寺坪镇稻场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4 陈世豪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陈德兵 襄阳市保康县黄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6 杜成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董娜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7 黄先阳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黄佳君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49 刘涛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刘德良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3 向嘉伟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王辅琴 保康县店垭镇垭子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5 袁胜男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袁显峰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6 张嘉成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张春华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58 周国俊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刘世根 保康县过渡湾镇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0 郑大俊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付正品 保康县马桥镇白果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2 吴啟铃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温传志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4 张杰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朱正芝 保康县黄堡镇天鹅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65 袁忠斌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李菲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1 李浩然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李安华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89 张云垚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张千成 保康县马桥镇周湾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0 龚申月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罗延翠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1 杨艳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杨龙华 襄阳市保康县马桥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3 陈雨欣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陈胜勇 保康县马桥镇大三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4 胡朕桓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胡高华 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98 姜远钊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庄红艳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2 张吉红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姚品军 襄阳市保康县店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5 孙传琴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钟兴成 襄阳市保康县黄堡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7 孙靖宇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孙鸿昌 襄阳市保康县蚱峪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8 张琦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钟步凤 保康县马桥镇周湾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9 王雨婕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王建涛 保康县马良镇老林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1 马定永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代顺华 襄阳市保康县两峪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0 李杨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杨万忠 保康县歇马镇欧店 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1 詹安鹏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詹自湘 保康县歇马镇王龙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5 张金蕉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赵红艳 襄阳市保康县马良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3 崔化敏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崔进银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7 冯星祺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张琴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08 龚申彬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龚永军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0 姜小龙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姜明杨 襄阳市保康县后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1 李世鑫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李运普 保康县歇马镇合作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2 廖均辉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廖祥成 襄阳市保康县龙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6 屈万超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屈定保 保康县马桥镇鳌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8 王成龙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李昌娥 保康县过渡湾镇白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0 危奇吉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宋吉秀 襄阳市保康县寺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1 魏开鑫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魏洪义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2 席星雨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吴吉翠 襄阳市保康县歇马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3 熊钰霖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吴学香 襄阳市保康县过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26 张万金 保康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保康县 张尚根 襄阳市保康县河东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26****18 何德磊 外省高中阶段学校 襄阳市保康县 何宗宝 保康县马桥镇白竹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42 毛梦菲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赵改勤 老河口市光化办事 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64 昝张怡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昝雨雷 襄阳市老河口市薛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72 申悦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申少兵 老河口市袁冲乡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86 王冉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赵九莲 老河口市中杨湾村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97 付红燕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付昌永 老河口市袁冲乡付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30 姚柳杰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姚正国 襄阳市老河口市竹 6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64 庄秋跃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庄新文 老河口市洪山嘴镇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67 张燕清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陈桂荣 老河口市薛集镇潘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71 陈经伟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陈学银 襄阳市老河口市张 4组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98 韩师玉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杨显清 襄阳市老河口市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76 刘霞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刘相清 老河口市张集镇江 4组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77 刘梦雪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刘长贵 老河口市张集镇余 1组9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47 吴青云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吴金刚 襄阳市老河口市竹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49 袁东升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袁海燕 老河口市张集镇大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31 金锦涛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金志娟 襄阳市老河口市张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54 王国楠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王济奎 襄阳市老河口市仙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73 周正宇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周俊敏 老河口市袁冲乡马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79 刘炫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刘银仓 老河口市薛集镇上 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15 付海晓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付志强 老河口市李楼镇朱 1组6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69 李豪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李义勇 襄阳市老河口市竹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99 李闯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李知进 襄阳老河口市张集 3组1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11 乔帅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乔玉中 襄阳市老河口市洪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60 杨海锋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杨涛 襄阳市老河口市张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61 王霞 老河口市高级中学 襄阳市老河口市 王兆河 老河口市光化办辛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22 常攀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常国强 老河口市袁冲乡吴 5组2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05 王美玲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王艳荣 老河口市竹林桥镇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11 余思宇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余光银 老河口市孙湾村5组2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13 朱亚蓝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刘俊慧 