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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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0222****95 刘合送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月 7组刘会良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月 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肖翔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 4组肖建军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姜璋研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车前村下蔡秀兰 阳新县兴国镇鑫旺名庭 4栋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肖龙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阮家畈村肖本文 阳新县富水镇阮家畈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曹泽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下海村五曹建华 阳新县大王镇下海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陈隆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上陈世友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3 姜孝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三溪镇姜福村姜北庄1 号姜前文 三溪镇姜福村姜北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3 彭子翼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儒 3 号彭琛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儒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0 赵晓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龙赵恢章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龙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马康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马 6 号石珍珠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马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乐晓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附坝村乐 8号乐祥金 阳新县王英镇附坝村乐 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胡雨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张家垴居胡林 黄石市阳新县张家垴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王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1徐新强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胡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移民新 8 号刘云仙 阳新县军垦农场移民新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2 李勋明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一李相春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张宇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北煞湖路3号冯仙娣 阳新县兴国镇北煞湖路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5 陈春晖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三房村一陈新国 阳新县白沙镇三房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费钰婷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兴国镇金三角住宅小区费玖禄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梁家辉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塘村梁公铺组11号梁传富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柯文静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木港镇丰台村丰台组 吴木英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0 刘昕雨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学 2号尹合平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学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陈世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泉 1 号陈新友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泉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8 伍文飞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军伍辉民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刘富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枫 8号刘恒胜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枫 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佘锦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大佘开群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3 袁晓铭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袁家垅 2 号袁观武 阳新县军垦农场袁家垅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赵焕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五里界十张春霞 阳新县富池镇五里界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1 张宇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铁 8 号袁柳红 黄石市阳新县铁铺村龙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王宇昊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兴国镇儒学路22号 汪鑫 兴国镇儒学路22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8 戴尹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兴国镇康泰路3号601室戴敏 湖北middot;省黄石市 3号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孙光泽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贺 1 号孙奉蜀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贺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杨博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兴国镇舒家垴一巷17杨永祥 兴国镇舒家垴一巷17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5 程烨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新围小 5 号程刚 阳新县韦源口镇新围小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范文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方林庄丘湖组 范蔚龙 阳新县方林庄丘湖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吴双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现代城小 1号B 栋6 室吴风宝 阳新县兴国镇现代城小 1号B 栋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明子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潘刘村三 2号明瑞涛 阳新县陶港镇潘刘村三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0 潘昊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兴国镇五马坊正街76号殷莲芳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陈中一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7 号陈月娥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朱梓灏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陵朱文涛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陵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7 孔凡鑫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九孔现才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九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6 蔡卓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毛 0 号蔡庸振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毛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5 骆志成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5 号骆流芳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石田莹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兴国镇桃花泉社区织锦 4 号王义建 兴国镇桃花泉社区织锦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乐庸松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田西村田 9号刘勤芳 阳新县三溪镇田西村田 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0 罗博鍵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白沙大道1罗武 阳新县白沙镇白沙大道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石力铭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龙山新村 2胡海清 阳新县兴国镇龙山新村 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何乐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枫林路徐 1 号何巍 阳新县兴国镇枫林路徐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汪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排市新街钟慧敏 阳新县排市镇排市新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5 李源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2栋2 室李晓华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2栋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曹中超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大港村三曹祥秋 阳新县大王镇大港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2 王志成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湋源口镇王细勇 黄石市阳新县湋源口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赵蕴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赵炼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0 刘康伟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丘村一刘建国 阳新县龙港镇石丘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刘权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现代城小 1号A 栋3单 7 室李君 阳新县兴国镇现代城小 1号A 栋3单 7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詹书鉴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张家垴居委会环城路8号詹鹏 张家垴居委会环城路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陈文帅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陈堡村四陈宏树 阳新县太子镇陈堡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6 张思敏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五马坊正街52号 张吉武 五马坊正街52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5 秦龙灿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三溪街0 号秦强 阳新县三溪镇三溪街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程子辉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庄村五组程庆 阳新县大王镇庄村五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王博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湋源口镇向芹 黄石市阳新县湋源口镇 4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潘梦宇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现代城小 6号1单 3 室潘洁 阳新县兴国镇现代城小 6号1单 3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虞皓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车站后街 3虞华树 阳新县兴国镇车站后街 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9 缪义为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三眼井居 1 号缪礼皖 阳新县兴国镇三眼井居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8 姚跃健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大道259号3栋2单 4 室姚军波 阳新县兴国大道259号3栋2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徐帆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阳辛村商 1 号徐赐义 阳新县富水镇阳辛村商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邱诚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五 1孙丽娟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五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柯研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柯尊辉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蔡子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楚江路2 号蔡荣冬 阳新县富池镇楚江路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明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西 2组明平杰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西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7 徐妮妮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阳辛村 徐唐方 阳新县龙港镇阳辛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贾玉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宝塔湖路贾再树 黄石市阳新县宝塔湖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徐畅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陵 1 号徐尤中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陵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李名振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李家垴 李朝先 阳新县浮屠镇李家垴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陈迪路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献陈杰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献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8 周荣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四丰村上 2 号周佐军 阳新县白沙镇四丰村上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李鹏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玉晚村太 0 号李雁 阳新县浮屠镇玉晚村太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陈煊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泉 6 号陈新汉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泉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柯浩楠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7组柯昌武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柯友坤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胡 1 组柯善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胡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7 罗光恩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细罗显禄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细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张思思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龙 3 号张丙洋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龙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卢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滑石村横 2 号孟志君 阳新县兴国镇滑石村横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曹庭基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金曹茂代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刘棒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下 1 号董归飞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下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何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刘冲村下何秀成 阳新县枫林镇刘冲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程彬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三程用勤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王梦婷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伯 1 号王全银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伯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周湘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梅潭村一周瑞林 阳新县排市镇梅潭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5 郑安凯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玉郑传明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2 王桦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石塘村厅王贤斌 阳新县枫林镇石塘村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1 明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排汪琴秀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排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燕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七约村陈保生 阳新县黄颡口镇七约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4 明廷顺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下桥村后明平胜 阳新县排市镇下桥村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5 卢新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浮屠镇玉晚村东 4 号卢曰开 黄石市浮屠镇玉晚村东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李颖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港李治国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柯佳华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枫林镇沿冲村白沙口组柯昌林 枫林镇沿冲村白沙口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张小旺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浮屠镇栗林村三组 张先兴 浮屠镇栗林村三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黄锡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大黄志刚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0 阮绪锋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龙门村粑 3 号阮恢法 阳新县陶港镇龙门村粑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张公德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良 （2）组张会建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良 （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周璇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 5 号周修义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舒畅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灯 1 号舒全光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灯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马从普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月星村 陈海霞 阳新县白沙镇月星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0 陈志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桂 7组陈绪耀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桂 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陈子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下陈承知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贺博文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柏树下路4张萍 阳新县兴国镇柏树下路4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汪训治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汪家垅村 汪祖松 龙港镇汪家垅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朱锡柔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陵园大道恩波堤朱封华 阳新县陵园大道恩波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徐晓萌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徐纯宏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王天乐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王 2 号李丽芳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王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3 罗雅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金 1 号罗显卫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金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陈榆丽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进 8 号周桂香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进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舒欣欣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肖家屯 2 号舒国唱 阳新县军垦农场肖家屯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肖晴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村一肖本景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骆训征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富水镇渡口村一汪兰香 黄石市富水镇渡口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郝本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栗 2 号马艳红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肖志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 1组肖绪炎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 1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0 罗旗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居 1 号罗海水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居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柯智盛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湖何火桂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湖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石瑾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燕子口路易永红 阳新县兴国镇燕子口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7 成厚群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 成纯江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柯邦国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丰 3号柯美刚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丰 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石焕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浮屠街十八折村 樊玉枝 浮屠街十八折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明钟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姜 5 号明廷锋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姜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张远震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星 1 组张公兵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星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0 陈敬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隧洞村铜 5号陈绪康 阳新县王英镇隧洞村铜 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9 邱蜜娟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 1 号邱昌全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8 陈欢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张家垴居 5 号李细月 阳新县兴国镇张家垴居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7 孔令辉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荻湖村七组 孔祥胜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李梦璐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明 7 号马会香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明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5 刘星缘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枫 0 号刘修权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枫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邢国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浮屠镇荻田村港东584号邢宏世 浮屠镇荻田村港东58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3 李通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一陈银花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王贤柏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王志村墩 0 号肖唐英 阳新县浮屠镇王志村墩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1 张怡冉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周 5 号张友才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周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王少怡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富 1 号王军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富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9 石教彬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白 2 号方儒梅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白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吴正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燕鄢龙青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徐显栋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万 1 号徐世冲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万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3 王思雨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里湖村舒忠松 阳新县兴国镇五里湖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余航梦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程余水朋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8 徐美焕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水徐文斌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柯于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五谢玉玲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5 乐容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官桥村乐乐进东 黄石市阳新县官桥村乐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3 阮雯丽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王桥村阮 5 号阮绪林 阳新县陶港镇王桥村阮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5 刘玲烨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刘洋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汪芷馨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网湖村沙 5号汪祖锟 阳新县陶港镇网湖村沙 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陈细武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竹 5号陈世春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从雨慧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居委从晓东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李志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王志村新 8 号李名军 阳新县浮屠镇王志村新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石圣龙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桃 5石裕旺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桃 5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成思睿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田铺村下 2 号成良寿 阳新县富水镇田铺村下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刘思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城东滨湖 1 号刘良蔚 黄石市阳新县城东滨湖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6 王洋洋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横王松树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4 洪超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莲花湖大道白杨赵美娟 阳新县兴国镇富川街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曹国鸿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港曹玉康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陈迪欢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黄坪村十陈敬得 阳新县洋港镇黄坪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贾贤翔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龙门村5组8 号明冬香 阳新县陶港镇龙门村5组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费美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毛坪村费 1 号费寿加 阳新县王英镇毛坪村费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贾庆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学 1号贾希红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学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张友诚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太张绪永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肖颖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辛 7 号肖唐仁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辛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9 陈烩炫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东 0 号陈祖雪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东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8 刘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梅 6号刘道平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梅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7 陈逸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二陈敬余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陈文泉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五珠村 柯美花 阳新县白沙镇五珠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樊桂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南元村1 号樊后升 阳新县陶港镇南元村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程伟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堪程正权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杨露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杨杨高峰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陈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恒陈建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恒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3 罗博文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陵 9号罗显伟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陵 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舒炜峻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七舒诚鹤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0 骆训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四骆志名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肖瑶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官路村七肖剑 阳新县太子镇官路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漆志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漆洞村上余海霞 阳新县木港镇漆洞村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欧阳高翔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儒学路14号 冯秋莲 儒学路14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8 李文儒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南门街1 号1 室李相柏 阳新县兴国镇南门街1 号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程苗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碧湖村西夏笃 阳新县太子镇碧湖村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何瑞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仓下村下 6号何秀信 阳新县木港镇仓下村下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8 刘毅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5 号刘江 阳新号县兴国镇五马坊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卢炫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滑石村横 1 号李玉枝 阳新县兴国镇滑石村横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成锦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学晚二巷1号辜晓芬 阳新县兴国镇学晚二巷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郑秀秀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东 5 号郑昌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东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2 马瑞希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冯 0 号舒思霞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冯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0 刘灿美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墩福村刘 1 号刘培文 阳新县白沙镇墩福村刘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谭敏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谭家畈谭朋才 阳新县韦源口镇谭家畈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曹雅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环城路8黄洁 阳新县兴国镇环城路8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王湾湾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三溪镇柏树村白门楼2 号王能南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柏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吴永明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士镇梧塘村1 组吴远汉 阳新县富士镇梧塘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3 邱隆威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 5 号邱昌豪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舒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坜肖丽红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杨佳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杨守兵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张雨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洛源村下张丙奎 阳新县排市镇洛源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8 欧阳锦琳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坑头村上 1 号欧才文 阳新县白沙镇坑头村上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7 吴子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1 号吴远计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骆钰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7组骆传德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孙彬墅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贺 1 号孙伏新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贺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彭娟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汪 7 号彭易德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汪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3 樊人达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樊樊后钟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尹运恒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阳新县王英镇泉尹家发 阳新县王英镇泉丰村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李丹丹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丫 3 号李朝兴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丫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李鑫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玉晚村白 0 号李名福 阳新县浮屠镇玉晚村白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7 李响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山 3姜文倩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山 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范青煌 阳新县第一中学 浮屠镇汪佐村湖边畈6组8 号范安雄 浮屠镇汪佐村湖边畈6组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何铭君 阳新县第一中学 兴国镇东坡路一号 陈细萍 黄石市阳新县陵园大道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3 陈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陈敬林 阳新县军垦农场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郭亦凡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星 1 号郭庆刚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星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卢怡其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玉 5 号卢中大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玉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0 黄林雯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富池镇良畈村一组 黄朝军 富池镇良畈村一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9 陈晓慧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下桥村上陈细发 阳新县排市镇下桥村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8 明文凯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西山村二明晓 阳新县木港镇西山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7 王智政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筠岭村阳张爱琴 阳新县太子镇筠岭村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费凯龙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樟费上元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5 袁彬成 阳新县英才中学 军垦农场河头屋村 袁慎章 军垦农场河头屋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柯浩 阳新县英才中学 洋港镇黄坪村六组 柯美波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3 陈子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黄陈训华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何诗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竹何兆礼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刘洋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陈 0刘海滨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陈 0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9 舒思栋 阳新县英才中学 白沙镇巢门村红堍村组2号舒克米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巢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张桦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张远胜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项萌萌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项家山一 1 号项紫阳 阳新县白沙镇项家山一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明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7 号明亮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5 柯飚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洋柯愈元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4 柯善主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 邱龙芳 阳新县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3 陈细坤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吴东城村 4 号陈世启 阳新县白沙镇吴东城村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2 田正果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田 7号田绍根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田 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1 柯航 阳新县第一中学 洋港镇下畈村一组 柯美钘 洋港镇下畈村一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马哲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高椅村一 1 号李晓云 阳新县白沙镇高椅村一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袁慎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汪 5 号袁修成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汪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8 陈世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荆头山农 9陈新信 黄石市阳新县荆头山农 9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曹欣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港曹钟金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5 石嘉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陵 1 号石坚 兴国镇陵园路徐家垅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4 李倩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李 6 号李名松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李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3 彭镁铃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彭彭方灯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1 陈泉灵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东 0 号陈红明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白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柯于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下畈村五柯美强 阳新县洋港镇下畈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华灵铃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1 号 4栋4单 3 室华成运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1 号 4栋4单 3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8 卢能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后坑卢巷卢子其 阳新县兴国镇后坑卢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李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港东村三李晴波 阳新县大王镇港东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胡家发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南朱春艳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张博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陶港街7号张召文 阳新县陶港镇陶港街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王钢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北山村东 1 号王能波 阳新县木港镇北山村东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马利伟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昙兴国大道119 马辉前 阳新县兴国大道119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周淼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友 1 号9 栋1 室周庆军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友 1 号9 栋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王毓晴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老屋村老王新政 阳新县太子镇老屋村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张晓敏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白张远加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白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7 刘合榜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朝刘会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朝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5 邹文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东 3 号6 室袁俊秀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东 3 号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邹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附坝村新 2 号邹治树 阳新县王英镇附坝村新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朱子健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朱应村朱 0 号王定珍 阳新县陶港镇朱应村朱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钟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排钟德远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排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钟春秀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莲花清1 号钟学勤 阳新县兴国镇莲花清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张友豪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富山村雷张绪义 阳新县排市镇富山村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袁凯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袁广村袁 2 号袁训林 阳新县富池镇袁广村袁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尹立星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十八折村石俊杰 阳新县浮屠镇十八折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5 肖静文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8 号肖本财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3 吴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3吴远炯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2 吴燚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吴 9 号吴斌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吴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吴亚敏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兴国镇张家垴居委会 柯荷花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张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0 吴兴运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大林村新 2 号吴晓峰 阳新县白沙镇大林村新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汪敏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下汪祖明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汪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率洲街汪志明 阳新县军垦农场率洲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谭志鑫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西山村谭谭前卫 阳新县太子镇西山村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5 谈会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陈山村西谈运明 阳新县排市镇陈山村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石勇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添胜村添 6 号石柱 阳新县王英镇添胜村添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石福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王桥新村2 号石义兴 阳新县陶港镇王桥新村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潘希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潘隆权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明正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华道村港明平杰 阳新县浮屠镇华道村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8 毛文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周堡村毛毛俊华 阳新县太子镇周堡村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骆文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 骆名刚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骆名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中 2号骆传英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中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骆梦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二骆训金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罗森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吉山村三 1 号罗祖亮 阳新县木港镇吉山村三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3 刘元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林刘会付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刘会宾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周堡村刘道得 阳新县黄颡口镇周堡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刘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宋刘圣满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9 刘钗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荣山村七 3号刘合海 阳新县白沙镇荣山村七 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8 刘博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路刘荣福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李鑫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屋李村四李建兵 阳新县太子镇屋李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李儒疆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二李名高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李嫚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四松村李李远银 阳新县太子镇四松村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3 李华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四李国栋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柯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树柯尊华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柯玄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金河村何 1 号柯尊平 阳新县木港镇金河村何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柯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周柯希明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黄楠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枫林教育黄开中 阳新县枫林镇枫林教育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7 胡青 阳新县英才中学 排市镇后坑村港东组 胡学礼 排市镇后坑村港东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郭婧婧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莲花池路郭庆东 阳新县兴国镇莲花池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高浚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坳头村下 6 号熊毛女 阳新县木港镇坳头村下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费孜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凡庄村凡 3 号李爱琴 阳新县太子镇凡庄村凡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3 樊洁柔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车前村水樊友千 阳新县三溪镇车前村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邓恒营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太 0 号邓乾正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太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程时明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官 3 号程良堂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官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0 程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 易建萍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路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9 成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1秦风芹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8 陈勇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洋港村十陈绪铁 阳新县洋港镇洋港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7 陈晓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大道4陈迪进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大道4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陈晓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 2号陈世军 阳新县韦源口镇柏林村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5 蔡志韬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大雅村委蔡美志 阳新县富池镇大雅村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艾柳芳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隧洞村高 1 号艾庆林 阳新县王英镇隧洞村高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黄林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路吕红英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1 周现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汪 4 号周瑞杰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汪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刘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森 1 组刘合理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森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洪锟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龙港路2 -5号洪显金 阳新县兴国镇龙港路2 -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汪旻昊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兴国镇五马坊儒学路1 号5楼5汪剑 兴国镇五马坊儒学路1 号5楼5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5 赵浩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新 9号赵前军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新 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4 李如涛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钟山村上塔一组李相斌 龙港镇钟山村上塔一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3 石宇轩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沙镇港边村 石永红 阳新县白沙镇港边村二 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2 何锦弘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汪源村新何贤桃 阳新县枫林镇汪源村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1 邱子恒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隔 5 号石裕芳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隔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石正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1 号张敏轩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7 汪子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张畈村倪汪承波 阳新县浮屠镇张畈村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柯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莲花新村4号1幢3单 3 室柯昌兴 阳新县兴国镇莲花新村4号1幢3单 3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5 明强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七明金萍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3 石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白沙大道8 号石从永 阳新县白沙镇白沙大道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2 柯梓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五里湖村一组 柯愈贵 阳新县五里湖村一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朱高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陶港镇朱应村朱应五组0 号朱纯禄 陶港镇朱应村朱应五组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鄢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泵站村叶兰琳 阳新县黄颡口镇泵站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庞运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八湘村老庞长江 阳新县三溪镇八湘村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郑英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车桥村富 3号郑开和 阳新县龙港镇车桥村富 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5 肖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龙港老街居民四欧阳志川龙港镇龙港老街居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冯浩铭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冯冯微松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罗鹏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中 5组罗祖友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中 5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李涛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大桥村一李相杨 阳新县龙港镇大桥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张楠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龙口村土张吉钊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柯天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港柯建华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刘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阳新大道北355号刘付强 阳新县阳新大道北35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7 张福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茗山村四张友军 阳新县龙港镇茗山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6 伍志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田村梨彭彩霞 阳新县王英镇彭晚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5 欧阳高钰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坑欧才良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尹何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居委何小娟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郭子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大郭邦标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周盈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排市街排周新华 阳新县排市镇排市街排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0 钟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枫林路2 号2栋1单钟兴承 阳新县兴国镇枫林路2 号2栋1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赵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居 1 号赵焕利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居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张友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下坑三组张绪刚 阳新县龙港镇下坑三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张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十张绪煦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袁一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蔡 0 号袁观所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蔡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5 殷梦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营镇新屋村北 5 号殷民主 阳新县王营镇新屋村北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严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东岳路2 号严荣祺 阳新县兴国镇东岳路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3 邢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1 号1栋3单 6 室邢晓华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1 号1栋3单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2 肖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辛田村三肖龙友 阳新县龙港镇辛田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夏缘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太平村夏启江 阳新县黄颡口镇太平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0 伍润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良畈村十伍利华 阳新县富池镇良畈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王韵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阳新大道7号4单 5 室李玲玲 阳新县兴国镇阳新大道7号4单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王欣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率州街2 号王能华 阳新县军垦农场率州街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王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长圳村四王武松 阳新县枫林镇长圳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6 汪子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棠汪宣柏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棠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5 汪子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居委朱晓玉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4 万奕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成家垅路85号万昌勇 阳新县成家垅路8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谈笑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6谈兴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6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舒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大坜村三李小芬 阳新县龙港镇大坜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石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十八折村 8 号石俊杰 阳新县浮屠镇十八折村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彭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彭晚村东 2 号彭易明 阳新县王英镇彭晚村东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9 潘雅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彭山村二 6号潘龙强 阳新县兴国镇彭山村二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8 潘隆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兴祖村林 1 号潘世贵 阳新县白沙镇兴祖村林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龙文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王曙镇三龙志学 阳新县富池镇王曙镇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刘志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门楼村一刘道武 阳新县龙港镇门楼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刘锦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凤街一组郭三元 阳新县三溪镇凤街一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梁剑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8号梁传林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3 李长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李远松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李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大林村李 6 号李栋 阳新县白沙镇大林村李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李文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汪李儒坤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李铭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富水街教陈秀芳 阳新县富水镇富水街教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9 李国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四李尚学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8 柯于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巢门村柯 5 号柯美政 阳新县白沙镇巢门村柯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7 柯颖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三溪街新 1 号柯善成 阳新县三溪镇三溪街新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柯洵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路3柯美体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路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柯芯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金竹尖茶卢彩莹 阳新县龙港镇金竹尖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柯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西柯尊良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3 柯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墩 6 号柯于录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墩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黄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汪武颈村 2 号黄开华 阳新县白沙镇汪武颈村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黄恬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林岩村六黄群义 阳新县富池镇林岩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0 黄成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下彭村排黄开者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胡新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胡政村四胡开河 阳新县第一中学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侯雅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熊家垴居 1 栋侯盛亮 阳新县兴国镇熊家垴居 1 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7 何衍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港北组 何兆志 阳新县枫林镇港北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郭紫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立中村郭 3 号赵学华 阳新县三溪镇立中村郭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冯博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东岳居委余丽琼 阳新县兴国镇东岳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方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浮山路0 号方统纲 阳新县浮屠镇浮山路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3 方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桃花泉居委会桃 3 号黄珺琴 阳新县桃花泉居委会桃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邓焕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三洲村邓承伟 阳新县黄颡口镇三洲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程时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碧湖村一程良柱 阳新县太子镇碧湖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0 成家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马岭村一成传法 阳新县富水镇马岭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9 陈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北沙 8 号张卫芬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北沙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7 石义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添胜村4组石轻 阳新县王英镇添胜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谭文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大围小 2 号谭志强 阳新县韦源口镇大围小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5 胡一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胡胡坤敢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胡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陈金金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3石教取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3 钟端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排市老街 4 号钟永恒 阳新县排市镇排市老街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刘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城北工业刘恒军 黄石市阳新县城北工业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1 柯子巍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下彭村老柯勇 阳新县木港镇下彭村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罗卓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阳新大道7 号 2 栋1单 4 室罗燕 阳新县兴国镇阳新大道7 号 2 栋1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9 吴泓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居委会卫吴远辉 阳新县洋港镇居委会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程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北门坝路8 -1号万望娣 阳新县兴国镇北门坝路8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柯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沙地村6组柯昌盛 阳新县洋港镇沙地村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许守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金龙村马 2 号许良胜 阳新县白沙镇金龙村马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5 骆盈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孟演村三骆碧胜 阳新县富水镇孟演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4 李君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1 号李相华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3 邓紫柔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新 0 号邓坤周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新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1 吴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花塘村吴王锦萍 阳新县枫林镇花塘村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秦之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1秦青山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许守隆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金 3 号罗彩云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金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8 张吉祥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垴村6组 郑安城 阳新县太垴村6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7 石兆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王文村添 0 号周林芳 阳新县王英镇王文村添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王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王曙村二王希平 阳新县富池镇王曙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5 刘梦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殊溪村 张银春 阳新县富水镇殊溪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4 吴昱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辛田村一组 舒春霄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3 邢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上 0 号邢梦林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上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2 邓乾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镇长 4 号邓学来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镇长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1 张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毛张召银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王紫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王王义刚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吴子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五马坊正街52号 吴丰 五马坊正街52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邹李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川台居委柯燕枝 阳新县兴国镇川台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徐瑞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上庄村一徐新湖 阳新县太子镇上庄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5 肖龙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湖滨路9号 2栋2单 3 室肖本高 阳新县兴国镇湖滨路9号 2栋2单 3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阮国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一阮维家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柯镭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村章 9号柯新华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村章 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陈睿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石陈祥杰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陈耀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洋港村三罗嫚仙 阳新县洋港镇洋港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0 陈敬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岩泉村五陈绪武 阳新县龙港镇岩泉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骆名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一骆传灯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黄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蔡家洞1 号黄为晚 阳新县兴国镇蔡家洞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7 石亚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沙镇枫树下村石云组1 号石先雄 阳新县白沙镇枫树下村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6 周子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王坟路1 号徐爱明 阳新县富池镇王坟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5 明菲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姜福村荆 7 号明霁光 阳新县三溪镇姜福村荆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张国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梧桐村十祖为久 阳新县富水镇梧桐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黄琬晴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大道1 号 5栋1单 1 室黄太昆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大道1 号 5栋1单 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王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老 7 号阮福元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老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黄丹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路4号 3栋5黄向全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路4号 3栋5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0 黄炆沥 阳新县第一中学 枫林镇湖田村太平冲组黄治高 枫林镇湖田村太平冲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郭志雄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郭家陇村郭庆会 阳新县富水镇郭家陇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梁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1 号刘丽芳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石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陈前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石溪村石 7 号陈迪树 阳新县木港镇石溪村石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5 向熔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向 3 号向功谷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向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邓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 邓坤均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3 邢文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涂 2 号邢宏河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涂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2 刘朦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林上村四刘合龙 阳新县龙港镇林上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明廷煌 阳新县第一中学 三溪镇冠塘村冠下组 明平春 三溪镇冠塘村冠下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0 樊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一大队 1 号樊淑华 阳新县军垦农场一大队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马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鑫旺名庭 1号1 栋2单 1 室马征宙 阳新县兴国镇鑫旺名庭 1号1 栋2单 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陈世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新街159号张杏花 阳新县龙港新街15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明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硖石村石 1 号明道林 阳新县排市镇硖石村石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6 董文卓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用录村柴 0董谊力 阳新县兴国镇用录村柴 0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5 王卓 阳新县第一中学 富池镇荷花路4号 王贤权 富池镇荷花路四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4 徐楚恒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红军路变俆革利 阳新县龙港镇红军路变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刘合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五李丽霞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张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六张绪云 阳新县白岭村六祖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蔡鼎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 8 号蔡海东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乐慧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木林村染 3 号乐建松 阳新县三溪镇木林村染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9 邢丹丹 阳新县第一中学 木港镇石溪村邢家组 邢廷俊 木港镇石溪村邢家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8 杨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杨 3 号杨先铨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杨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王瑞弘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高桥村风乐风琴 阳新县三溪镇高桥村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徐正权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太子街2 号徐新文 阳新县太子镇太子街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赵子云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沙镇青山村赵景晚林 2号潘可 白沙镇青山村赵景晚林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卢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熊家垴居卢曰武 阳新县兴国镇熊家垴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3 王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陈 6组2 号王有能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陈 6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伍佳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田村大 3 号伍淑良 阳新县王英镇大田村大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明金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良明道开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陈世火 阳新县第一中学 木港镇学诗村陈家组 陈新州 木港镇学诗村陈家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9 陈蓉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居委 6号陈前文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居委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8 陈佳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莲花池路8号石映 阳新县兴国镇莲花池路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7 吴时坚 阳新县第一中学 兴国镇文化宫路39号A 栋1单 2 室徐臣友 兴国镇文化宫路39号A 栋1单 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张芷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熊家垴居 6江月新 阳新县兴国镇熊家垴居 6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费茹惠 阳新县第一中学 山川台居委会车站路1 号费金山 山川台居委会车站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骆名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学晚二巷1号刘玉香 阳新县兴国镇学晚二巷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3 王珊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高桥村王 1 号王有月 阳新县三溪镇高桥村王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邓乾宝 阳新县第一中学 太子镇四门村五组 费春菊 太子镇四门村五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肖雨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龙港新街郑家垅2 号张小丽 龙港镇龙港新街郑家垅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0 郑思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朝阳村一刘转姣 阳新县龙港镇朝阳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万少姿 阳新县第一中学 桃花泉居委会虎山东巷2 号柯美香 黄石市阳新县桃花泉居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吴筱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三川台居 4吴兆跃 阳新县兴国镇三川台居 4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7 吕义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沙镇吕广村吕五组9号吕绍团 白沙镇吕广村吕五组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郑智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大道117号余霞 阳新县兴国大道11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余航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程法村新 0 号余水朋 阳新县陶港镇程法村新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刘坤坤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沙镇石和村七上组2 号刘修志 白沙镇石和村七上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3 董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青山村保董相盛 阳新县白沙镇青山村保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曾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上增村四组 曾祥德 龙港镇上增村四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鲁伊琼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新 0 号尹海霞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新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0 石梦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石震村大 8号石建刚 阳新县兴国镇石震村大 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9 陈周 阳新县第一中学 洋港镇桂源村4组 陈迪龙 洋港镇桂源村4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8 程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文化宫路9 号 1 栋2单 7 室严利群 阳新县兴国镇文化宫路9 号 1 栋2单 7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7 石晨 阳新县第一中学 兴国镇兴国大道00锦湖徐素燕 兴国镇兴国大道00锦湖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明萍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农科 3 号明廷才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农科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冯光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子向村一冯海军 阳新县大王镇子向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何兆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刘冲村下何秀良 阳新县枫林镇刘冲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1 熊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陵园大道1号 程琦 陵园大道1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明正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熊家垴巷1明瑞强 阳新县兴国镇熊家垴巷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9 潘文健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5潘龙来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5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张典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文 0张友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文 0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张秀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白岭村十一组 陈丽华 龙港镇白岭村十一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5 吴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南吴丰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4 阚绪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竹林村十阚远钩 阳新县三溪镇竹林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3 刘正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长圳村三朱文化 阳新县枫林镇长圳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2 陈智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1 号4单 5 室陈道波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1 号4单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1 虞佳珍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1李青芳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费赛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毛坪村塘 4 号费长贤 阳新县王英镇毛坪村塘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杨虹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富杨敏敢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8 赵旻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学堍一巷1 号彭三莲 阳新县兴国镇学堍一巷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7 赵栋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森铺村上 0 号程细枣 阳新县浮屠镇森铺村上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张潆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莲花湖路4 号2单 6 室张戈 阳新县兴国镇莲花湖路4 号2单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5 伍浩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伍卫华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4 费虹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张家垴居 1 号邓玉霞 阳新县张家垴居委会八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3 殷智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3 号陈殷辉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2 姜盼盼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姜祥村二姜孝才 阳新县大王镇姜祥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1 邓承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 1 号石海燕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费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广言村 4组费海正 阳新县韦源口镇广言村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刘子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 1号陈秋芳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8 黄紫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 5号黄杰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 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董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太子居委董才杰 阳新县太子镇太子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沈珏如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大道103号1栋4单崔岚 阳新县兴国大道103号1栋4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5 樊后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丫吉村金 1 号樊启富 阳新县三溪镇丫吉村金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汪晓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居委李青英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林青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1 号林绍强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张梦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张 9号张德万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张 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0 柯雨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从运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张海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2 号张绪强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袁思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大道2 号 8栋2袁观胜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大道2 号 8栋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7 阮成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十阮班星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6 马可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马 1 号曹琴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马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5 何晶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竹畈村学何秀林 阳新县枫林镇竹畈村学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石莎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平原村二 3 号柯善娥 阳新县浮屠镇茶铺村新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何兴儒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古商城路1 号4栋3单 4何登峰 阳新县兴国镇古商城路1 号4栋3单 4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汪友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大泉小区 1 号汪水平 阳新县兴国镇大泉小区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熊婷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下容村下熊孝来 阳新县排市镇下容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程小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农科所 王细毛 阳新县大王镇农科所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巫晓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献 3 号陈红花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献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王小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村北山村楼 2 号郑如意 阳新县木港村北山村楼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5 陈鹏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下 3 号陈彦安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下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邢思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车站路9邢廷寿 阳新县兴国镇车站路9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3 杨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京海大厦2 室贾丽荣 黄石市阳新县京海大厦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2 吴慧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2 号吴远明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柯炎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洋港村八柯龙水 阳新县洋港镇洋港村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0 郑婧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2 号郑安学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李响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花园路2 号李明华 阳新县富池镇花园路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吴安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洋路39号 吴风伟 龙洋路39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吴雨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1 号吴炜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6 郑炳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居委郑曙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5 刘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 1 号张丽娥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4 刘溢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枫树下村 7号罗祝霞 阳新县白沙镇枫树下村 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陈酿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3 号余桃芬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舒静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1 号 5 室舒华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1 号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石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泉丰村石 0 号石怀教 阳新县王英镇泉丰村石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刘亦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坪湖林村刘建华 阳新县白沙镇坪湖林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9 陈新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塘 9 号石艳群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塘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8 李依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四李国轻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明诗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5 号石教明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张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石震村上张公铃 阳新县兴国镇石震村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张思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新街 肖水华 阳新县龙港镇新街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柯锦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花园路1号柯国林 阳新县富池镇花园路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3 陈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红陈晓雄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红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丁礼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付丁诗利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付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成沅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星 2 号成传喜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星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金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北 2 号金承洪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北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9 谈荣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立 2号谈国权 黄石市阳新县立中村谈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8 柯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 6 号柯进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7 曹馨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东岳居委曹祥梅 阳新县兴国镇东岳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刘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汪 0 号刘富阳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汪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成思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荆头山农 8 号吴金花 黄石市阳新县荆头山农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肖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河东村五组 肖唐河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3 全洪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石全诗洋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柯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南柯栋亮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赵子健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五 1 号赵海松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五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0 骆训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渡骆名荣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渡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明平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明道进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尖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董原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塘堍村叶 5 号董文斌 阳新县浮屠镇塘堍村叶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7 郭妮妮 阳新县第一中学 富水镇大桥铺村八组 郭庆栋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黄桔 阳新县第一中学 兴国镇山川台委员会文黄崎 兴国镇山川台委员会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吴雨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丰 4 号柯海英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丰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董美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用 6号董谊宝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用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3 石子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新 3 号石怀照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新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宋孟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南宋伟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杨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富川街 贾丽荣 阳新县兴国镇富川街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0 王亚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老屋村老王华锋 阳新县太子镇老屋村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9 吴远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燕吴诗风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8 王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龙山西巷2 号2 室王能日 阳新县兴国镇龙山西巷2 号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7 柯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阳新县枫林镇港下柯亨成 黄石阳新县枫林镇港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杨熠 阳新县第一中学 富水镇富水街教育组 杨裕明 富水镇富水街教育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5 汪可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老木垅一 1 号汪晓东 阳新县兴国镇老木垅一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明晋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综罗学勤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综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3 陈梦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黄坪村七余细爱 阳新县洋港镇黄坪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张丹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张功长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1 胡梓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白沙大道8 号胡诗彬 阳新县白沙镇白沙大道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江慧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兴国镇兴国大道121号 5单 4 室董珍珠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1 号 5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9 尹晓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下 5 号尹定强.