老河口市张集镇江 5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14 刘诗语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刘波 老河口市张集镇蒋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25 刘欣冉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刘学法 老河口市仙人渡镇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26 高风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高红星 老河口市张集镇高 6组4 -1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39 黄雅雯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黄志国 老河口市李楼镇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44 何云飞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何玉锋 襄阳市老河口薛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63 张怡琳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刘海兰 襄阳市老河口薛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66 张俊杰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张克绪 老河口市张集镇张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09 程瑞雨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程万成 老河口市袁冲乡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10 张英傲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张英傲 老河口市薛集镇余 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18 李佳绚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李慧兵 老河口市袁冲乡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33 张志阳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张波 老河口市张集镇张 9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35 杨立东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杨俭 老河口市薛集镇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01 刘琪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老河口市 齐紫珍 老河口市薛集镇马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2****39 杨文豪 老河口职业技术学校 襄阳市谷城县 杨元强 谷城县冷集镇朝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90 杜欣怡 枣阳市第二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杜森林 枣阳市杨垱镇西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15 李夏颖 枣阳市第二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李华兵 枣阳市七方镇闫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08 唐安妮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唐汉启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12 付乾烽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张尚勤 襄阳市枣阳市新市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63 兰雪松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兰佑林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76 程逆月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程相峰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02 王博雯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王宏宽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10 孔雯蓉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孔令胜 襄阳市枣阳市太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19 王俊杰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王正喜 襄阳市枣阳市平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22 董松毅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董平 襄阳市枣阳市南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26 张嘉庆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张文伍 襄阳市枣阳市环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36 王小冉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王德波 襄阳市枣阳市吴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25 唐楠楠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唐金志 枣阳市吴店镇蒋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35 储招鑫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陈芳 枣阳市吴店镇二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15 宋甜甜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宋明延 襄阳市枣阳市七方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99 王超男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王爱国 襄阳市枣阳县七方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07 周春苗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周武 襄阳市枣阳市鹿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34 张明越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张昌录 枣阳市杨垱镇红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53 王武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王华成 枣阳市琚湾镇蔡西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70 张秋月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张道军 枣阳市环城办事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86 宋银平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宋清现 枣阳市南城办事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87 陈雪冬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王晓丽 枣阳市兴隆镇红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90 王静然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王强 枣阳市七方镇隆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04 樊俊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魏平兰 枣阳市鹿头镇董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07 万静奕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万小刚 随县吴山镇邱河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53 熊珍珍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熊士贵 枣阳市吴店镇圣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09 杜紫妍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杜久胜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90 张嘉豪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张克清 枣阳市杨垱镇李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03 李艾敖 枣阳市白水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李光强 枣阳市鹿头镇吉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07 李燕杰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王爱珍 枣阳市七方镇朱寨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42 叶利平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叶有军 枣阳市南城办事处 0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77 聂晓宵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凡志英 枣阳市杨垱镇聂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89 王鑫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王延会 枣阳市平林镇彭觜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97 武灵慧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任凤平 枣阳市鹿头郭营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01 杨逍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杨银江 枣阳市太平镇秦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36 王梦伟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王同艳 枣阳市杨垱镇余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81 李建星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李永贵 枣阳市王城镇金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88 张晓欢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张来朝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15 习心雨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习道云 襄阳市枣阳市刘升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36 王晨曦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廖小平 枣阳市杨垱镇陈寨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84 方悦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方极军 枣阳市鹿头镇方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34 彭宇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彭胜 枣阳市刘升镇李老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48 薛智慧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薛春林 枣阳市鹿头镇龙窝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58 周雪玲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吉善华 枣阳市环城办事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60 朱亚茹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朱全祖 枣阳市熊集镇白果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72 张肃寒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张乐武 襄阳市枣阳市兴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22 凌茂王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王雪红 枣阳市琚湾镇三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27 徐俊贤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徐小峰 枣阳市杨垱镇孙田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61 熊英琦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丁建梅 枣阳市南城办事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79 刘佳豪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刘秀丽 枣阳市杨垱镇余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12 刘亚琪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刘顺新 枣阳市鹿头镇蒋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22 袁金玲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袁永刚 枣阳市太平镇袁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26 张菊林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张亮 枣阳市太平镇翟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71 时静静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时全付 枣阳市环城办事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96 