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下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王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大 0 号王忠日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大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柯立伟 阳新县第一中学 兴国镇仙岛湖路58号江 1楼2单 1 室李平球 阳新县兴国镇仙岛湖路5 号 1楼2单 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石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文化宫路3 号 B 栋4 室谢永萍 阳新县兴国镇文化宫路3 号 B 栋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5 杜浩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四杜尉勇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4 陈世淼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进 6 号陈新河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进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3 徐梦烁 阳新县第一中学 洋港镇沙地村六组 徐新林 洋港镇沙地村六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2 柯婧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白 3 号柯尊敏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白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1 江小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江江兴海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王安龄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益昌村益 1 号王贤模 阳新县太子镇益昌村益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徐泽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1徐灿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8 吴兴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吴东城村 6号吴永贵 阳新县白沙镇吴东城村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7 骆俊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五骆名寿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赵江一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沙村村二赵金宝 阳新县富池镇沙村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5 王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筠岭村阳王定祥 阳新县太子镇筠岭村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4 刘栋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黄 5 号刘名国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黄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3 程时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公桥村程 0 号程良光 阳新县浮屠镇公桥村程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2 吴风晴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新吴高升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1 涂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王志太屋 6 号王慧玲 阳新县浮屠镇王志太屋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董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董余村董董泉启 阳新县排市镇董余村董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陈美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献陈青松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献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8 董明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下 0 号董恩钢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下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黄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上巢村新 9号黄朝县 阳新县富池镇上巢村新 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宋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陶兴大道5 号宋治为 阳新县陶港镇陶兴大道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5 吴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居委会政吴高明 阳新县洋港镇居委会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舒嘉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五舒克剑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刘宇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林上村三刘会强 阳新县龙港镇林上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张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九刘细钗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九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肖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 9 -9肖志勇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 9 -9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0 吴子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华谭村 1 号吴远计 阳新县军垦农场华谭村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胡温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坡胡开明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坡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万梦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万家村3 号万昌浪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万 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7 张耀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彭山村鲤 2 号张有志 阳新县兴国镇彭山村鲤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6 从其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上严村从功伟 阳新县黄颡口镇上严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5 刘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荣三村九 1 号刘元生 阳新县白沙镇荣三村九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刘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姜福村刘刘道武 阳新县三溪镇姜福村刘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伍仪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军林村万伍正海 阳新县三溪镇军林村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刘智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华道村刘 8 号刘合武 阳新县浮屠镇华道村刘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刘建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荣三村九 1 号刘合亮 阳新县白沙镇荣三村九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0 明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八明振义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陈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太垴村杨 1 号陈全海 阳新县兴国镇太垴村杨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冯欣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林 5 号冯美津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林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陈晓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泉 1 号陈世森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泉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尹子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高桥村吴王和 阳新县三溪镇高桥村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刘合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七刘会信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3 郑和国 阳新县第一中学 湖北阳新县军垦农场钟 5号郑园喜 湖北阳新县军垦农场钟 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2 王鑫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老 2 号王贤刚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老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黄金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富池林岩黄细林 阳新县富池镇富池林岩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0 贺志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杉木村王 8 号贺庆先 阳新县王英镇杉木村王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王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王曙村光 2 号柯凤英 阳新县富池镇王曙村光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刘丽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邱村一刘应明 阳新县龙港镇石邱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周火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塘堍村周 2 号周祥武 阳新县浮屠镇塘堍村周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6 王振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老屋村老王能发 阳新县太子镇老屋村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5 黄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大洪村洪黄耀峰 阳新县太子镇大洪村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4 成中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马岭村二成传忠 阳新县富水镇马岭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杨崇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田西村坑杨裕丙 阳新县三溪镇田西村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陈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村四陈敬德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明日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石坑村下明道沈 阳新县排市镇石坑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李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1 组李儒良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9 梁天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1 号梁传明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8 何衍权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木林冲组何兆桂 阳新县枫林镇木林冲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杨敦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森铺村下 1 号杨前银 阳新县浮屠镇森铺村下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柯玉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军山村柯有波 阳新县黄颡口镇军山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倪智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富池村六柯红英 阳新县富池镇富池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刘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5 号鲁建梅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成思铭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高黄村十成传通 阳新县龙港镇高黄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周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周家嘴 6 号周火林 阳新县军垦农场周家嘴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钟学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 钟道钰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9 郑步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二郑哲敬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8 赵前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炉赵恢辽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7 袁振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河头屋 1 号袁慎富 阳新县军垦农场河头屋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袁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路刘冬喜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袁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尤袁慎兰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袁铭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校场路2号1幢1单 6 室石彩云 阳新县兴国镇校场路2号1幢1单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3 袁怀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河头屋袁慎兵 阳新县军垦农场河头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徐正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居 1 号徐巍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居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吴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沙地村六吴祥 阳新县洋港镇沙地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0 万伟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黄冲村七万金发m阳新县三溪镇黄冲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石梓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石震村大 8 号石从锐 阳新县兴国镇石震村大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马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新星村柏 2 号马汉平 阳新县白沙镇新星村柏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7 罗锦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同斗村六 1 号罗义 阳新县白沙镇同斗村六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陆才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胡良陆宏文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胡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刘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丘村二刘道福 阳新县龙港镇石丘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刘合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辛田村六刘会才 阳新县龙港镇辛田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3 刘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新街肖翠霞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新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梁玉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黄塘村对 1 号梁师民 阳新县白沙镇黄塘村对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李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六钟新萍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0 李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下村4组李国华 阳新县浮屠镇山下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9 柯依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田畔村四柯贤英 阳新县洋港镇田畔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8 柯进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沿冲村八胡秋莲 阳新县枫林镇沿冲村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7 柯晨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崩山村5组柯翼 阳新县洋港镇崩山村5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柯常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同斗村柯 0 号徐紫霞 阳新县白沙镇同斗村柯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5 胡思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1 号邱彩霞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何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官庄村七李了花 阳新县龙港镇官庄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鲍子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新 3 号鲍礼仕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新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周鸿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华 0 号周现本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华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9 钟建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中心学校5 号钟瑞畅 阳新县浮屠镇中心学校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赵云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港赵前军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张友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柏树村万张如安 阳新县三溪镇柏树村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张蕙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车站路7孙云松 阳新县兴国镇车站路7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5 余文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一余显照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潮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4 邢景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东 0 号邢现才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东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3 肖焰匀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新街居民四肖绪栋 阳新县龙港新街居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2 肖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官庄村三组 陈建华 阳新县官庄村三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1 向可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田家巷8号3楼向功林 阳新县兴国镇田家巷8号3楼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潘中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沙镇潘祥村六房054潘会寿 白沙镇潘祥村六房054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潘会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上潘村新 1号潘际良 阳新县白沙镇上潘村新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8 潘朝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秦村太 0 号潘希华 阳新县浮屠镇下秦村太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梁雅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朱华村隔 3 号梁志文 阳新县白沙镇朱华村隔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5 李儒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7组李名灯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4 李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上 5 号钟水青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上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2 费安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源口镇茅村小区费细兵 阳新县源口镇茅村小区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1 邓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巷 1 号邓乾坚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巷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程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黄双口程美家 阳新县黄颡口镇黄双口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陈喆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2 号俞莲芳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8 陈少雄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土 1 号赵春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土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陈剑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十陈新礼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陈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仓下村太陈君文 阳新县木港镇仓下村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赵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程 0 号赵才刚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程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赵才任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三保村 2 号赵柏林 阳新县韦源口镇三保村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张进 阳新县第一中学 兴国镇阳新县莲花新村马兰 兴国镇阳新县五马坊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余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董余村董余绪强 阳新县排市镇董余村董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0 杨先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牌 9号杨守伟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牌 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杨先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八杨道生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徐康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九徐赐猛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九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7 熊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老街9 号熊晓峰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老街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6 肖本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辛田村一肖绪律 阳新县龙港镇辛田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5 夏紫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夏 2号陈淑芬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夏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王溶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官桥村王 4 号王义高 阳新县兴国镇官桥村王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汪文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官科村老明秋云 阳新县排市镇官科村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万文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横溪村万 0 号贺望秋 阳新县王英镇横溪村万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石源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路6 号石新良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路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石义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港边村一石教路 阳新县白沙镇港边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沈斯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4 号明金花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倪志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上 0 号倪书豪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上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5 明惟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怀坡桥居明平墅 阳新县兴国镇怀坡桥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闵康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大道7 号梁慧敏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大道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3 马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下畈村库 0马作柏 阳新县白沙镇下畈村库 0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2 马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学晚二巷1号马诚诚 阳新县兴国镇学晚二巷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马灿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土库村保 4 号马更亮 阳新县白沙镇土库村保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0 刘羿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刘寿村二刘代田 阳新县大王镇刘寿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刘亚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牧羊 6 号刘复林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牧羊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梁德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平原村一 2 号梁谦武 阳新县白沙镇平原村一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6 李天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沿镇村李 3 号李远文 阳新县浮屠镇沿镇村李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5 李名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张李丁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张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4 李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沿镇村李 0 号李儒发 阳新县浮屠镇沿镇村李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乐容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阳新大道北85号何友芳 阳新县阳新大道北8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孔令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荻 7组孔祥月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荻 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柯善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泉山村林柯于文 阳新县排市镇泉山村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柯锦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黄垅村五柯美豪 阳新县洋港镇黄垅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9 柯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树柯建昌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8 柯常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石井柯村柯有兵 阳新县太子镇石井柯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黄子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上巢村曾 3 号黄锦瑜 阳新县富池镇上巢村曾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黄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肖家屯 2 号黄山河 阳新县军垦农场肖家屯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郭圣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新街骆桂仙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新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3 陈卓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4陈明花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4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陈俊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大林村北陈茂盛 阳新县白沙镇大林村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陈迪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坳上村一郭金娥 阳新县洋港镇坳上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9 曹子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八祥村七曹树萍 阳新县大王镇八祥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8 郑和雄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吉山村郑郑安学 阳新县木港镇吉山村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郭瑶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熊郭衍礼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张远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三张召湖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邹娅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王英村南 0 号邹君开 阳新县王英镇王英村南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3 郑文兴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北晨桥1 号郑和明 阳新县军垦农场北晨桥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郑和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八郑刚强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张煜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2 号柯金萍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0 张绪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二张远加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张梦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五张远胜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7 余俏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六余显礼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游宇澄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1-1号游辉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1-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尹家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姜福村尹 2 号尹传仁 阳新县三溪镇姜福村尹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叶龙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塘堍村叶 4 号叶作义 阳新县浮屠镇塘堍村叶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3 鄢文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泉口村四鄢明胜 阳新县洋港镇泉口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邢紫云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东邢景柏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邢思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四 4 号邢国恋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9 万紫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沿镇村沿 9 号梁春容 阳新县浮屠镇沿镇村沿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石雅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港边村二 3 号石义琳 阳新县白沙镇港边村二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潘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潘龙晓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3 明艳青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山田村下明瑞名 阳新县排市镇山田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明思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新华 9 号明廷兴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新华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1 明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石坑村下明平华 阳新县排市镇石坑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明俊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白门楼8号明瑞兵 阳新县军垦农场白门楼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9 明佳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泉山村渣 2 号明平兴 阳新县排市镇泉山村渣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马萱萱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黄 1 号马哲平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骆岭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孟演村四骆训剑 阳新县富水镇孟演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卢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上 1 号卢子书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上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5 刘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邱村二刘会帮 阳新县龙港镇石邱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4 刘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坡山村下刘高贵 阳新县枫林镇坡山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2 李儒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大桥村六李名月 阳新县龙港镇大桥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1 李青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杨村凉亭组 陈合心 阳新县白杨村凉亭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李建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下李春玉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孔杏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马岭村六孔德劲 阳新县富水镇马岭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8 姜佳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潘祥村头 3 号姜孝猛 阳新县白沙镇潘祥村头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7 黄凯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黄仕友小 1 号黄光平 阳新县富池镇黄仕友小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5 冯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珠垅村二冯加明 阳新县大王镇珠垅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4 从天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湖塘村从其进 阳新县黄颡口镇湖塘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3 程鹏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下堰村四程创生 阳新县大王镇下堰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2 陈耀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献陈绪洋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献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1 陈文博 阳新县第一中学 枫林镇杨桥村中和组 陈绪坤 枫林镇杨桥村中和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陈莎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口 8号陈祥樟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口 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8 陈慧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四陈迪春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曹锦宁 阳新县第一中学 大王镇集会村三组 曹祥友 大王镇集会村三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刘乐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荣山村黄刘志祥 阳新县白沙镇荣山村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李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2李志锋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刘林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尖峰村刘元文 阳新县黄颡口镇尖峰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罗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赤马村罗 1 号罗显大 阳新县白沙镇赤马村罗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柯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坡柯民华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坡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0 张亚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八肖红霞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石紫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长 1 号石文风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长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韩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韩家山村韩效国 阳新县白沙镇韩家山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7 罗显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六罗克兵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6 潘希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居委潘国安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汪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汪家垅村汪祖刚 阳新县富水镇汪家垅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徐维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竹林塘渔 1号徐德亮 阳新县兴国镇竹林塘渔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陈涓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五合村铸陈新卫 阳新县枫林镇五合村铸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马耀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赤马村老 2 号马先锋 阳新县白沙镇赤马村老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0 刘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 1 号谌苇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李咏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汪家垅村李儒洋 阳新县富水镇汪家垅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尹礼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高尹家启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高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邹芯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高桥村元邹治康 阳新县三溪镇高桥村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5 柯霄霄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竹林村下柯尊发 阳新县枫林镇竹林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曹中恒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金湖村 曹海平 阳新县大王镇金湖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2 胡乾一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沙 5 号胡庆洋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沙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邢文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东岳路4邢国和 阳新县兴国镇东岳路4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0 柯亚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黄垅村五柯亨美 阳新县洋港镇黄垅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毛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6 号2单 6 室毛彦淦 阳新县五马坊正街62号2单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陈细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五珠村保刘利红 阳新县白沙镇五珠村保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蔡炅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贾 6号蔡庸刚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贾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6 王佳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王英村桑王义泰 阳新县王英镇王英村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5 程双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江垅村六柯加心 阳新县大王镇江垅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4 姚可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陈家墩 2 号姚建军 阳新县军垦农场陈家墩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刘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三组 刘恒军 阳新县太子镇三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陈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泉口村三陈锋轻 阳新县洋港镇泉口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曾珍珍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怀坡桥居曾凡友 阳新县兴国镇怀坡桥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余文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十余志敏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9 成文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漆 2 号成家雨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漆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8 严旭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沙港村严献良 阳新县黄颡口镇沙港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陈媛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口 3 号陈祥烛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口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江黄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江荣村江 2 号倪虎 阳新县陶港镇江荣村江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张晓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茗山村五张远泰 阳新县龙港镇茗山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3 余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新街陈爱容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新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毛俊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火车站路0毛小兵 阳新县兴国镇火车站路0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潘龙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汪武颈村 1 号潘世勇 阳新县白沙镇汪武颈村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肖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老街1 号肖志峰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老街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9 蔡雅琴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新 7 号蔡拥华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新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8 冯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东岳居委冯进高 阳新县兴国镇东岳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7 程柯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马坪居委 0 号程卫民 阳新县王英镇马坪居委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张恒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北门 6 号张炳伟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北门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肖子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新街肖彬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新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朱志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朱 8号朱锡义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朱 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3 徐新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3 号3单 6徐维雄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3 号3单 6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方宝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山董丽华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山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刘丽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月台村十四组 刘会安 龙港镇月台村十四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0 吴丽圆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吴 0 号吴高胜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吴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陈世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熊家垴居 3 室陈新良 阳新县兴国镇熊家垴居 3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徐鹏飞 阳新县第一中学 太子镇上庄村第六组 徐勋民 太子镇上庄村第六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冯芷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冯高峰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陈涛 阳新县第一中学 王英镇法隆村陈家湾 陈华平 王英镇法隆村陈家湾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李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洪桥村洪 2 号刘晨 阳新县太子镇洪桥村洪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朱文博 阳新县第一中学 兴国镇罗家湾北巷20号朱智勇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罗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0 袁彩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袁广村袁 2 号贾春艳 阳新县富池镇袁广村袁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9 徐泽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蔡家洞3 号徐维奉 阳新县兴国镇蔡家洞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8 明瑞润 阳新县第一中学 三溪镇双桥村老屋当组明廷柏 三溪镇双桥村老屋当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7 柯依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富川街1 号柯松柏 阳新县兴国镇富川街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何育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水何祥林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水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5 伍能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团林村彦 5 号彭福云 阳新县王英镇团林村彦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3 陈叶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四陈绪良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蔡晶晶 阳新县第一中学 湖北正黄石市阳新县浮 0 号蔡孟杰 湖北正黄石市阳新县浮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1 成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富水镇田铺村六祖 黄美桂 富水镇田铺村六祖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曹如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金寨村五曹茂寻 阳新县大王镇金寨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9 柯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黄坪村六柯于平 阳新县洋港镇黄坪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柯欢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林柯发林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邓怡慧 阳新县第一中学 富池镇藕塘巷21 邓鹏 富池镇藕塘巷21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汪阳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硖石村塘袁桃子 阳新县排市镇硖石村塘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5 柯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村七 9 号柯善民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村七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4 柯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石吴月红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3 石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华道村华 5 号马先花 阳新县浮屠镇华道村华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2 成传颂 阳新县第一中学 富水镇星潭村十七组 成良江 富水镇星潭村十七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1 夏起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半壁山农场街道夏焕永 阳新县半壁山农场街道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吴伟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沿镇村吴 0 号吴远建 阳新县浮屠镇沿镇村吴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成仁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上曾村八组 成焕林 龙港镇上曾村八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8 丁子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南门街1 号1栋2单 1 室丁森国 阳新县兴国镇南门街1 号1栋2单 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周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1 号周现武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5 陈雪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张家垴居委会龟 1 号1栋2单 5 室尹国芳 阳新县张家垴居委会龟 1 号1栋2单 5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4 舒晓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六肖爱香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3 彭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团林村杨 6 号彭建国 阳新县王英镇团林村杨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2 张吉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下坑村四组 张友秋 龙港镇下坑村四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1 刘亚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荣山村七 7 号刘劲松 阳新县白沙镇荣山村七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陈昊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沙镇大林村下边陈组1 号陈洪明 白沙镇大林村下边陈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潘思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颡口镇凤凰村一组 石红霞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8 程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黄颡口程功范 阳新县黄颡口镇黄颡口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成紫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排港村排成忠玉 阳新县木港镇排港村排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李中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陶港镇李才村李才湾1 号李名益 陶港镇李才村李才湾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汪屿霞 阳新县第一中学 富水镇汪家垅村一组 汪思珑 富水镇汪家垅村一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柯希钢 阳新县第一中学 枫林镇长圳村对面屋组柯贤华 枫林镇长圳村对面屋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刘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枫树下村 4 号刘修文 阳新县白沙镇枫树下村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冯物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颡口镇沙港村三组 冯志刚 黄颡口镇沙港村三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0 陈冉 阳新县第一中学 军垦农场大田铺20号明合心 军垦农场大田铺20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徐慧玲 阳新县第一中学 太子镇上庄村四组 徐细江 太子镇上庄村四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佘斯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佘 3 号佘宝福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佘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7 王观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1 号1栋1单 3 室王光辉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1 号1栋1单 3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6 刘若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三川台正刘会清 阳新县兴国镇三川台正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5 周俊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周通村石 0 号周现剑 阳新县浮屠镇周通村石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全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石震村太全书发 阳新县兴国镇石震村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董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周 5组2 号董浩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周 5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伍泽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 8 号伍茶花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李长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李远松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0 郑梦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七郑传涛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万四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倪家村倪 0 号万莎莎 阳新县王英镇倪家村倪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邓沙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太 0 号邓向阳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太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刘昱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程法村刘细华 阳新县黄颡口镇程法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倪子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禛倪家村倪 1 号倪章明 阳新县王英禛倪家村倪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5 骆诗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盛家咀村 4 号刘元英 阳新县陶港镇盛家咀村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成智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星潭村十成良广 阳新县龙港镇星潭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3 柯紫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坡山村柯柯于志 阳新县枫林镇坡山村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2 肖本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中肖绪金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张逸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1骆红霞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0 张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坡山塘组张友洪 阳新县枫林镇坡山塘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伍思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军林村富伍淑华 阳新县三溪镇军林村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孙俊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七孙宪通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钟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排市村四钟来贵 阳新县排市镇排市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6 张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三溪街凤 1 号张吉文 阳新县三溪镇三溪街凤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5 周威 阳新县第一中学 浮屠镇汪佐村华垄周三 4 号周剑峰 浮屠镇汪佐村华垄周三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4 骆星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泉丰村外 0 号骆仁良 阳新县王英镇泉丰村外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何灿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五合村木何兆汉 阳新县枫林镇五合村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胡学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港胡家将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柯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湖田村下柯希安 阳新县枫林镇湖田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柯鑫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沿冲村毛柯昌兵 阳新县枫林镇沿冲村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9 黄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村丛石霞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村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8 倪琦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倪家村倪 2 号倪德富 阳新县王英镇倪家村倪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骆名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五骆传云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柯政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塘畔村观 1 号柯景林 阳新县木港镇塘畔村观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程念念 阳新县第一中学 大王镇墈下村六组 程福施 大王镇墈下村六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陈铭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三陈敬松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3 陈前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洋港村五陈迪强 阳新县洋港镇洋港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汪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白门 1号汪大贵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白门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吴子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吴 0 号吴远明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吴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汪祖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山田村上汪承贵 阳新县排市镇山田村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9 伍箴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新街村下 4 号蔡凤元 阳新县王英镇新街村下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8 罗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1胡三妹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7 万婉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一万维之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陈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陈祠村四陈承刚 阳新县木港镇陈祠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徐小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星潭村8组 徐显亮 阳新县星潭村8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方文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朱应村中贾爱菊 阳新县陶港镇朱应村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3 肖绪调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河西村三肖唐林 阳新县龙港镇河西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阮俊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星谭村十阮班涛 阳新县富水镇星谭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胡君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园林 0 号胡学高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园林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0 戴征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五 0 号戴圣南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五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方玲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太 7 号方贤斌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太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李兆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银山村李李川 阳新县兴国镇银山村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7 梁宏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花果村梁传松 