陈洪杰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陈明星 枣阳市鹿头镇吉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09 贺俊豪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徐继华 枣阳市鹿头镇小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30 齐本柱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武安娥 枣阳市环城办事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34 谭富志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谭极勇 枣阳市鹿头镇吉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55 张俊峰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张秀现 枣阳市杨垱镇张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57 张思程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张来朝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64 左金玉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刘安云 枣阳市鹿头镇居委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67 罗文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李自英 宣恩县椿木营乡巴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78 方龙华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周文萍 枣阳市鹿头镇方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59 李皓燃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李学忠 保康县马良镇南垭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69 刘欣洁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刘波 枣阳市吴店镇东冲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77 马俊怡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马洪涛 枣阳市太平镇竹园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91 孙云飞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孙国用 枣阳市杨垱镇孙寨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23 冯何勇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冯松 枣阳市鹿头镇张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27 李康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李莹莹 枣阳市杨垱镇光寺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40 张秋粒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张峰 枣阳市鹿头镇松扒 1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61 李雨泽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李占新 枣阳市杨垱镇仲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63 李跃悦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李定珍 枣阳市南城办事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73 汪治远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汪国听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84 杨红志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杨华明 枣阳市熊集镇钱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10 宋英杰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宋国军 枣阳市鹿头镇邓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59 詹红艳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詹军峰 枣阳市鹿头镇方湾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31 邹同体 枣阳市师苑高级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邹定国 枣阳市王城镇古邻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96 李祥龙 枣阳市第七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李启强 枣阳市刘升镇谢湾 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00 高雪蕾 枣阳市第七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高成 枣阳市杨垱镇高店 8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88 吴国豪 枣阳市第七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吴明国 枣阳市新市镇黄湾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99 耿婉君 枣阳市第七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耿帮权 枣阳市梁集镇耿畈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51 陈傲雪 枣阳市第七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陈刚 枣阳市刘升镇高堤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72 李欣怡 枣阳市第七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李俊锋 枣阳市鹿头镇郭巷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98 张鸿艳 枣阳市第七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张学山 枣阳市太平镇崔垱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35 肖巧凤 枣阳市第七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肖吉国 枣阳市环城办事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44 王凌 枣阳市第七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任继兰 枣阳市鹿头镇邓店8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55 魏来 枣阳市第七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魏兆锋 枣阳市吴店镇白马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87 汪东阳 枣阳市第七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汪飞 枣阳市环城办事处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97 邹言雪 枣阳市第七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高广珍 湖北枣阳环城街道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95 黄雪云 枣阳市第七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黄永合 枣阳市琚湾镇祝冲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04 郑伊坤 枣阳市第七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杨晓敏 湖北枣阳市南城办 4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36 李郭星 枣阳市第七中学 襄阳市枣阳市 李兵 枣阳市兴隆镇刘畈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49 郭凯谨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郭俊勇 枣阳市鹿头镇郭营 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76 陈俊晖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陈发元 枣阳市兴隆镇陈楼 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77 朱超锋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朱学国 枣阳市兴隆镇随阳 6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78 王鹏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王大勇 枣阳市太平镇秦岗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08 李梦秋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李海锋 枣阳市琚湾镇勾庄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35 候雨萱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候学章 枣阳市环城办事处 1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55 范子婷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谢泉伦 枣阳市平林镇车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24 张秋月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张业宏 枣阳市七方镇张楼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97 张玖强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张艳华 枣阳市新市镇火青 2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11 郑雨玥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郑毅 枣阳市鹿头镇龙窝 3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15 陈秋凯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陈红 枣阳市七方镇邓庄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29 杨莉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杨斌 枣阳市鹿头镇尚庄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55 罗文静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罗发林 枣阳市王城镇付楼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28 唐太龙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唐金建 枣阳市吴店镇蒋家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30 文耀奇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张文全 枣阳市太平镇赵庄 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42 秦双龙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龚增红 枣阳市太平镇付庄 7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48 李少雄 枣阳市职教中心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李桂芳 枣阳市七方镇闫坡 4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43 周东玲 枣阳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枣阳市 周刚 枣阳市刘升镇杉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69 汪天娇 枣阳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枣阳市 柳得清 枣阳市刘升镇杉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70 师文文 枣阳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枣阳市 李家兰 枣阳市刘升镇杉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76 陈文静 枣阳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枣阳市 陈子元 枣阳市琚湾闫家岗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77 于海荣 枣阳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襄阳市枣阳市 于强 枣阳市T太平镇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07 王鈅宇 枣阳市技工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王春峰 枣阳市太平镇张柏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36 黄磊 枣阳市技工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黄顺保 枣阳市杨档镇光寺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55 丁俊平 枣阳市技工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丁成双 枣阳市杨档镇光寺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65 宋林哲 枣阳市技工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朱永锋 枣阳市杨档镇余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84 李春悦 枣阳市技工学校 襄阳市枣阳市 李明详 枣阳市鹿头镇松扒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3****54 刘雪 枣阳市社会人员 襄阳市枣阳市 刘世才 枣阳市环城办事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06 吴小华 宜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李全青 襄阳市宜城市王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11 朱传钏 宜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龙普香 襄阳市宜城市板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91 