阳新县黄颡口镇花果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柯尊焱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下栈村三柯昌荣 阳新县洋港镇下栈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向莹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泉丰村向向恢金 黄石市阳新县泉丰村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袁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朱家垴4 号袁继光 阳新县军垦农场朱家垴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3 张晓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太张远茂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马安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马杰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肖本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坜肖绪晓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0 贾可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赛桥村四组1 号贾贤通 阳新县陶港赛桥村四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9 刘恒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三刘元长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8 陈雨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塘 2 号陈祥亮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塘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7 陈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郝陈世海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郝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程金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上畈村九程正冰 阳新县洋港镇上畈村九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5 杨建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 1 组杨先法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 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董文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周通村平 7 号董才刚 阳新县浮屠镇周通村平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3 杜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花塘村上杜尉军 阳新县枫林镇花塘村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李彩焱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里湖村李尚钦 阳新县兴国镇五里湖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1 贾飞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龙门村后 2 号贾希坤 阳新县陶港镇龙门村后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金志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用录村金 3 号肖君子 阳新县兴国镇用录村金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9 陈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恒陈新惠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恒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肖岭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辛田村一肖唐虎 阳新县龙港镇辛田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明瑞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栗林咀街1 号明廷剑 阳新县排市镇栗林咀街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柯子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山川台居委会铁 5 号柯于明 阳新县山川台居委会铁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5 伍廉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新街村下 2 号伍仪爱 阳新县王英镇新街村下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4 王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新 7 号杨利果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新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3 李思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2刘文女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1 江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农场江军奎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农场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吴晓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燕窠村八吴风文 阳新县洋港镇燕窠村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余宛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3余威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8 赵大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白沙大道胡细元 阳新县白沙镇白沙大道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7 杨启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泉丰村杨 0 号杨崇福 阳新县王英镇泉丰村杨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梁优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何家屋村 1 号马顺兰 阳新县白沙镇何家屋村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4 许灵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团 0 号许良平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团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3 陈新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蔡家径巷2 号陈英江 阳新县兴国镇蔡家径巷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2 祖守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梧塘村十祖为剑 阳新县龙港镇梧塘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1 李润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六李名海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从洲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陶港村四 1 号从功兵 阳新县陶港镇陶港村四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王焙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杉木村王 1 号王义勇 阳新县王英镇杉木村王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8 冯星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阳新大道7 号 1号 1 栋1单 2 室冯加强 阳新县兴国镇阳新大道7 号 1号 1 栋1单 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成家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马成良政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马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赵彩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五里界五赵堂元 阳新县富池镇五里界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5 李梦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中 0 号李儒秀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中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刘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立刘显锦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柯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杨柳村欧柯友安 阳新县枫林镇杨柳村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柯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水源村谈柯军 阳新县枫林镇水源村谈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石文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新星村柏 1 号石裕琦 阳新县白沙镇新星村柏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0 郑丽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十郑安进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向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向 5 号向可磊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向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柯友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坳头村上 2号柯善镜 阳新县木港镇坳头村上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7 柯金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江垅村一柯志杰 阳新县大王镇江垅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6 费申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三保村 9号费幸福 阳新县韦源口镇三保村 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赵一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兴祖村兴 3 号赵恢泉 阳新县白沙镇兴祖村兴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璩念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白沙大道璩先斌 阳新县白沙镇白沙大道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黄维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阳辛村四黄开飞 阳新县富水镇阳辛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潘盈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进中村八 6 号潘龙主 阳新县浮屠镇进中村八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0 柯铭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花园路2 号柯桦 阳新县富池镇花园路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邓诗曼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倪家村4 号邓坤繁 阳新县王英镇倪家村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邱灿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隔 5 号邱道庆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隔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柯善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下畈村六柯文质 阳新县洋港镇下畈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邓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港邓学国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5 何晓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长圳村大何中元 阳新县枫林镇长圳村大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苏紫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菖湖村苏树仁 阳新县黄颡口镇菖湖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3 郭梓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石潭村二郭邦强 阳新县排市镇石潭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黄健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太黄显凤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0 肖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阮家畈五肖宝勤 阳新县龙港镇阮家畈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徐显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莲花社区张书安 阳新县兴国镇莲花社区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6 石也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石 0 号石义水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石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5 程雍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6 号吴艳红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4 舒竹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大坜村二舒思勇 阳新县龙港镇大坜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陆才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良荐村 陆宏兵 阳新县兴国镇良荐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伍永臻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路2 -3号 4 室伍厂军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路2 -3号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李子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路7号周群仙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路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邹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车前村车 3 号邹定根 阳新县王英镇车前村车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9 张远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四张召先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8 程学道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官 0 号程正顺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官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陈兴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七孙钦淼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郭园园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姜福村郭郭邦夫 阳新县三溪镇姜福村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陈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7 号1 室陈志明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7 号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成丽丽 阳新县第一中学 排市镇西元村成郑10号成加兰 排市镇西元村成郑10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3 柯盈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大桥村何柯细华 阳新县枫林镇大桥村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何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白杨村下钟晓毛 阳新县兴国镇白杨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何鑫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陵园大道48号 漆丽萍 陵园大道48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9 邹先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丫吉村邹邹治豪 阳新县三溪镇丫吉村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8 冯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供销社0 号冯仁义 阳新县浮屠镇供销社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7 明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学晚一巷26号 明道强 学晚一巷26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王玥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太垴村杨 4 号王友明 阳新县兴国镇太垴村杨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曹锦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竹林塘路柯君燕 阳新县兴国镇竹林塘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何润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刘冲村下何育学 阳新县枫林镇刘冲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3 肖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官庄村四肖刚 阳新县龙港镇官庄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熊奎 阳新县第一中学 王英镇国和下泉村 熊先树 王英镇国和下泉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0 王安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石 4号王贤银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石 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李婷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下容村谈 1 号李儒仁 阳新县排市镇下容村谈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7 刘永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林峰路龙刘修志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大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费新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半壁山农场半壁谈满霞 阳新县半壁山农场半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郭圣权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郭家垅村陈元英 阳新县龙港镇郭家垅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3 朱兆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田畈村五朱文圣 阳新县木港镇田畈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龚智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 1 号石菊芳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0 李文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三李相淼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9 潘嘉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秦村太 9 号潘希法 阳新县浮屠镇下秦村太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8 祖思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梧塘村十祖国平 阳新县龙港镇梧塘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7 曹树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下曹组 曹廷佑 阳新县兴国镇下曹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柯泽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枫林街 柯昌良 阳新县枫林镇枫林街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刘文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坡山村邹刘守富 阳新县枫林镇坡山村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3 谈乐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车梁村一谈中华 阳新县洋港镇车梁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柯义 阳新县第一中学 枫林镇白田村周垅组 柯贡枝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白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1 明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明 1 号明廷华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明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汪顺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汪家垅村汪祖锐 阳新县富水镇汪家垅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9 江文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石井柯村江显华 阳新县太子镇石井柯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蔡伟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脑颈铺明金花 阳新县军垦农场脑颈铺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柯芷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水源村下柯华 阳新县枫林镇水源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邢催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涂 0 号邢宏金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涂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5 陈馨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南陈利兵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4 赵灵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陈赵克风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陈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3 蔡舒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森铺村蔡 9 号蔡江平 阳新县浮屠镇森铺村蔡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2 贾文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三眼井居贾坤武 阳新县兴国镇三眼井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1 谈柏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康乐巷1号 1单 6 室谈华强 阳新县兴国镇康乐巷1号 1单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侯安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喉 0 号侯国生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喉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曹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下海村3组曹海轮 阳新县大王镇下海村3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8 柯金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泉塘村柯柯愈河 阳新县排市镇泉塘村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7 马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大道2 号 2栋2 室马凯平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大道2 号 2栋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王定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熊家垴居委会白徐丽娟 阳新县熊家垴居委会白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5 贺柏元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上石坎路1号伍玉梅 阳新县兴国镇上石坎路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4 陈文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公桥村东 0 号陈敦堂 阳新县浮屠镇公桥村东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3 邓志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五邓承坚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2 柯梦莹 阳新县第一中学 枫林镇五合村王要组 柯亨凤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1 万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路7王慧琴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路7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刘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红星村新 4 号刘红胜 阳新县白沙镇红星村新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郑慧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灯郑自国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8 费新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卫生院程凌云 阳新县黄颡口镇卫生院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舒克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大坜村二舒诚日 阳新县龙港镇大坜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陈超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法隆村陈 8号陈国柱 阳新县王英镇法隆村陈 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5 朱姗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田畈村田 2 号朱耀毕 阳新县木港镇田畈村田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秦滋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五珠村秦 2组1 号秦性右 阳新县白沙镇五珠村秦 2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周诗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周 3 号周瑞谷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周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谢先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排港村谢谢守敬 阳新县木港镇排港村谢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冯加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沙港村 2 号冯美贞 阳新县黄颡口镇沙港村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0 柯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柯 4号柯有栋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柯 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黄玉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韦源口镇尧治村对门3号黄锡谊 韦源口镇尧治村对门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费煜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凡庄村凡 8 号费有松 阳新县太子镇凡庄村凡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7 陈馨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江垅村二周广霞 阳新县大王镇江垅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6 王添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熊家垴居委会万 2王伟 阳新县熊家垴居委会万 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5 胡梦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胡玉村五组 胡元华 阳新县胡玉村五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陈子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俞家湾路2 号8栋1单 2 室佘家琴 阳新县兴国镇俞家湾路2 号8栋1单 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张连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陶港路1 号张远强 阳新县陶港镇陶港路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陈超 阳新县第一中学 枫林镇古岭村分水塘组陈绪发 枫林镇古岭村分水塘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陈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路3 号陈春明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路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0 郭晓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浮阳大道0 号郭邦兴 阳新县浮屠镇浮阳大道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马钰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何家屋组马金安 阳新县白沙镇何家屋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彭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卢 0 号彭方松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卢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张友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茗山村五张绪钦 阳新县龙港镇茗山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王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石塘村港王义武 阳新县枫林镇石塘村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5 陈佳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周堡村 2 号陈文俊 阳新县黄颡口镇周堡村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柯常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石井柯村柯有福 阳新县太子镇石井柯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3 陈绪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南门街8蔡月霞 阳新县兴国镇南门街8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2 蔡泽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毛坪村三 1 号蔡庸成 阳新县王英镇毛坪村三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陈世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陈堡村二陈新昊 阳新县太子镇陈堡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柯于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王要组 柯美哲 阳新县枫林镇王要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黄俊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四李建英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6 张友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阳张绪炎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5 邱婷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程 7 号邱永枝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程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4 张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垴村一组 李红娣 阳新县太垴村一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明炜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排市街农郑群方 阳新县排市镇排市街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柯想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宋刘玲霞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刘烟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月台村十组 刘道开 龙港镇月台村十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柯怡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太柯有胜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9 肖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茶铺村肖李金兰 阳新县浮屠镇茶铺村肖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8 肖晶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肖本达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曹国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枫树村二曹松华 阳新县大王镇枫树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夏洪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半壁山农场半壁夏江为 阳新县半壁山农场半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张冰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七张远灯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陈迪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新湖村六陈敬江 阳新县木港镇新湖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3 王子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三 1 号刘艳波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三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王伟智 阳新县第一中学 富池镇楚江路一组 王义猛 富池镇楚江路一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徐俊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沙地村六徐新兴 阳新县洋港镇沙地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万才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太垴村杨 3号万昌正 阳新县兴国镇太垴村杨 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9 肖城骏 阳新县第一中学 富水镇阮家畈村二组 肖龙茂 富水镇阮家畈村二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7 刘晓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梅潭村三刘道军 阳新县排市镇梅潭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刘姣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门楼村一刘合茂 阳新县龙港镇门楼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冯晶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卫王丽娟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肖绪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新肖唐顺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倪园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陶港镇上徐村上 2 号倪书雄 黄石市陶港镇上徐村上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张秀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陶 2 号全红霞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陶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0 陈婉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军垦农场陈家墩八队4 号陈建军 军垦农场陈家墩八队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邢琳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滑石村贩 6 号邢长青 阳新县兴国镇滑石村贩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梅永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双口镇黄颡口村二组梅玉安 黄双口镇黄颡口村二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7 潘心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上潘村西 1 号潘晓东 阳新县白沙镇上潘村西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胡太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刘胡开昌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刘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王菲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半王定良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3 徐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七约村徐枫 阳新县黄颡口镇七约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郭佳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大桥铺村8组郭衍才 阳新县龙港镇大桥铺村8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方佳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6号方皇枝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0 明振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4 号明瑞兰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8 许红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沿镇村东陈云 阳新县浮屠镇沿镇村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7 张梦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茶寮村六张召强 阳新县龙港镇茶寮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明挺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明平方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刘炜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坡刘国良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坡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2 吴奥博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同吴远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肖冉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坜肖唐良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徐辉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东徐世柏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9 钟道恩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沿余合意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明瑞冬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公明廷坚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公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肖阳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官欧阳柳英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官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柯于财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黄柯美建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0 石教阳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横石则堂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陈聪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胡陈敬仁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胡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9 万书琦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石万昌宏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张志豪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陈梅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9 柯鑫凯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竹柯贤煌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8 尹传原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白杨村 尹合杰 阳新县三溪镇白杨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柯颖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下磨村一柯尊明 阳新县洋港镇下磨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朱封云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上街村六朱耀文 阳新县大王镇上街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5 朱尔琪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田畈村五朱华明 阳新县木港镇田畈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4 朱从锡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东朱忠强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3 郑志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十郑伟和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2 张岩良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太垴村仓 2 号张远态 阳新县兴国镇太垴村仓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1 张宸铭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农场孔新巧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农场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余子乐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北门 0 号余昌礼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北门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余荣鹏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五余显诗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8 伍紫梦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杨 3 号伍淑兰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杨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7 汪家乐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汪家垅村徐爱勤 阳新县富水镇汪家垅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汪浩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太垴村黄 2 号汪宣松 阳新县兴国镇太垴村黄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5 田粤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坡山村熊田绍斌 阳新县枫林镇坡山村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4 谈荣鑫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十谈际发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3 石教宇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长 7 号柯和正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长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2 潘明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巢门村潘 5 号潘龙荣 阳新县白沙镇巢门村潘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1 明文博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 1明平图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鲁文峰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新屋村鲁 2号鲁常义 阳新县王英镇新屋村鲁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刘思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长林村五刘元本 阳新县大王镇长林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8 刘礼传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竹林塘渔 1号刘诗名 阳新县兴国镇竹林塘渔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刘会舒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殊溪村殊 1 号刘道玉 阳新县富水镇殊溪村殊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刘富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长林村一刘安全 阳新县大王镇长林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5 李毓俊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车站路3李光焰 阳新县兴国镇车站路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李伟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怀坡桥居郭旧 阳新县兴国镇怀坡桥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李名钢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万家村远 7 号焦雪满 阳新县排市镇万家村远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李海洋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十李名干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黎同水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黎 1 号罗田心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黎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0 华炎洲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月朗村神华先财 阳新县枫林镇月朗村神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胡靖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综合农场双港新 6 号胡正山 阳新县综合农场双港新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7 费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梁玉兰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6 陈政学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五陈世杰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5 陈杨刚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泉口村一陈前玉 阳新县洋港镇泉口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陈南其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学陈祥昆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学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陈可欣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幸福小 2 号陈学龙 阳新县韦源口镇幸福小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陈绘阳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五陈世杰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蔡文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新 4 号蔡庸权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新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0 吴江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沿镇村吴 0 号吴平良 阳新县浮屠镇沿镇村吴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李建成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茶铺村李 0 号李名茂 阳新县浮屠镇茶铺村李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陈烨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六陈敬孝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郑露露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七郑传海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袁安琪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袁 0 号樊东玉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袁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6 谢笑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公和村谢 1 号谢进义 阳新县白沙镇公和村谢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孙泽忠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七孙章城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李鹏程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中庄村四李中良 阳新县大王镇中庄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7 柯志豪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沿冲村八柯于加 阳新县枫林镇沿冲村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柯锐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居委会四柯贤照 阳新县洋港镇居委会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何贤荣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汪源村瓦何衔猛 阳新县枫林镇汪源村瓦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陈彤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潘桥乡金龙村江 0 号陈新荣 阳新县潘桥乡金龙村江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陈佳成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陈陈世锦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陈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钟学博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日钟道璋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日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1 邢国火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 7 号邢宏水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王欣怡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王 2 号王友松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王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马滢滢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下畈村大 2 号马作文 阳新县白沙镇下畈村大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5 马澳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彭山村六 3号马友知 阳新县兴国镇彭山村六 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4 刘志华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荣山村一 5号刘合文 阳新县白沙镇荣山村一 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2 刘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枫树下村 2 号刘恒华 阳新县白沙镇枫树下村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1 刘梦影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河刘元猛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刘合炜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进中村刘 4 号蔡华香 阳新县浮屠镇进中村刘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乐建荣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朱应村乐 4 号乐庸录 阳新县陶港镇朱应村乐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乐彬彬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东山村新 5 号乐进宝 阳新县浮屠镇东山村新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柯希耿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村章 5 号朱和意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村章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6 黄辉辉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学堂街9 号黄米来 阳新县韦源口镇学堂街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郭庆金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大桥铺村郭邦武 阳新县富水镇大桥铺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5 陈子灵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 1组2 号陈新雄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 1组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陈超越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下街村五柯园秀 阳新县大王镇下街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蔡芊芊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隧 1 号蔡克义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隧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5 周芷怡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周通村石 0 号周细华 阳新县浮屠镇周通村石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郑瑞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向录村向 1 号郑安海 阳新县陶港镇向录村向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3 王至焕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王志村太 0 号王义国 阳新县浮屠镇王志村太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石裕志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官桥村石 2 号石显法 阳新县兴国镇官桥村石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柯韬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西柯贤强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陈佳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洋港村十陈绪福 阳新县洋港镇洋港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陈光雄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洞下村六陈前圣 阳新县洋港镇洞下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张莹莹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八斗村下张远清 阳新县三溪镇八斗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1 汪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官塘村塘汪祖闲 阳新县排市镇官塘村塘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谭玉琪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兴围街4 号谭海林 阳新县韦源口镇兴围街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马子炎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赤马村新 1 号马善全 阳新县白沙镇赤马村新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柯安琪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大柯昌富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5 黄新航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坳上村黄黄朝盛 阳新县枫林镇坳上村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程钰盈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坡山村杨程华桥 阳新县枫林镇坡山村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陈铃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陈堡村一陈洪越 阳新县太子镇陈堡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9 刘会丰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官刘道和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官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8 董作富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墩董克龙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墩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陈慧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田陈林江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邹先友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沿邹治广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张凯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茶张友国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肖芳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肖本严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王小东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碧王全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王家丁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星王贤良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8 吕鉴钰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吕吕才相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刘元灿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门刘合晃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5 刘润徽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长刘正金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刘静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大刘亚红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柯斌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柯正富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江曼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江克勇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7 程映杰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石程良永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郑金坊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乐业巷6 号1栋4 室郑英军 阳新县兴国镇乐业巷6 号1栋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0 张鸿涛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龙张金华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龙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夏梦琪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良夏智民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刘少豪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墩富村刘 0 号梁海花 阳新县白沙镇墩富村刘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程宇彤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公 8 号程良军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公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王能斌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红山村鄢刘霞枝 阳新县排市镇红山村鄢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3 谈荣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车谈会群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车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潘施吉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潘祥村六 2 号潘中华 阳新县白沙镇潘祥村六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姬娅楠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怀陈淑芳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4 谈锋锋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八谈际龙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盛宇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湖塘村盛祖华 阳新县黄颡口镇湖塘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明瑞刚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冠塘村新明廷权 阳新县三溪镇冠塘村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李志微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七李首华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3 