高艳晴 宜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高必全 襄阳市宜城市王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97 朱欣欣 宜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朱进军 襄阳市宜城市流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10 刘智明 宜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刘成付 宜城市王集镇新星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87 蔡曼如 宜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蔡关明 襄阳市宜城市雷河 3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96 王泓娴 宜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王爱习 襄阳市宜城市王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02 魏思荣 宜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魏家仁 襄阳市宜城市南营 8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10 郝清秋 宜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郝翔 襄阳市宜城市郑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11 梁依彤 宜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梁尚青 襄阳市宜城市王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26 李静怡 宜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李显成 襄阳市宜城市南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24 程山昊 宜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系祖荣 宜城市牌坊四组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26 郭启航 宜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郭发勇 宜城市雷河镇泉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43 张静 宜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张培海 宜城市流水镇均宜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48 吕子贤 宜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吕传伟 宜城市前锋村五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77 丁华宇 宜城市第二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丁洪照 宜城市小河镇占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11 周曼迪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周丰武 宜城市南营街道三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47 张彤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张宜国 襄阳市宜城市流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55 李艺寅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杨丽 襄阳市宜城市王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85 陈晓锐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南漳县 陈从金 南漳县武安镇三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12 颜正琰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颜涛 宜城市鄢城办事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17 张梦怡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张高伟 宜城市石河村四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23 马书春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马兴海 宜城市板桥店镇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35 周郝圣灵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周祖涛 中国宜城市王集镇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36 余浩瀚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吕光荣 中国宜城市流水镇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54 黄雨欣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周昌琴 中国宜城市小河镇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59 王玥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蔡清燕 中国宜城市郑集镇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80 汪彧烁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曾正军 宜城市流水镇杨鹏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11 刘晓丽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刘昌 宜城市刘猴镇前程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94 费渝凡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费燕 宜城市小河镇占云 6组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63 冯园园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冯超玲 中国宜城市 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31 龚浩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龚建军 襄阳市宜城市南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35 杨浩然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杨红伟 襄阳市宜城市小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44 余陈行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余元成 宜城市郑集镇石孙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51 曾智培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张堂霞 襄阳市宜城市小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70 龚龙健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王礼香 宜城市南营街道韩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79 陶安安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陶然 宜城市郑集余营村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84 徐欣如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徐火林 宜城市王集镇观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88 曾紫寒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曾宪富 宜城市刘猴镇云台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11 李铭扬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李清宫 宜城市板桥店镇蛮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15 郑子颖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郑玉娥 宜城市孔湾镇江坡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43 罗光辉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王小荣 宜城市流水镇均宜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97 李健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李金鹏 襄阳市宜城市南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07 于梦雪 宜城市第三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于红星 宜城市王集镇新洲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06 刘展鹏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刘德常 襄阳市宜城市王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20 郭正豪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郭昌义 襄阳市宜城市小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35 望建新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周华明 襄阳市宜城市郑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32 朱宇龙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邱启芹 襄阳市宜城市鄢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39 刘源金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刘长青 襄阳市宜城市雷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40 龚国宇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雷海英 襄阳市宜城市鄢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04 李佳林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汪大学 襄阳市宜城市板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14 郭金秋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魏永红 襄阳市宜城市皇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17 余锐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余建 襄阳市宜城市郑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18 杨鹏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张翠兰 襄阳市宜城市鄢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28 王晨晨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王燕锋 襄阳市宜城市刘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39 李凤婷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李开敏 襄阳市宜城市王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41 江恒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江涛 襄阳市宜城市小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54 高帆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高善强 襄阳市宜城市王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59 章文静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张化荣 襄阳市宜城市王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72 皮晓灵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姚丹丹 襄阳市宜城市板桥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77 周世玮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周爱民 襄阳市宜城市郑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80 颜冰雪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颜得云 襄阳市宜城市流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10 叶阳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保康县 鲍德芬 襄阳市保康县天鹅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45 沈松杰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李先英 襄阳市宜城市鄢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07 朱家宏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朱国勇 襄阳市宜城市鄢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12 陈立丽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陈先军 襄阳市宜城市雷河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35 朱俊玮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朱传华 襄阳市宜城市南营 5 号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50 李德强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李维华 襄阳市宜城市刘猴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66 刘俊宇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陈慧 襄阳市宜城市鄢城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22420684****43 匡金杨 宜城市职业高级中学 襄阳市宜城市 杨雪梅 襄阳市宜城市王集高职高专乡村振兴专项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