柯尊东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田畔村二柯昌造 阳新县洋港镇田畔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方儒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隔 0 号方依月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隔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邓紫彤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三洲村邓承福 阳新县黄颡口镇三洲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邓博洋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五王利平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陈绪钢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六陈世良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4 陈飞玲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六柯群花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2 石夏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浮山路0 号石景辉 阳新县浮屠镇浮山路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余贞贞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潮 6组余显兰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潮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7 赵炜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王 3 号赵英强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王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陈驰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农场欧阳月红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农场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江明杰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 1 号江章桂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倪紫杰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倪家村倪 8 号倪书兴 阳新县王英镇倪家村倪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饶钎钎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上余村饶饶先怀 阳新县三溪镇上余村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朱飞翔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枫林路1 号A栋 3朱甜甜 阳新县兴国镇枫林路1 号A栋 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张远畅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碧山村二 2 号张召健 阳新县陶港镇碧山村二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3 赵彩霞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中 0 号赵克高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中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陈丽敏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老当铺巷3号许兵 阳新县兴国镇老当铺巷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4 李名杰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梅家咀村贾学娟 阳新县陶港镇梅家咀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黄寒月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上巢村水 2 号黄克明 阳新县富池镇上巢村水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舒浩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泉 2号舒克友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泉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董乐轩 阳新县高级中学 兴国镇林峰村 苏琪 阳新县兴国镇林峰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刘玉锦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1刘彦高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柯煊 阳新县高级中学 兴国镇王家垴巷31-3 刘芳 阳新县兴国镇王家垴巷3 -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吴远万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茶铺村吴 0 号纪桂兰 阳新县浮屠镇茶铺村吴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明思雨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泉明廷尧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邹烈必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附 0 号邹先德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附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7 柯棋烽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文化宫路3号1单 6 室柯新兵 黄石市阳新县文化宫路3号1单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陈卓凡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陈陈新国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陈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7 王有维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上王定贵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严博毅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从大全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余东东 阳新县第一中学 洋港镇潮坑村三组 余显得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潮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2 石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谷保村洪 0 号石则仁 阳新县王英镇谷保村洪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陈敬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龙 1 号陈绪兴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龙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郭霖炜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居 1 号柯火霞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居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陈宁晗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1陈中伟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肖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辛肖本林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叶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叶家垅路0李会明 阳新县兴国镇叶家垅路0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袁贝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胜 1 号袁坚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胜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7 尹美星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新屋村黄 1 号尹合海 阳新县王英镇新屋村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刘柯秀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官庄村六刘道邦 阳新县龙港镇官庄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3 萧可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龙肖绪坚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龙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1 周玉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金 2 号周升灿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金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8 陈慧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兴 5 号6栋 1 室黄海霞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兴 5 号6栋 1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陈婧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罗彩红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徐穆妃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夏雪云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桥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明晓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太明正礼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欧阳治文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白沙居委 1欧阳高长阳新县白沙镇白沙居委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黄博文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西黄加喜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尹曼曼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王 1 号尹家槐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王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9 王钰铃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王志村墩 0 号王义宏 阳新县浮屠镇王志村墩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3 郑羽昕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文化宫路3郑玉和 阳新县兴国镇文化宫路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9 林细景 阳新县英才中学 军垦农场山林大队乐家 3 号柯火红 黄石市阳新军垦农场乐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4 张学敏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白岭村四组 柯兰芳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白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1 柯良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东柯尊山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黄欢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 2 号黄亚琼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垴居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宋菁菁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桃花泉居委会虎山新村1 号宋军 桃花泉居委会虎山新村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8 李殊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桥 3 号李斌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桥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明炜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姜明道志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姜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洪语骎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现代城D 栋柯艳荣 阳新县兴国镇现代城D 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5 邓霖祺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熊刘小静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邢倩萍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儒 2 号邢太柏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儒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黄依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三眼井居 1 号黄炎 阳新县兴国镇三眼井居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蔡亚棋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森 0 号蔡祖安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森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成亚棋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马成传纯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马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0 郑铮蕾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车郑激流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车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陈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五 1明秋风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五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赵逸欣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3 号 6 室赵才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3 号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5 蔡清华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杨 1 号蔡庸法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杨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汪睿熙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兴国镇五马坊正街52五邵艳 兴国镇五马坊正街52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尹炫苏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学晚二巷1号尹建军 阳新县兴国镇学晚二巷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王书妍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高王晓栋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高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石舒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潘 4 号石俊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潘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0 陈怡宁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1 号9栋1单 3 室陈良华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1 号9栋1单 3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明诗诗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泉明廷杰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刘文慧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尖峰村刘元坤 阳新县黄颡口镇尖峰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0 明萌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西明廷旺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6 胡鹏程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胡政村2组胡爱东 阳新县枫林镇胡政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4 何鑫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长圳村大何祥贵 阳新县枫林镇长圳村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孔德毫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钟山村荻湖七组孔令根 龙港镇钟山村荻湖七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胡海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白沙镇红星村胡二组5号胡际胜 阳新县白沙镇红星村胡 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程丹丹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燕程良君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成兰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高黄村三组 成良芳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高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陈荧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 9 号赵三女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陈南思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泉陈绪章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陈冰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南山村十一组 陈敬刚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9 张可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官庄村二组 张远文 龙港镇官庄村二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7 张如婷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一 3 号张绪元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一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杨海燕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何杨敦云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何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3 袁梦敏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白袁知景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白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杨雯慧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浮屠镇进中村杨太组 杨裕怀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余妞妞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余丙亮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熊晶晶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排市镇下容村南岭组 熊自臣 排市镇下容村南岭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吴华绘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洋港镇燕窠村八组1号吴作芳 洋港镇燕窠村八组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邱秋紫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隔王丽娟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9 姜子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四 5号姜孝兴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四 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5 周芝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大道北385号 周理文 阳新县阳新大道北38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1 郑金龙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子郑昌佟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子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罗慧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红 2号柯晃霞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红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9 刘富杭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木港镇田畈村 刘恒友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邹晓敏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王英镇附坝村南山梁一 0 号邹生明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附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1 冯瑞林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新伍四军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3 邢平玉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浮屠镇荻田村新屋二组0邢宏文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新 0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7 戴隆佚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排市镇陈山村土库组 戴希仿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陈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5 柯梦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枫林镇白田村 柯火金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白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石文池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王英镇东山村 石则信 黄石市王英镇东山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黄柯晴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兴国镇山川台居委会 黄鹏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马雅雅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白沙镇高椅村一组14号马先武 阳新县白沙镇高椅村一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贾晓敏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赛 4 号贾贤杏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赛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3 柯贤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枫林镇白田村下口组 柯尊龙 枫林镇白田村下口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郑晓燕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向 1 号郑正志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向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柯佩彤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枫林镇月朗村柯家组 柯亨江 阳新县枫林镇月朗村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明灿灿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西戴月霞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西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方欣彤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农场 2 号赵方林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农场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秦真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秦村下 0 号秦性和 阳新县浮屠镇下秦村下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5 郑易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舒郑建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舒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明金慧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排市镇石坑村陶家庄组明平志 阳新县排市镇石坑村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1 张昊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山海村二张友波 阳新县太子镇山海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何思琦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兴国镇太垴村杨柳铺1 号何秀平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太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柯子铉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1陈新水 阳新县陶港镇五龙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5 李晴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排市镇河北村岑田畈太 2 号李国家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河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4 刘子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邱村三刘小波 阳新县龙港镇石邱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程远亮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下堰村一冯霞玉 阳新县大王镇下堰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5 乐文婷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大明尾萍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黄乐乐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 3蔡华霞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 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王润瑶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 朱春连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刘星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下刘高文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刘熙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居委刘娟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钟昆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垴颈铺1 号钟志祥 阳新县军垦农场垴颈铺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汪文慧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荆头山农 6 号汪为德 黄石市阳新县荆头山农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8 郭邦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大桥铺村郭西龙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欧阳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塘晚村下 8 号欧阳才泉阳新县浮屠镇塘晚村下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肖孟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阮家畈村肖本忠 阳新县富水镇阮家畈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陈加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枫树村 陈迪生 阳新县大王镇枫树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3 严东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 0严正坤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 0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黄一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林岩村六黄汉林 阳新县富池镇林岩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郭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郭家垅村邓余英 阳新县富水镇郭家垅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8 徐恩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下徐勋海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7 马蕴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5 号柯志英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曹雯雯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东山村曹 1 号曹峰 阳新县浮屠镇东山村曹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郭巧炎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姜福村下明风娇 阳新县三溪镇姜福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3 董耀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老木垅一董进 阳新县兴国镇老木垅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樊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陶港镇陶兴大道30号樊启正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陶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梁莉敏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潘祥村天 4 号梁师胜 阳新县白沙镇潘祥村天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0 陈慧茹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上袁彩凤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钟露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富池村六钟军 阳新县富池镇富池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伍文灯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军伍淑朋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7 陈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村石 1 号陈绪坤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村石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何雨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桃花泉居委会陵 2 号何兆品 阳新县桃花泉居委会陵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张丽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茗山村五舒柳青 阳新县龙港镇茗山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徐新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龙徐维发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龙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3 尹彦彬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王英村桑 2 号骆春莲 阳新县王英镇桑麻墩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王婉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郝矶村楚 1 号王许生 阳新县富池镇楚江1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李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李 5 号李相旺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李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0 梁美钰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黄塘村万 2 号梁德胜 阳新县白沙镇黄塘村万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8 柯慧玲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莲花村十柯常才 阳新县大王镇莲花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7 黄玉兰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左家铺 1 号黄光松 阳新县韦源口镇左家铺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徐缘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富川家苑徐新准 阳新县兴国镇富川家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倪佳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泉丰村王 4 号倪世合 阳新县王英镇泉丰村王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刘梦雅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华道村刘 7 号刘松柏 阳新县浮屠镇华道村刘 7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1 刘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下庄村四刘耀国 阳新县枫林镇下庄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钟梦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五钟瑞军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曹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下海村六曹正伟 阳新县大王镇下海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石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白石教义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白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黄如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下黄朝云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5 徐亚玲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太子居委徐新良 阳新县太子镇太子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4 韩子轩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韩家山村 3 号韩斗杰 阳新县白沙镇韩家山村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3 梁天赐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黄 7号梁传利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黄 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2 李灵芝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银山村李李朝兴 黄石市阳新县银山村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罗铵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七谈喜爱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7 陈志由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桂圆村1 组陈世良 阳新县洋港镇桂圆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张慧玲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毛张召银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5 费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济桥村济 1 号费新耀 阳新县太子镇济桥村济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4 刘文静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半壁山农场半壁刘进贵 阳新县半壁山农场半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3 钟驰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三钟道贵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1 成高高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山成传财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山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李雨蔓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石壁寺路 2 号李祥瑞 阳新县兴国镇石壁寺路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谭凯琦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2蔡水芳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程芊芊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六程正武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0 李隽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港东村李 1 号李发庆 阳新县大王镇港东村李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吴炫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龙山新村1 号吴风伟 阳新县兴国镇龙山新村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6 王淑琴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陶港镇上徐村石盘王组0 号王能健 陶港镇上徐村石盘王组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陈茜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火车站路3陈世煌 阳新县兴国镇火车站路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黄雨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湖田村太黄雷锋 阳新县枫林镇湖田村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王思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路2号 1 幢1单 2 室樊爱玉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路2号 1 幢1单 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徐伟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阳辛村四杨先长 阳新县富水镇阳辛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0 陈梦丽 阳新县第一中学 兴国镇文化宫92号 陈敬安 兴国镇文化宫92号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石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高椅村老 7号石江水 阳新县白沙镇高椅村老 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姜卓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张家垴居 2张淑琳 阳新县兴国镇张家垴居 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肖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河东村五组 成青霞 龙港镇河东村五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刘清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林上村四刘会猛 阳新县龙港镇林上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5 黄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大洪村六黄锡华 阳新县太子镇大洪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柯柳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下柯于季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3 柯雨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兴国镇山川台正街5 柯三军 兴国镇山川台正街5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2 谈晶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小严平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车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明诗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黄冲村 明道琪 阳新县三溪镇黄冲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0 成玲芳 阳新县第一中学 木港镇学诗村观水组 成传国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学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柯安妮 阳新县第一中学 洋港镇居委会洋港中学柯贤林 洋港镇居委会洋港中学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徐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路5石裕旺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路5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余思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彭山村余 3号余登贵 阳新县兴国镇彭山村余 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6 袁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兴 2 号 3 栋3单 6 室袁慎柏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兴 2 号 3 栋3单 6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5 马琪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梁兴大道1 号马哲义 阳新县白沙镇梁兴大道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4 阮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用录村八 4 号阮英才 阳新县兴国镇用录村八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汪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沙村村一汪海军 阳新县富池镇沙村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成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石成忠坚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袁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袁袁观云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柯晴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羊柯兵华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9 李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花李美友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花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8 廖恒萱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 1刘建华 阳新县桃花泉居委会下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廖恒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居委会桃 1刘建华 阳新县兴国镇居委会桃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李沁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莲花社区余掌 阳新县兴国镇莲花社区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吕温星 阳新县第一中学 兴国镇城东新区良荐村 4号吕和国 兴国镇城东新区良荐村 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刘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姜 3 号刘山林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姜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3 张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荆头山农 3 号张振中 黄石市阳新县荆头山农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黄冉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潘桥街1号马秋桃 阳新县白沙镇潘桥街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冯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新街村冯 6 号冯会文 阳新县王英镇新街村冯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柯乔乔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 1 号柯于刚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9 舒婷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大坜村七舒朝阳 阳新县龙港镇大坜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7 李璋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大道3 号 1 栋4 室成彩霞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大道3 号 1 栋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余盛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3 -5号刘小燕 阳新县兴国镇儒学路3 -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明炀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石坑村白李晓玲 阳新县排市镇石坑村白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石啸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官桥村黄 1 号石裕林 阳新县兴国镇官桥村黄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3 梁丽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2 号石红琴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万彬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东万维迟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刘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林上村四组 刘道文 龙港镇林上村四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0 邹哲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4号 5栋1单 4 室邹良军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4号 5栋1单 4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陈佳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柏 2 号袁霞玲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柏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庞兼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徐 4 号庞运民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徐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7 刘久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张家垴居肖文敏 阳新县兴国镇张家垴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张文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张家垴居谈丽娟 黄石市阳新县张家垴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张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官庄村2组张远丁 阳新县龙港镇官庄村2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4 杨利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十杨道山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3 邢楠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银山村邢 0 号石先英 阳新县兴国镇银山村邢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张雨晴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五合村新张友权 阳新县枫林镇五合村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肖文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阮家畈村肖光胜 阳新县富水镇阮家畈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0 肖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村二程叶平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9 肖冰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肖唐淼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7 王君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港程杏兰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港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汪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沙村村一汪海兵 阳新县富池镇沙村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5 罗文珍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4组罗后盛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刘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夏冲村三刘显刚 阳新县枫林镇夏冲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3 刘权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石 7组刘合杨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石 7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李紫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长林村十李细元 阳新县大王镇长林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柯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 柯美平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9 胡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港胡学好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胡祎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2王秀勤 阳新县兴国镇兴国大道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洪枫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太垴村杨 1 号洪登杨 阳新县兴国镇太垴村杨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冯晓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向录村 冯加谷 阳新县陶港镇向录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5 方梦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方林村邹方贤海 阳新县浮屠镇方林村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4 明雨晴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泉山村渣谈丽霞 阳新县排市镇泉山村渣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3 曹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下海村六曹正伟 阳新县大王镇下海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2 周现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塘堍村周 2 号周瑞兵 阳新县浮屠镇塘堍村周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1 张骏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东岳居委张伟栋 阳新县兴国镇东岳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俞杨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汪村小 4 号俞礼勇 阳新县浮屠镇下汪村小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叶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电厂57号叶祥文 阳新县兴国镇电厂5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8 熊金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下容村下 2 号熊自开 阳新县排市镇下容村下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7 邢薇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涂 2 号邢宏有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涂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肖秦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河东村三肖本国 阳新县龙港镇河东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5 肖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河东村六肖本成 阳新县龙港镇河东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4 肖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肖绪佐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3 伍丹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彭晚村北 8号伍箴合 阳新县王英镇彭晚村北 8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2 王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桥东路2号王义荣 阳新县富池镇桥东路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1 汪寒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官科村白汪宣兵 阳新县排市镇官科村白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佘姿炘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三溪街凤 1 号佘姿颖 阳新县三溪镇三溪街凤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明晓语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西山村一明平辉 阳新县木港镇西山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刘会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梅潭村石 3 号刘道金 阳新县排市镇梅潭村石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梁羽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白杨村下梁师恩 阳新县兴国镇白杨村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5 李紫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银山村李 2 号李朝海 阳新县兴国镇银山村李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李新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怀坡桥居李名江 阳新县兴国镇怀坡桥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李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七约山程春香 阳新县韦源口镇七约山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柯秀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洋港镇黄坪村四柯亨铁 黄石市洋港镇黄坪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董文靓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林峰街2号3 室董美日 阳新县兴国镇林峰街2号3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0 程晓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程法村 3 号程贤慧 阳新县黄颡口镇程法村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成艳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岩泉村二成良兴 阳新县龙港镇岩泉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陈志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冲 1 号陈世禄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冲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7 陈梦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下栈村六陈绪国 阳新县洋港镇下栈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6 陈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崩山村七陈绪清 阳新县洋港镇崩山村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5 蔡慧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四蔡克树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柯婉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花王大凤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花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李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南李尚义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南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肖晓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界肖唐周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郭灵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大郭西彬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0 陈梦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1 组陈世豪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1 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黄晓晴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张黄鹊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张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肖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肖绪文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陈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学 4 号王景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学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刘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综合农场 4 号刘道锋 黄石市阳新县综合农场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5 江克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江李小珊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郭梦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4 号郭军 阳新县兴国镇山川台居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3 陈沙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龙 4组刘雪花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龙 4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2 窦晨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6 号程丽娟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郝菲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郝 5 号郝国顺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郝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0 汪润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汪 9组汪海滨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汪 9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柯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兴国镇银山村柯家堍组柯美泉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杨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徐柳芳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明亚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河北村黄 4 号明平龙 黄石市阳新县河北村黄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6 王娟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王崇村三曹玉兰 阳新县大王镇王崇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5 骆敏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孟演村二骆训锋 阳新县富水镇孟演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4 舒文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球舒克友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球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朱曼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朱 5 号朱耀忠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朱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江盼盼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碧贾莉群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谈际兴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里湖村邓桃花 阳新县兴国镇五里湖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张小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新 3 号张治国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新 3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9 柯诗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五 1黄春蓉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五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8 俞佳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宝塔湖路全爱群 黄石市阳新县宝塔湖路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李灵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程彩霞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肖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富肖唐忠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陈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星潭村星 2 号陈仕火 阳新县龙港镇星潭村星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3 成家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马成传先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马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邢薇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荻 0 号郭秋芳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荻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1 徐婷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阳辛村四徐赐仲 阳新县富水镇阳辛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0 明红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石陈梅花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9 程倩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公 9 号程良照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公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8 周梦晴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石 4 号周平民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石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7 章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5 号唐英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5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6 成婷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岩肖年青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岩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5 李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贵湾村二曹菊花 阳新县大王镇贵湾村二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4 柯梦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丰台村老 7号柯礼华 阳新县木港镇丰台村老 7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3 朱梦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黄颡口朱辉 阳新县黄颡口镇黄颡口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2 王雅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7 号1单 1栋7 室王加财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7 号1单 1栋7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柯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大柯长木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大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0 柯颖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竹柯尊祥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竹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9 柯海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燕窠村四柯希华 阳新县洋港镇燕窠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8 张怡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营盘村张鹤瑞 阳新县黄颡口镇营盘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7 石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浪村长港一组1 号袁雪梅 阳新县白浪村长港一组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6 柯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综 1 号柯其光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综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张淑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山张细胜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山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3 柯子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宝柯栋梁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宝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2 肖绪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肖唐竹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陈梦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夏胡春香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夏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0 李雨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 4 号李儒照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9 杨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杨守劲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8 汪雅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汪汪祖劲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汪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7 肖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肖本道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李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李李相月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5 郑亚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附郑和禄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4 涂佳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上 0 号涂继军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上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3 王筱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郝王贤平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郝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刘靓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月刘会强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月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1 张远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6号张伟华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6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黄开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半壁山农李加兰 黄石市阳新县半壁山农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9 郑焘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下郑友国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程文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江 6组程良运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江 6组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7 洪妍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金洪先柱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6 骆梦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孟骆名作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5 成盈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三肖丽霞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4 赵子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赵赵前贤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赵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3 肖逸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肖唐合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2 方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建筑勘察鲍文华 阳新县兴国镇建筑勘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1 刘名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黄冲村刘 3号刘池松 阳新县三溪镇黄冲村刘 3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0 陈炫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泉东组 汪月娥 阳新县枫林镇泉东组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9 肖本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肖绪刚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8 马子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熊家垴居 2黄细春 阳新县兴国镇熊家垴居 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7 王佳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丰胡坤贵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6 陈欣苑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森陈从育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森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5 孙曼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大道2号 A栋 2 室孙晓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大道2号 A栋 2 室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3 沈思逸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张 2沈智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张 2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2 张梦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栗 6 号张细朋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栗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0 余露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潮陈合香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潮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9 石西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石 2 号石建华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石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8 柯薇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茶柯志健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茶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7 李子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莲李利松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莲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刘会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刘道志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5 虞丹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居委虞建华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4 胡冉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新胡坤玉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3 蔡紫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蔡 6 号蔡乾林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蔡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2 王雪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 3王定柳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 3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1 肖本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肖绪金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0 陈紫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官 8 号陈绪强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官 8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9 邢菁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滑 2 号邢廷煌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滑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孙丹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漆孙鹏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漆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7 曹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南门街1 号曹中平 阳新县兴国镇南门街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6 黄湘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上巢村水 2号黄来发 阳新县富池镇上巢村水 2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4 李昱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富川街1 号李祥汉 阳新县兴国镇富川街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3 刘志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四刘会江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四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2 王思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北山村东 6 号王贤垚 阳新县木港镇北山村东 6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1 李子健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校场路气程小峰 阳新县兴国镇校场路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0 张振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付山村雷张绪启 阳新县排市镇付山村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9 刘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大畈村大 9 号刘高准 阳新县枫林镇大畈村大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8 程玉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碧湖村三程旺来 阳新县太子镇碧湖村三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7 陈欢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下桥村新陈世生 阳新县排市镇下桥村新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6 刘依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辛田村六刘鹏飞 阳新县龙港镇辛田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5 舒欣欣 阳新县第一中学 太子镇舒垅村六组 黄银光 阳新县太子镇舒垅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4 柯超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上王爱芳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3 秦钰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五珠村秦 4号秦观庆 阳新县白沙镇五珠村秦 4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2 柯雅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莲花村八柯常桂 阳新县大王镇莲花村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1 王赛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王文村王 2 号王庐山 阳新县王英镇王文村王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0 刘会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林上村 刘道丙 阳新县龙港镇林上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明钰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上仕房5号鲍娇 阳新县军垦农场上仕房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8 何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十刘小燕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十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陈朵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洋陈迪杰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洋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6 邓紫浠 阳新县第一中学 浮屠镇山泉村上新落二 0 号邓乾富 浮屠镇山泉村上新落二 0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5 王晓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老 1 号王义顺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老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4 钟欢欢 阳新县第一中学 军垦农场樟树下16号钟志坚 阳新县军垦农场樟树下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3 刘欣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白杨中学 1号刘道忠 阳新县兴国镇白杨中学 1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2 李欣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居委李军 阳新县兴国镇陵园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1 张丹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铁铺村龙 1 号张先开 阳新县排市镇铁铺村龙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0 陈童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陈宝村一陈新春 阳新县大王镇陈宝村一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9 石婧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熊家垴居 7石大港 阳新县兴国镇熊家垴居 7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8 涂希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山川台居涂志鸿 黄石市阳新县山川台居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7 李晓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八李名富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八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6 吴世巍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华潭村 2 号吴江涛 阳新县军垦农场华潭村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尚佩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兴 9 号尚友华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兴 9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3 张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六张有利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六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2 刘恒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胜家咀村刘春龙 阳新县陶港镇胜家咀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21 张清芳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石张友志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刘叶子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世刘海军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世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8 陈雅琦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坳陈绪利 阳新县洋港镇坳上村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7 马月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月马哲兵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月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2 罗青青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 罗平 黄石市阳新县 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7 周文丽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周松槐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6 周满佳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棋盘村 1 号周庭清 阳新县韦源口镇棋盘村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8 谢志薇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公和村谢 5号潘菊兰 阳新县白沙镇公和村谢 5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88 石艳丽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谷 9号石教军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谷 9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6 刘志权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门刘合虎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5 刘一新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冠塘村刘 2 号刘富华 阳新县三溪镇冠塘村刘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70 柯文韵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居委柯希敏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居委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60 曾佑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仓下村曾曾垂兴 阳新县木港镇仓下村曾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52 张雯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东岳居委 1李水仙 阳新县兴国镇东岳居委 1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7 肖雨渲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张冬爱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5 伍烨烨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田村大 1 号伍齐平 阳新县王英镇大田村大 1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5 石义芳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六房村石教凤 阳新县黄颡口镇六房村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34 石博文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济石家胜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济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5 柯微华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金河村上柯昌权 阳新县木港镇金河村上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00 陈敏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村彭 2 号陈新良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村彭 2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99 陈敬晖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隧洞村铜 4 号陈绪勇 阳新县王英镇隧洞村铜 4 号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11 桂卫清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杨刘淑芳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杨国家专项计划
22420222****49 陈子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下陈承知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下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6 王洋洋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横王松树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横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32 张友诚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太张绪永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太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6 骆钰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7组骆传德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7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64 邹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附坝村新 2 号邹治树 阳新县王英镇附坝村新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9 汪敏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下汪祖明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下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2 石福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王桥新村2 号石义兴 阳新县陶港镇王桥新村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2 柯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树柯尊华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1 柯玄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金河村何 1 号柯尊平 阳新县木港镇金河村何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9 柯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周柯希明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周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05 蔡志韬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大雅村委蔡美志 阳新县富池镇大雅村委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02 黄林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路吕红英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路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01 周现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汪 4 号周瑞杰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汪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00 刘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森 1 组9 号刘合理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森 1 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94 李如涛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钟山村上塔一组李相斌 龙港镇钟山村上塔一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92 何锦弘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汪源村新何贤桃 阳新县枫林镇汪源村新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67 张福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茗山村四张友军 阳新县龙港镇茗山村四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8 张友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下坑三组张绪刚 阳新县龙港镇下坑三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7 张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十张绪煦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十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6 袁一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蔡 0 号袁观所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蔡 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0 伍润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良畈村十伍利华 阳新县富池镇良畈村十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6 汪子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棠汪宣柏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棠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5 汪子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居委朱晓玉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居委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1 石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十八折村 8 号石俊杰 阳新县浮屠镇十八折村 8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0 彭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彭晚村东 2 号彭易明 阳新县王英镇彭晚村东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38 潘隆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兴祖村林 1 号潘世贵 阳新县白沙镇兴祖村林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36 刘志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门楼村一刘道武 阳新县龙港镇门楼村一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34 梁剑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8号梁传林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8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33 李长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李远松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32 李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大林村李 6 号李栋 阳新县白沙镇大林村李 6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31 李文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汪李儒坤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汪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9 李国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四李尚学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四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8 柯于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巢门村柯 5 号柯美政 阳新县白沙镇巢门村柯 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5 柯芯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金竹尖茶卢彩莹 阳新县龙港镇金竹尖茶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3 柯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墩 6 号柯于录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墩 6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2 黄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汪武颈村 2 号黄开华 阳新县白沙镇汪武颈村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9 胡新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胡政村四胡开河 阳新县枫林镇胡政村四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7 何衍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港北组 何兆志 阳新县枫林镇港北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1 程时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碧湖村一程良柱 阳新县太子镇碧湖村一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07 石义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添胜村4组石轻 阳新县王英镇添胜村4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05 胡一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胡胡坤敢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胡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01 柯子巍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下彭村老柯勇 阳新县木港镇下彭村老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97 柯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沙地村6组柯昌盛 阳新县洋港镇沙地村6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96 许守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金龙村马 2 号许良胜 阳新县白沙镇金龙村马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95 骆盈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孟演村三骆碧胜 阳新县富水镇孟演村三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93 邓紫柔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新 0 号邓坤周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新 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91 吴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花塘村吴王锦萍 阳新县枫林镇花塘村吴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9 许守隆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金 3 号罗彩云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金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7 石兆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王文村添 0 号周林芳 阳新县王英镇王文村添 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6 王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王曙村二王希平 阳新县富池镇王曙村二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5 刘梦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殊溪村 张银春 阳新县富水镇殊溪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3 邢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上 0 号邢梦林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上 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2 邓乾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镇长 4 号邓学来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镇长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1 张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毛张召银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毛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76 徐瑞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上庄村一徐新湖 阳新县太子镇上庄村一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72 陈睿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石陈祥杰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石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70 陈敬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岩泉村五陈绪武 阳新县龙港镇岩泉村五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69 骆名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一骆传灯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一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67 石亚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沙镇枫树下村石云组1 号石先雄 阳新县白沙镇枫树下村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64 张国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梧桐村十祖为久 阳新县富水镇梧桐村十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62 王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老 7 号阮福元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老 7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60 黄炆沥 阳新县第一中学 枫林镇湖田村太平冲组黄治高 枫林镇湖田村太平冲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9 郭志雄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郭家陇村郭庆会 阳新县富水镇郭家陇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7 梁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石 1 号刘丽芳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石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6 陈前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石溪村石 7 号陈迪树 阳新县木港镇石溪村石 7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5 向熔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向 3 号向功谷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向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4 邓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 邓坤均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3 刘合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五李丽霞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五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30 陈世火 阳新县第一中学 木港镇学诗村陈家组 陈新州 木港镇学诗村陈家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7 吕义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沙镇吕广村吕五组9号吕绍团 白沙镇吕广村吕五组9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66 马可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马 1 号曹琴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马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38 李依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四李国轻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四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6 刘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汪 0 号刘富阳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汪 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0 骆训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渡骆名荣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渡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0 王亚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老屋村老王华锋 阳新县太子镇老屋村老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03 陈梦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黄坪村七余细爱 阳新县洋港镇黄坪村七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94 陈世淼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进 6 号陈新河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进 6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93 徐梦烁 阳新县第一中学 洋港镇沙地村六组 徐新林 洋港镇沙地村六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4 刘栋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黄 5 号刘名国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黄 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0 董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董余村董董泉启 阳新县排市镇董余村董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7 陈晓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泉 1 号陈世森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泉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2 王鑫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老 2 号王贤刚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老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32 成思铭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高黄村十成传通 阳新县龙港镇高黄村1 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7 袁振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河头屋 1 号袁慎富 阳新县军垦农场河头屋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5 袁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尤袁慎兰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尤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3 袁怀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河头屋袁慎兵 阳新县军垦农场河头屋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8 马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新星村柏 2 号马汉平 阳新县白沙镇新星村柏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7 罗锦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同斗村六 1 号罗义 阳新县白沙镇同斗村六 1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5 刘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丘村二刘道福 阳新县龙港镇石丘村二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08 柯进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沿冲村八胡秋莲 阳新县枫林镇沿冲村八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98 赵云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港赵前军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港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95 余文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一余显照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一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93 肖焰匀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新街居民四肖绪栋 阳新县龙港新街居民四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92 肖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官庄村三组 陈建华 阳新县官庄村三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90 潘中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沙镇潘祥村六房054潘会寿 白沙镇潘祥村六房054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6 梁雅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朱华村隔 3 号梁志文 阳新县白沙镇朱华村隔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5 李儒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7组李名灯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7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4 李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上 5 号钟水青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上 5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2 费安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源口镇茅村小区费细兵 阳新县源口镇茅村小区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76 陈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仓下村太陈君文 阳新县木港镇仓下村太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61 万文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横溪村万 0 号贺望秋 阳新县王英镇横溪村万 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5 李名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张李丁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张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1 柯善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泉山村林柯于文 阳新县排市镇泉山村林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8 郑和雄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吉山村郑郑安学 阳新县木港镇吉山村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2 郑和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八郑刚强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八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4 叶龙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塘堍村叶 4 号叶作义 阳新县浮屠镇塘堍村叶 4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3 鄢文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泉口村四鄢明胜 阳新县洋港镇泉口村四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99 明佳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泉山村渣 2 号明平兴 阳新县排市镇泉山村渣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4 陈涛 阳新县第一中学 王英镇法隆村陈家湾 陈华平 王英镇法隆村陈家湾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2 李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洪桥村洪 2 号刘晨 阳新县太子镇洪桥村洪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9 成仁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上曾村八组 成焕林 龙港镇上曾村八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3 彭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团林村杨 6 号彭建国 阳新县王英镇团林村杨 6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77 成紫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排港村排成忠玉 阳新县木港镇排港村排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71 冯物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颡口镇沙港村三组 冯志刚 黄颡口镇沙港村三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69 徐慧玲 阳新县第一中学 太子镇上庄村四组 徐细江 太子镇上庄村四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7 刘昱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程法村刘细华 阳新县黄颡口镇程法村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2 胡学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港胡家将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港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6 柯尊焱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下栈村三柯昌荣 阳新县洋港镇下栈村三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09 刘恒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三刘元长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三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04 董文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周通村平 7 号董才刚 阳新县浮屠镇周通村平 7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4 许灵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团 0 号许良平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团 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2 祖守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梧塘村十祖为剑 阳新县龙港镇梧塘村十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1 李润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六李名海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六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1 刘烟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月台村十组 刘道开 龙港镇月台村十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35 张冰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七肖细娥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七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2 郭佳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大桥铺村8组郭衍才 阳新县龙港镇大桥铺村8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87 赵炜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王 3 号赵英强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王 3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6 舒浩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泉 2号舒克友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泉 2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63 黄雨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湖田村太黄雷锋 阳新县枫林镇湖田村太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7 肖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河东村五组 成青霞 龙港镇河东村五组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5 黄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大洪村六黄锡华 阳新县太子镇大洪村六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4 柯柳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下柯于季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下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2 谈晶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小严平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车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1 明诗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黄冲村 明道琪 阳新县三溪镇黄冲村 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3 汪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沙村村一汪海军 阳新县富池镇沙村村一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2 成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石成忠坚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石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1 袁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袁袁观云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袁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0 柯晴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羊柯兵华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羊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39 李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花李美友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花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31 冯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新街村冯 6 号冯会文 阳新县王英镇新街村冯 6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3 梁丽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2 号石红琴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2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0 汪润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汪 9组汪海滨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汪 9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20 柯颖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竹柯尊祥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竹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9 柯海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燕窠村四柯希华 阳新县洋港镇燕窠村四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05 郑亚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附郑和禄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附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04 涂佳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上 0 号涂继军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上 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73 蔡紫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蔡贤 6 号蔡乾林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蔡贤 6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60 张振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付山村雷张绪启 阳新县排市镇付山村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9 刘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大畈村大 9 号刘高准 阳新县枫林镇大畈村大 9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54 柯超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上王爱芳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上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46 邓紫浠 阳新县第一中学 浮屠镇山泉村上新落二 0 号邓乾富 浮屠镇山泉村上新落二 0 号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22****11 桂卫清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杨刘淑芳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杨高校专项计划
22420281****12 柯星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金牛镇祝铺村民委员会 5号柯昌松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祝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11 黄钰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茗山乡黄湾村三重湾1 号黄开问 黄石市大冶市茗山乡黄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8 汪少敏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茗山乡上 3 号汪向前 黄石市大冶市茗山乡上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5 黄家怡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金山店镇 1 号黄开礼 黄石市大冶市金山店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2 余知阳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罗桥村老 4 号余学军 大冶市灵乡镇罗桥村老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1 杨铮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刘仁八镇 9 号杨裕立 黄石市大冶市刘仁八镇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0 熊志才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保安镇沼熊自平 黄石市大冶市保安镇沼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39 辛维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上 7号辛华光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上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1 吕晓曼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大箕铺镇凤凰村吕相升 大冶市大箕铺镇凤凰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11 姜慧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堰 1 号吴青香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堰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10 纪子娟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大庄村罗 2 号纪军华 大冶市灵乡镇大庄村罗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4 黄巧薇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茗山乡京 3 号黄朝旺 黄石市大冶市茗山乡京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1 胡文娟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优先 1 号胡学国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优先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98 郭银鹤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陈贵镇天郭西军 黄石市大冶市陈贵镇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92 陈熠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畈陈村港 3 号陈迪训 黄石市大冶市畈陈村港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82 袁园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西畈村西 3 号袁辉林 大冶市金牛镇西畈村西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81 余顺财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雷畈村民 1 号余松海 大冶市金牛镇雷畈村下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80 余俊青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张河村介余广林 大冶市灵乡镇张河村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73 肖松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蓝天物流 肖国民 大冶市蓝天物流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71 吴翔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湖月色 吴正东 大冶市金湖月色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63 唐妍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西畈村复 0 号唐区银 大冶市金牛镇西畈村复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55 卢佳辉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沈畈村上 1号卢俊峰 大冶市金牛镇沈畈村上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8 刘天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保安镇金环小区刘树林 大冶市保安镇金环小区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5 柯金奎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观山路嘉和国际柯光明 大冶市观山路嘉和国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13 吴宇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涂家垴镇天山村孟湾2 号吴浩 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12 吴思思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灵乡镇张河村吴湾15号吴和林 黄石市大冶市灵乡镇张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8 王锦霞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陈贵镇王祠村王伯仁湾6 号王红军 黄石市大冶市陈贵镇王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4 漆文泽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金牛镇宴公村漆家湾 漆见清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2 毛文怡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灵乡镇毛铺村毛百世湾3号毛盛繁 黄石市大冶市灵乡镇毛 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99 李梦琼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灵乡镇张河村介文李湾2 号李靖 黄石市大冶市灵乡镇张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97 柯叶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金牛镇袁铺村老鸦泉柯5 号柯春辉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袁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96 柯铭洙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金牛镇袁铺村老鸦泉柯柯贤桥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94 柯栋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灵乡镇枫桥湾柯风桥湾3 号贺调宝 黄石市大冶市灵乡镇枫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93 姜彬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刘仁八镇下纪村王家洞姜四海 黄石市大冶市刘仁八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84 侯丽芳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箕铺镇大箕铺大道北3 号姜月英 大冶市大箕铺镇大箕铺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78 陈雨轩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保安镇永光村清河堂西 7 号陈剑兵 黄石市大冶市保安镇永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76 邹瑞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鄂王城大 6 号熊爱梅 大冶市金牛镇鄂王城大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73 张胜州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胡铁村杨 2 号张进元 大冶市金牛镇胡铁村杨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69 袁炼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堰口村袁 3 号吴春华 大冶市金牛镇堰口村袁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68 余锦澜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贺桥村贺 9 号 3 号余延兴 大冶市金牛镇贺桥村贺 9 号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67 尹则钧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茗山乡朱山村细 7号尹朋林 大冶市茗山乡朱山村细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62 徐枫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龙潭村细 5 号徐海林 大冶市金牛镇龙潭村细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59 吴科君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大箕铺港边村柏 9号吴远波 大冶市大箕铺港边村柏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52 马文晴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殷祖镇洪口村马 3 号马祥 大冶市殷祖镇洪口村马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51 刘祖建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屏峰村刘 5号刘训洲 大冶市金牛镇屏峰村刘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8 刘富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毛铺村上 0刘建波 大冶市灵乡镇毛铺村上 0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6 李江莲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西畈李村 8组6号李道生 大冶市灵乡镇西畈李村 8组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5 柯志超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风亭村柯 1 号柯新华 大冶市灵乡镇风亭村柯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4 柯正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还地桥镇燎原村 4 号柯胜广 大冶市还地桥镇燎原村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3 柯文康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风桥村柯 2 号柯凤华 大冶市灵乡镇风桥村柯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35 胡绚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鄂王城村 9号阚海堂 大冶市金牛镇鄂王城村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34 胡琴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胡铁村民胡育碧 大冶市金牛镇胡铁村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33 胡晶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高河村胡 1号胡旭 大冶市金牛镇高河村胡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31 冯海杰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上冯 5 号冯加明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上冯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8 陈鑫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山店镇长山村 1 号陈江胜 大冶市金山店镇长山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6 陈顺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栖儒 7 号陈友国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栖儒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5 陈书恒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泉波村陈 2 号陈兴业 大冶市金牛镇泉波村陈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1 周炜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大泉 2 号周雄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大泉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9 肖镐哲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金山店镇 6号肖正干 黄石市大冶市金山店镇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3 卢丛俊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沈 1 号徐传英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沈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90 黄镕妍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还地桥镇下畈村 1 号黄志刚 大冶市还地桥镇下畈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89 黄琳锋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茗山乡京 3 号黄恒俊 黄石市大冶市茗山乡京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88 黄畅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茗山乡学堂村黄 6号黄俊杰 大冶市茗山乡学堂村黄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87 胡章臣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胡 2号胡展智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胡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83 程柯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茗山乡大鲁村程 5 号程正雄 大冶市茗山乡大鲁村程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79 陈佳文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陈贵镇矿山村细 5号0 室陈祖送 大冶市陈贵镇矿山村细 5号0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77 邹昊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堰口村邹 2号邹北平 大冶市金牛镇堰口村邹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73 张倩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泉波村张 5号李金玉 大冶市金牛镇泉波村张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70 张金霞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屏 2 号张加开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屏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68 袁文豪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茗山乡袁大村袁 6 号袁君财 大冶市茗山乡袁大村袁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64 熊冰洁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风亭村熊熊敬军 大冶市灵乡镇风亭村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61 吴钗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南城畈村吴树保 大冶市金牛镇南城畈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60 吴斌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沈畈村山 9号吴晚林 大冶市金牛镇沈畈村山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59 水大鹏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晏公村民水忠文 大冶市金牛镇晏公村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56 欧阳俊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陈贵镇欧家港村欧四明 黄石市大冶市陈贵镇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52 刘玉书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港岭 5号郭庆英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港岭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51 刘洋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茗山乡柯畈村刘刘文青 大冶市茗山乡柯畈村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50 刘旭东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茗山乡九龙村刘 3 号刘会胜 大冶市茗山乡九龙村刘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7 柯可雯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下边村柯 4 号柯细春 大冶市金牛镇下边村柯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5 黄晨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还地桥镇 1 号黄朝军 黄石市大冶市还地桥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4 胡湘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胡 1 号胡春锋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胡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3 胡金果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鄂王城村 1 号胡亚军 大冶市金牛镇鄂王城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2 胡家豪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岩峰村上吴远珠 大冶市灵乡镇岩峰村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1 郭红焱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北河黄冬宝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北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35 陈金鹏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曹铺村陈陈佳兴 大冶市灵乡镇陈家晚湾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8 张鑫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张小军 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6 张倩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胜桥村张 1 号张红兵 大冶市金牛镇胜桥村张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3 袁典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陈贵镇李河村袁 2号1 室袁志水 大冶市陈贵镇李河村袁 2号1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1 熊键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胜桥村细 1 号熊祝林 大冶市金牛镇胜桥村细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19 吴远康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茗山乡学堂村吴 6号吴汉军 大冶市茗山乡学堂村吴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18 吴焱红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张河村桑吴丰林 大冶市灵乡镇张河村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13 汪博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镇 2 号汪定松 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11 欧阳蒙恩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陈贵镇欧 3 号王美英 大冶市陈贵镇欧家港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10 吕波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陈贵镇李河村吕吕业朋 大冶市陈贵镇李河村吕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7 刘鑫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岩峰村岩 1 号刘立志 大冶市灵乡镇岩峰村岩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6 刘俊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茗山乡柯畈村刘 1 号刘水兵 大冶市茗山乡柯畈村刘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1 黄河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鄂州市梁子湖区东边朱黄开德 鄂州市梁子湖区东边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93 但小康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 3 号但汉林 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2 王茂隆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堰口村王 4 号胡竹香 大冶市金牛镇堰口村王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1 柯子斌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大泉 7号柯国兴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大泉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37 饶佳瑶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刘仁八镇岩山村 4 号0 室万金宝 大冶市刘仁八镇岩山村 4 号0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36 皮祉乐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还地桥镇驾虹村 2 号皮解佳 大冶市还地桥镇驾虹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6 余孟亲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陈贵镇三根祠村余光辉 大冶市陈贵镇三根祠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5 王羽芊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 6号王巍祥 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3 黄咸龙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田垅 8 号黄中华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田垅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31 邹沁媛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堰口村邹 1 号熊金连 大冶市金牛镇堰口村邹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6 袁婷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堰口村袁 3 号吴春华 大冶市金牛镇堰口村袁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77 蔡蔚婷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陈贵镇余洪村蔡 1 号蔡其林 大冶市陈贵镇余洪村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76 左丽萍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枫桥村左 1 号左立国 大冶市灵乡镇枫桥村左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75 周宇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刘仁八镇秦垴村 9 号周国清 大冶市刘仁八镇秦垴村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70 袁朝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大箕铺镇袁家咀 1 号1 室袁观友 大冶市大箕铺镇袁家咀 1 号1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69 余娴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馨汇花园3栋1单 3余茂林 大冶市金牛镇馨汇花园3栋1单 3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68 余露露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殷祖镇南昌村余 1 号余佳 大冶市殷祖镇南昌村余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67 叶紫怡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胡胜村叶 9号叶志刚 大冶市金牛镇胡胜村叶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64 徐丽君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徐桥村徐 4 号张菊珍 大冶市金牛镇徐桥村徐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60 卫锶锶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茗山乡袁大村卫 1 号卫书刚 大冶市茗山乡袁大村卫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58 王彩玲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祝山村王 2 号王国华 大冶市金牛镇祝山村王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54 秦文彬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殷祖镇高墙村大 3 号赵秋梅 大冶市殷祖镇高墙村大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52 刘芷嫣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港背 3 号刘元华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港背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9 刘莉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刘仁八镇刘文武 2 号刘元松 大冶市刘仁八镇刘文武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8 刘晨宇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还地桥镇松山村 3 号刘志香 大冶市还地桥镇松山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6 李语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西畈李村 4 号李治江 大冶市灵乡镇西畈李村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5 李健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优先 2 号李炳华 大冶市金湖办事处优先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4 柯莲意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袁铺村下 1 号柯锦明 大冶市金牛镇袁铺村下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2 姜逸飞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胡胜村姜 2 号柯春容 大冶市金牛镇胡胜村姜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40 纪子仪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大庄村罗 2 号纪军华 大冶市灵乡镇大庄村罗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38 胡焰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 1 号胡其法 鄂州市梁子湖区太和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36 杜思琦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保安镇芦咀村芦 3 号杜定民 大冶市保安镇芦咀村芦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34 邓紫怡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曹铺村邓 2 号邓新建 大冶市灵乡镇曹铺村邓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33 陈志宇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陈贵镇天台山村 3 号何良芬 大冶市陈贵镇天台山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32 陈世霖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保安镇牛山村白 1 号杜夭竹 大冶市保安镇牛山村白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9 朱薇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舒安乡嗣 1 号朱庆华 武汉市江夏区舒安乡嗣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5 张洁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祝张传启 黄石市大冶市金牛镇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4 余乐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镇 1 号袁凤霞 鄂州市沼山镇沼山村余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1 吴敏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岩峰村山 5 号母亲 大冶市灵乡镇岩峰村山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20 吴玲玲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大庄村杨 1号吴涛 大冶市灵乡镇大庄村杨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18 吴荟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袁铺村吴 6 号吴远祥 大冶市金牛镇袁铺村吴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17 吴繁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沈畈吴村沈畈吴 2号父亲 大冶市沈畈吴村沈畈吴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16 王有程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保安镇枫林村下 1 号王红亮 大冶市保安镇枫林村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14 万婷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南城村万 2 号万金安 大冶市金牛镇南城村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13 涂征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高河街4号涂猛 大冶市金牛镇高河街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10 谈清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茗山乡九龙村大 1号谈云亮 大冶市茗山乡九龙村大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9 宋伟俊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陈贵镇 父亲 黄石市大冶市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5 卢钰洁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沈畈村卢 1 号卢永强 大冶市金牛镇沈畈村卢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4 卢钰纯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沈畈村卢 1 号卢永强 大冶市金牛镇沈畈村卢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3 刘震宇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镇刘建勋 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1 刘萍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湖街道办事处 1 号父亲 大冶市金湖街道办事处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00 李思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灵乡镇西畈李村 3 号李建新 大冶市灵乡镇西畈李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99 李盼盼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东风农场东沟闸李科化 大冶市东风农场东沟闸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98 雷兰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高河村 林春香 大冶市金牛镇高河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97 柯彤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罗家恰办事处桃 2 号父亲 大冶市罗家恰办事处桃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96 柯栋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山店镇朝阳村 2 号父亲 大冶市金山店镇朝阳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95 姜雨兰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胡铁村民 1 号姜耀祖 大冶市金牛镇胡铁村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93 纪冰冰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灵乡镇大庄村杨仙里湾2 号胡娟 大冶市灵乡镇大庄村杨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90 黄海俊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陈贵镇李河村 陈中荣 大冶市陈贵镇李河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89 黄芳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大冶市保安镇芦 2 号黄治祥 黄石市大冶市保安镇芦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87 胡莎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胡铁村胡 3 号胡世豪 大冶市金牛镇胡铁村胡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83 甘萍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金牛镇官阁村甘 1 号甘红曙 大冶市金牛镇官阁村甘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82 董锦鹏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还地桥镇走驹村董家庄 2 号董杰 黄石市大冶市还地桥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81****81 曹莹莹 湖北省大冶市第二中学 大冶市大箕铺曹家堍村 1组马凤娇 大冶市大箕铺曹家堍村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5 刘合送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月 7组刘会良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月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6 肖翔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 4组肖建军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4 肖龙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阮家畈村肖本文 阳新县富水镇阮家畈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3 肖城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阮家畈村肖龙坤 阳新县富水镇阮家畈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9 陈隆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上陈世友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0 赵晓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龙赵恢章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0 胡婉君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陶港镇向录村上马小区3 号胡际富 陶港镇向录村上马3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5 陈春晖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白沙镇三房村一组 陈新国 阳新县白沙镇三房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7 石阳锐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平 1 号刘红花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平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9 马哲煌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白沙镇珠林村马彩东组0 号杨彩琴 白沙镇珠林村马彩东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0 柯羊羊 阳新县高级中学 枫林镇刘冲村上塘一组柯友猛 枫林镇刘冲村上塘一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3 伍熳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三溪镇军林村中木林组伍正义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2 王晴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大王义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8 童颖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童光平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1 柯文静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木港镇丰台村丰台组 柯美能 阳新县木港镇丰台村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6 陈世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泉 1 号陈新友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泉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8 伍文飞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军伍辉民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6 刘富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枫 8号刘恒胜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枫 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5 张燕芝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陶张金华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3 袁晓铭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袁家垅 2 号袁观武 阳新县军垦农场袁家垅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0 程子健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上 1 号程时泉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上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3 柯善禄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木港镇丰台村塘下组 柯于文 木港镇丰台村塘下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7 孙光泽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贺 1 号孙奉蜀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贺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7 孔凡鑫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九孔现才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6 蔡卓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毛 0 号蔡庸振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毛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1 乐庸松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田西村田 9号刘勤芳 阳新县三溪镇田西村田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4 曹中超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大港村三曹祥秋 阳新县大王镇大港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2 王志成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湋源口镇王细勇 黄石市阳新县湋源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0 刘康伟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丘村一刘建国 阳新县龙港镇石丘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7 陈文帅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陈堡村四陈宏树 阳新县太子镇陈堡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3 程子辉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庄村五组程庆 阳新县大王镇庄村五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2 蔡明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陶港镇程法村古楼山2 号蔡容高 陶港镇程法村古楼山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9 邹成雨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胡政二组邹圣财 阳新县枫林镇胡政二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6 何康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刘冲村下何新建 阳新县枫林镇刘冲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0 柯一俊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栗林村双柯尊山 阳新县枫林镇栗林村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9 游相栋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墩福村游 4 号游海军 阳新县白沙镇墩福村游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7 贾玉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宝塔湖路贾再树 黄石市阳新县宝塔湖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8 孔德智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星孔令兴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2 王贤进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玉王义林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7 邱骏明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隔 5 号邱永友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隔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1 邹恬恬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高桥村园邹生权 阳新县三溪镇高桥村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6 李鹏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玉晚村太 0 号李雁 阳新县浮屠镇玉晚村太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5 璩婷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青曹香莲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4 陈煊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泉 6 号陈新汉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泉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3 王加安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沙 4 号王贤稳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沙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2 伍锦祥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彭伍箴亚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9 汪青松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沙 1 号汪孝为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沙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8 柯昌政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杨柯愈国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6 柯友坤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胡 1 组柯善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胡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4 石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石清村石 5 号石义华 阳新县白沙镇石清村石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9 王炼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排港村下 1 号王贤诗 阳新县木港镇排港村下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7 柯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木刘细霞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9 刘煜群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综刘鑫俊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综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6 张思思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龙 3 号张丙洋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龙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2 成凯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田 1 号成家财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田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8 孔祥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孔孔凡明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1 卢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滑石村横 2 号孟志君 阳新县兴国镇滑石村横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6 曹庭基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金曹茂代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4 刘棒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下 1 号董归飞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下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0 何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刘冲村下何秀成 阳新县枫林镇刘冲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8 程彬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三程用勤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7 王梦婷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伯 1 号王全银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伯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5 郑安凯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玉郑传明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2 王桦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石塘村厅王贤斌 阳新县枫林镇石塘村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1 明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排汪琴秀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0 燕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七约村陈保生 阳新县黄颡口镇七约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4 明廷顺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下桥村后明平胜 阳新县排市镇下桥村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8 王志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乐家垄王贤江 阳新县军垦农场乐家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4 李颖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港 1 号李治国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港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5 邢子悦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西邢廷山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3 石建兵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石教义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1 黄锡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大洪村旧刘元梅 阳新县太子镇大洪村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0 阮绪锋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龙门村粑 3 号阮恢法 阳新县陶港镇龙门村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9 张公德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良 （2）组张会建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良 （2）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6 舒畅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灯 1 号舒全光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灯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4 马从普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月星村六 6 号马耕田 阳新县白沙镇月星村六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2 陈伟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公陈敦金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公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0 陈志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桂 7组陈绪耀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桂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9 陈子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下陈承知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7 汪训治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汪家垅村 汪祖松 龙港镇汪家垅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3 罗程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公和村罗 3号罗后礼 阳新县白沙镇公和村罗 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1 柯梦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湖柯昌生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湖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8 洪苑博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金龙村洪 1 号洪登来 阳新县白沙镇金龙村洪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5 徐晓萌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徐纯宏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4 王天乐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王 2 号李丽芳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王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3 罗雅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金 1 号罗显卫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2 陈榆丽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进 8 号周桂香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进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0 肖晴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村一肖本景 阳新县龙港镇龙港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6 何燚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长何秀来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5 骆训征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渡汪兰香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4 郝本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栗 2 号马艳红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2 肖志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 1组肖绪炎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 1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9 柯智盛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湖何火桂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湖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7 成厚群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 成纯江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5 石焕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街十八折村樊玉枝 阳新县浮屠街十八折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4 明钟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姜 5 号明廷锋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姜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3 侯安康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官 5号金彩云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官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0 陈敬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隧洞村铜 5号陈绪康 阳新县王英镇隧洞村铜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9 邱蜜娟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 1 号邱昌全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7 孔令辉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荻湖村七组 孔祥胜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5 刘星缘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枫 0 号刘修权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枫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4 邢国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浮屠镇荻田村港东584号邢宏世 浮屠镇荻田村港东58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9 石教彬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白 2 号方儒梅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白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8 吴正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燕窠村四鄢龙青 阳新县洋港镇燕窠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6 徐显栋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万 1 号徐世冲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5 佘诚诚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王佘松林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1 赵恢煌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中 0 号赵克旭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中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9 余航梦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程余水朋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8 徐美焕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水徐文斌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3 阮雯丽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王桥村阮 5 号阮绪林 阳新县陶港镇王桥村阮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5 刘玲烨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 。刘洋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4 柯晓钦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柯志刚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2 周恒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周通村新 0 号周现文 阳新县浮屠镇周通村新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0 陈莹莹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汪 0 号陈世金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汪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6 杨炼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杨守溪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4 陈细武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竹 5号陈世春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3 胡家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吉 6号胡运富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吉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9 漆豫婷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五漆后登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8 骆纤崖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渡骆训猛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6 杨烨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龙陈守娥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3 杨强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居民六组刘晓玲 阳新县龙港镇居民六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2 乐雯婧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木林村木 9 号李金宝 阳新县三溪镇木林村木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6 王洋洋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横王松树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1 陈迪欢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黄坪村十陈敬得 阳新县洋港镇黄坪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0 贾贤翔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龙门村5组8 号明冬香 阳新县陶港镇龙门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7 费美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毛坪村费 1 号费寿加 阳新县王英镇毛坪村费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2 张友诚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太张绪永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1 肖颖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辛 7 号肖唐仁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辛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9 陈烩炫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东 0 号陈祖雪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东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8 刘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梅 6号刘道平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梅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7 陈逸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二陈敬余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4 陈文泉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五柯美花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3 明越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排市镇洛元村石井组 明廷富 排市镇洛元村石井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0 李智博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公桥村李李朝文 阳新县浮屠镇公桥村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7 明遥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下桥村新明廷柏 阳新县排市镇下桥村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5 杨露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杨杨高峰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4 陈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恒陈建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2 尹龙希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王英村桑 6号尹传律 阳新县王英镇王英村桑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0 骆训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四骆志名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9 费灿灿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山海村上费上虎 阳新县太子镇山海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6 肖瑶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官肖剑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1 柯鑫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坳头村下柯于镇 阳新县木港镇坳头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4 乐丽娟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田西村田 1号乐应云 阳新县三溪镇田西村田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2 肖亚飞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河东村二刘贤女 阳新县龙港镇河东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6 程苗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碧湖村西夏笃 阳新县太子镇碧湖村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2 李慧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李远兵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9 何瑞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仓下村下 6号何秀信 阳新县木港镇仓下村下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6 冯文康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程法村古 4号冯加奎 阳新县陶港镇程法村古 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5 王贤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郝矶村一王国胜 阳新县富池镇郝矶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3 戴梦婷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陈山村戴戴希海 阳新县排市镇陈山村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1 鲍欢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新 9号鲍义全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新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4 何锐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竹何秀中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1 柯婷婷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碧庄村柯 4 号柯长健 阳新县陶港镇碧庄村柯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2 马瑞希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冯 0 号舒思霞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冯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0 刘灿美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墩福村刘 1 号刘培文 阳新县白沙镇墩福村刘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9 谭敏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谭家畈谭朋才 阳新县韦源口镇谭家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5 王湾湾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三溪镇柏树村白门楼2 号王能南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柏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4 吴永明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士镇梧塘村1 组吴远汉 阳新县富士镇梧塘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3 邱隆威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 5 号邱昌豪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1 杨佳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杨守兵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0 张雨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洛源村下张丙奎 阳新县排市镇洛源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7 吴子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1 号吴远计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6 骆钰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7组骆传德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5 孙彬墅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贺 1 号孙伏新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贺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4 彭娟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汪 7 号彭易德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汪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2 尹运恒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泉丰村邹尹家发 阳新县王英镇泉丰村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8 李鑫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玉晚村白 0 号李名福 阳新县浮屠镇玉晚村白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6 范青煌 阳新县第一中学 浮屠镇汪佐村湖边畈6组8 号范安雄 浮屠镇汪佐村湖边畈6组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1 卢怡其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玉 5 号卢中大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玉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0 黄林雯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富池镇良畈村一组 黄朝军 富池镇良畈村一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9 陈晓慧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下陈细发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8 明文凯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西山村二明晓 阳新县木港镇西山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7 王智政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筠岭村阳张爱琴 阳新县太子镇筠岭村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6 费凯龙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樟费上元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5 袁彬成 阳新县英才中学 军垦农场河头屋村 袁慎章 军垦农场河头屋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4 柯浩 阳新县英才中学 洋港镇黄坪村六组 柯美波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2 何诗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竹何兆礼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9 舒思栋 阳新县英才中学 白沙镇巢门村红绿堍组2号舒克米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巢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8 张桦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张远胜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7 项萌萌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项家山一 1 号项紫阳 阳新县白沙镇项家山一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6 明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7 号明亮 黄石市阳新县军垦农场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4 柯善主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 邱龙芳 阳新县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3 陈细坤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吴东城村 4 号陈世启 阳新县白沙镇吴东城村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2 田正果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田 7号田绍根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田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1 柯航 阳新县第一中学 洋港镇下畈村一组 柯美钘 洋港镇下畈村一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9 袁慎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汪 5 号袁修成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汪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6 曹欣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港曹钟金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3 彭镁铃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彭 1 号彭方灯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彭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1 陈泉灵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东 0 号陈红明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白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0 柯于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下畈村五柯美强 阳新县洋港镇下畈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7 李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港东村三李晴波 阳新县大王镇港东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3 王钢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北山村东 1 号王能波 阳新县木港镇北山村东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8 张晓敏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白张远加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7 刘合榜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朝刘会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4 邹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附坝村新 2 号邹治树 阳新县王英镇附坝村新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3 朱子健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朱应村朱 0 号王定珍 阳新县陶港镇朱应村朱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9 张友豪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富山村雷张绪义 阳新县排市镇富山村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8 袁凯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袁广村袁 2 号袁训林 阳新县富池镇袁广村袁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2 吴燚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吴 9 号吴斌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吴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0 吴兴运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大林村新 2 号吴晓峰 阳新县白沙镇大林村新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9 汪敏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下汪祖明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7 谭志鑫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西山村谭谭前卫 阳新县太子镇谭家三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5 谈会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陈山村西谈运明 阳新县排市镇陈山村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3 石勇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添胜村添 6 号石柱 阳新县王英镇添胜村添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2 石福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王桥新村2 号石义兴 阳新县陶港镇王桥新村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1 潘希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潘隆权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8 毛文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周堡村毛毛俊华 阳新县太子镇周堡村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7 骆文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 骆名刚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6 骆名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中 2号骆传英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中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5 骆梦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二骆训金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4 罗森娜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吉山村三 1 号罗祖亮 阳新县木港镇吉山村三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3 刘元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林刘会付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1 刘会宾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周堡村刘道得 阳新县黄颡口镇周堡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5 李儒疆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二李名高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4 李嫚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四松村李李远银 阳新县太子镇四松村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3 李华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四李国栋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2 柯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树柯尊华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1 柯玄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金河村何 1 号柯尊平 阳新县木港镇金河村何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9 柯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周柯希明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7 胡青 阳新县英才中学 排市镇后坑村港东组 胡学礼 排市镇后坑村港东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4 费孜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凡庄村凡 3 号李爱琴 阳新县太子镇凡庄村凡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2 邓恒营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太 0 号邓乾正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太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1 程时明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官 3 号程良堂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官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6 陈晓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柏林村 2号陈世军 阳新县韦源口镇柏林村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5 蔡志韬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大雅村委蔡美志 阳新县富池镇大雅村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2 黄林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路吕红英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1 周现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汪 4 号周瑞杰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汪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5 赵浩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新 9号赵前军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新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2 何锦弘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汪源村新何贤桃 阳新县枫林镇汪源村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1 邱子恒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隔 5 号石裕芳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隔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9 朱亚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三堡村 4组2 号朱耀安 阳新县韦源口镇三堡村 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0 朱高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陶港镇朱应村朱应五组0 号朱纯禄 陶港镇朱应村朱应五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9 鄢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泵站村叶兰琳 阳新县黄颡口镇泵站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7 庞运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八湘村老庞长江 阳新县三溪镇八湘村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6 郑英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车桥村富 3号郑开和 阳新县龙港镇车桥村富 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5 肖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龙港老街居民四欧阳志川龙港镇龙港老街居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4 冯浩铭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冯冯微松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3 罗鹏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中 5组罗祖友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中 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2 李涛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大桥村一李相杨 阳新县龙港镇大桥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1 张楠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龙口村土张吉钊 阳新县兴国镇桃花泉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7 张福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茗山村四张友军 阳新县龙港镇茗山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6 伍志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田村梨彭彩霞 阳新县王英镇彭晚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3 郭子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大郭邦标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8 张友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下坑三组张绪刚 阳新县龙港镇下坑三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7 张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十张绪煦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6 袁一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蔡 0 号袁观所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蔡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1 夏缘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太平村夏启江 阳新县黄颡口镇太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0 伍润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良畈村十伍利华 阳新县富池镇良畈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7 王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长圳村四王武松 阳新县枫林镇长圳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6 汪子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棠汪宣柏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5 汪子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居委朱晓玉 阳新县木港镇木港居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1 石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十八折村 8 号石俊杰 阳新县浮屠镇十八折村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0 彭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彭晚村东 2 号彭易明 阳新县王英镇彭晚村东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8 潘隆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兴祖村林 1 号潘世贵 阳新县白沙镇兴祖村林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7 龙文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王曙镇三龙志学 阳新县富池镇王曙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6 刘志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门楼村一刘道武 阳新县龙港镇门楼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5 刘锦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凤街一组郭三元 阳新县三溪镇凤街一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4 梁剑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8号梁传林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3 李长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李远松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2 李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大林村李 6 号李栋 阳新县白沙镇大林村李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1 李文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汪李儒坤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0 李铭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富水街教陈秀芳 阳新县富水镇富水街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9 李国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四李尚学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8 柯于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巢门村柯 5 号柯美政 阳新县白沙镇巢门村柯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7 柯颖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三溪街新 1 号柯善成 阳新县三溪镇三溪街新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5 柯芯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金竹尖茶卢彩莹 阳新县龙港镇金竹尖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3 柯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墩 6 号柯于录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墩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2 黄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汪武颈村 2 号黄开华 阳新县白沙镇汪武颈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1 黄恬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林岩村六黄群义 阳新县富池镇林岩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0 黄成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下彭村排黄开者 阳新县兴国镇五马坊正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9 胡新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胡政村四胡开河 阳新县枫林镇胡政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7 何衍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港北组 何兆志 阳新县枫林镇港北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6 郭紫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立中村郭 3 号郭庆德 阳新县三溪镇立中村郭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2 邓焕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三洲村邓承伟 阳新县黄颡口镇三洲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1 程时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碧湖村一程良柱 阳新县太子镇碧湖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0 成家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马岭村一成传法 阳新县富水镇马岭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7 石义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添胜村4组石轻 阳新县王英镇添胜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5 胡一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胡胡坤敢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1 柯子巍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下彭村老柯勇 阳新县木港镇下彭村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7 柯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沙地村6组柯澜 阳新县洋港镇沙地村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6 许守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金龙村马 2 号许良胜 阳新县白沙镇金龙村马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5 骆盈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孟演村三骆碧胜 阳新县富水镇孟演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3 邓紫柔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新 0 号邓坤周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新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1 吴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花塘村吴王锦萍 阳新县枫林镇花塘村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9 许守隆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金 3 号罗彩云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7 石兆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王文村添 0 号周林芳 阳新县王英镇王文村添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6 王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王曙村二王希平 阳新县富池镇王曙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5 刘梦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殊溪村 张银春 阳新县富水镇殊溪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3 邢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上 0 号邢梦林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上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2 邓乾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镇长 4 号邓学来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镇长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1 张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毛张召银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6 徐瑞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上庄村一徐新湖 阳新县太子镇上庄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2 陈睿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石陈祥杰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0 陈敬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岩泉村五陈绪武 阳新县龙港镇岩泉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9 骆名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一骆传灯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7 石亚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沙镇枫树下村石云组1 号石先雄 阳新县白沙镇枫树下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4 张国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梧桐村十祖为久 阳新县富水镇梧桐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2 王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老 7 号阮福元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老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0 黄炆沥 阳新县第一中学 枫林镇湖田村太平冲组黄治高 枫林镇湖田村太平冲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9 郭志雄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郭家陇村郭庆会 阳新县富水镇郭家陇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7 梁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石 1 号刘丽芳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石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6 陈前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石溪村石 7 号陈迪树 阳新县木港镇石溪村石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5 向熔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向 3 号向功谷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4 邓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 邓坤均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3 邢文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涂 2 号邢宏河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涂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2 刘朦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林上村四刘合龙 阳新县龙港镇林上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1 明廷煌 阳新县第一中学 三溪镇冠塘村冠下组 明平春 三溪镇冠塘村冠下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3 刘合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五李丽霞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2 张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六张绪云 阳新县白岭村六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0 乐慧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木林村染 3 号乐建松 阳新县三溪镇木林村染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9 邢丹丹 阳新县第一中学 木港镇石溪村邢家组 邢廷俊 木港镇石溪村邢家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8 杨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杨 3 号杨先铨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杨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7 王瑞弘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高桥村风王勋和 阳新县三溪镇高桥村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5 赵子云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沙镇青山村赵景晚林 2号潘可 白沙镇青山村赵景晚林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3 王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陈 6组2 号王有能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陈 6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2 伍佳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田村大 3 号伍淑良 阳新县王英镇大田村大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1 明金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良明道开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0 陈世火 阳新县第一中学 木港镇学诗村陈家组 陈新州 木港镇学诗村陈家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2 邓乾宝 阳新县第一中学 太子镇四门村五组 费春菊 太子镇四门村五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0 郑思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朝阳村一刘转姣 阳新县龙港镇朝阳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7 吕义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沙镇吕广村吕五组9号吕绍团 白沙镇吕广村吕五组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5 余航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程法村新 0 号余水朋 阳新县陶港镇程法村新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4 刘坤坤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沙镇石和村七上组2 号刘修志 白沙镇石和村七上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3 董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青山村保董相盛 阳新县白沙镇青山村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2 曾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上增村四组 曾祥德 龙港镇上增村四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9 陈周 阳新县第一中学 洋港镇桂源村4组 陈迪龙 洋港镇桂源村4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2 何兆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刘冲村下何秀良 阳新县枫林镇刘冲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7 张秀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白岭村十一组 陈丽华 龙港镇白岭村十一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5 吴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南吴丰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4 阚绪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竹林村十阚远钩 阳新县三溪镇竹林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3 刘正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长圳村三朱文化 阳新县枫林镇长圳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0 费赛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毛坪村塘 4 号费长贤 阳新县王英镇毛坪村塘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9 杨虹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富杨敏敢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7 赵栋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森铺村上 0 号程细枣 阳新县浮屠镇森铺村上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2 姜盼盼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姜祥村二姜孝才 阳新县大王镇姜祥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0 费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广言村 4组费海正 阳新县韦源口镇广言村 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1 张梦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张 9号张德万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张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6 马可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马 1 号曹琴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马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5 何晶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竹畈村学何秀林 阳新县枫林镇竹畈村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4 石莎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平原村二 3 号柯善娥 阳新县浮屠镇茶铺村新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1 熊婷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下容村下熊孝来 阳新县排市镇下容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8 巫晓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献 3 号陈红花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献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7 王小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村北山村楼 2 号郑如意 阳新县木港村北山村楼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5 陈鹏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下 3 号陈彦安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下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4 刘溢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枫树下村 7号罗祝霞 阳新县白沙镇枫树下村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0 刘亦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坪湖林村刘建华 阳新县白沙镇坪湖林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9 陈新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塘 9 号石艳群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塘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8 李依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梧李国轻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0 金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北 2 号金承洪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北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9 谈荣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立中村谈 2号谈国权 黄石市阳新县立中村谈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6 刘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汪 0 号刘富阳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汪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4 肖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 7 号肖唐河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2 柯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南城村山柯栋亮 阳新县枫林镇南城村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1 赵子健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五 1 号赵海松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五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0 骆训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渡骆名荣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9 明平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尖峰村明道进 阳新县黄颡口镇尖峰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7 郭妮妮 阳新县第一中学 富水镇大桥铺村八组 郭庆栋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4 董美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用 6号董谊宝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用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2 宋孟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南宋伟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0 王亚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老屋村老王华锋 阳新县太子镇老屋村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9 吴远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燕吴诗风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燕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7 柯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阳新县枫林镇港下柯亨成 黄石阳新县枫林镇港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3 陈梦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黄坪村七余细爱 阳新县洋港镇黄坪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1 胡梓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白沙大道8 号胡诗彬 阳新县白沙镇白沙大道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8 王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大 0 号王忠日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大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4 陈世淼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进 6 号陈新河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进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3 徐梦烁 阳新县第一中学 洋港镇沙地村六组 徐新林 洋港镇沙地村六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2 柯婧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白 3 号柯尊敏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白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0 王安龄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益昌村益 1 号王贤模 阳新县太子镇益昌村益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8 吴兴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吴东城村 6号吴永贵 阳新县白沙镇吴东城村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7 骆俊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五骆名寿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6 赵江一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沙村村二赵金宝 阳新县富池镇沙村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5 王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筠岭村阳王振 阳新县太子镇筠岭村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4 刘栋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黄 5 号刘名国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黄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3 程时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公桥村程 0 号程良光 阳新县浮屠镇公桥村程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2 吴风晴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新吴高升 阳新县枫林镇宋新村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0 董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董余村董董泉启 阳新县排市镇董余村董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9 陈美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献陈青松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献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8 董明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下 0 号董恩钢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下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3 刘宇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林上村三刘会强 阳新县龙港镇林上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2 张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九刘细钗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0 吴子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华谭村 1 号周明艳 阳新县军垦农场华谭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8 万梦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万家村3 号万昌浪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万 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6 从其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上严村从功伟 阳新县黄颡口镇上严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3 伍仪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军林村万伍正海 阳新县三溪镇军林村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2 刘智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华道村刘 8 号刘合武 阳新县浮屠镇华道村刘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0 明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八明振义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8 冯欣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林 5 号冯美津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林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7 陈晓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泉 1 号陈世森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泉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4 刘合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七刘会信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3 郑和国 阳新县第一中学 湖北阳新县军垦农场钟 5号郑园喜 湖北阳新县军垦农场钟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2 王鑫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老 2 号王贤刚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老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1 黄金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富池林岩黄细林 阳新县富池镇富池林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0 贺志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杉木村王 8 号贺庆先 阳新县王英镇杉木村王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9 王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王曙村光 2 号柯凤英 阳新县富池镇王曙村光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8 刘丽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邱村一刘应明 阳新县龙港镇石邱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7 周火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塘堍村周 2 号周祥武 阳新县浮屠镇塘堍村周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6 王振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老屋村老王能发 阳新县太子镇老屋村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5 黄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大洪村洪黄耀峰 阳新县太子镇大洪村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4 成中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马岭村二成传忠 阳新县富水镇马岭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3 杨崇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田西村坑杨裕丙 阳新县三溪镇田西村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1 明日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石坑村下明道沈 阳新县排市镇石坑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0 李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1 组李儒良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9 梁天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1 号梁谦强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8 何衍权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木林冲组何兆桂 阳新县枫林镇木林冲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7 杨敦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森铺村下 1 号杨前银 阳新县浮屠镇森铺村下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6 柯玉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军山村柯有波 阳新县黄颡口镇军山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2 成思铭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高黄村十成传通 阳新县龙港镇高黄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0 钟学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 钟道钰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9 郑步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二郑哲敬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8 赵前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炉蔡华圆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7 袁振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河头屋 1 号袁慎富 阳新县军垦农场河头屋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5 袁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尤袁慎兰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3 袁怀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河头屋袁慎兵 阳新县军垦农场河头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0 万伟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黄冲村七万金发 阳新县三溪镇黄冲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8 马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新星村柏 2 号马汉平 阳新县白沙镇新星村柏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7 罗锦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同斗村六 1 号罗义 阳新县白沙镇同斗村六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6 陆才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路陆宏文 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湖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5 刘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丘村二刘道福 阳新县龙港镇石丘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1 李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六钟新萍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0 李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下村4组李国华 阳新县浮屠镇山下村4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8 柯进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沿冲村八胡秋莲 阳新县枫林镇沿冲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7 柯晨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崩山村5组柯翼 阳新县洋港镇崩山村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6 柯常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同斗村柯 0 号徐紫霞 阳新县白沙镇同斗村柯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4 何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官庄村七李了花 阳新县龙港镇官庄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2 鲍子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新 3 号鲍礼仕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新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0 周鸿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华 0 号周现本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华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8 赵云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港赵前军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5 余文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一余显照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4 邢景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东 0 号邢现才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东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3 肖焰匀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新街居民四肖绪栋 阳新县龙港新街居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2 肖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官庄村三组 陈建华 阳新县官庄村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0 潘中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沙镇潘祥村六房054潘会寿 白沙镇潘祥村六房054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9 潘会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上潘村新 1号潘际良 阳新县白沙镇上潘村新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8 潘朝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秦村太 0 号潘希华 阳新县浮屠镇下秦村太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7 梅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通山县慈口乡老屋村四 8 号邓坤勇 通山县慈口乡老屋村四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6 梁雅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朱华村隔 3 号梁志文 阳新县白沙镇朱华村隔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5 李儒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7组李名灯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4 李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上 5 号钟水青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上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2 费安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源口镇茅村小区费细兵 阳新县源口镇茅村小区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1 邓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巷 1 号邓乾坚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巷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8 陈少雄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土 1 号赵春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土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7 陈剑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十陈新礼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4 赵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程 0 号赵才刚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程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3 赵才任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三保村 2 号赵柏林 阳新县韦源口镇三保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1 余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董余村董余绪强 阳新县排市镇董余村董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0 杨先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牌 9号杨守伟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牌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9 杨先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八杨道生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8 徐康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九徐赐猛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2 汪文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官科村老明秋云 阳新县排市镇官科村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1 万文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横溪村万 0 号贺望秋 阳新县王英镇横溪村万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8 石义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港边村一石教路 阳新县白沙镇港边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6 倪志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上 0 号倪书豪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上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3 马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下畈村库 0马作柏 阳新县白沙镇下畈村库 0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1 马灿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土库村保 4 号马更亮 阳新县白沙镇土库村保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0 刘羿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刘寿村二刘代田 阳新县大王镇刘寿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7 梁德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平原村一 2 号梁谦武 阳新县白沙镇平原村一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5 李名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张李丁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2 孔令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荻 7组孔祥月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荻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1 柯善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泉山村林柯于文 阳新县排市镇泉山村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9 柯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树柯建昌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1 陈俊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大林村北陈茂盛 阳新县白沙镇大林村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0 陈迪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坳上村一郭金娥 阳新县洋港镇坳上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9 曹子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八祥村七曹树萍 阳新县大王镇八祥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8 郑和雄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吉山村郑郑安学 阳新县木港镇吉山村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5 张远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三张召湖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4 邹娅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王英村南 0 号邹君开 阳新县王英镇王英村南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2 郑和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八郑刚强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0 张绪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二张远加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9 张梦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五张远胜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7 余俏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六余显礼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2 邢紫云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东邢景柏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1 邢思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四 4 号邢国恋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四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0 吴勃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下吴志成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8 宋涛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南宋村南 5号宋登攀 阳新县王英镇南宋村南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6 石雅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港边村二 3 号石义琳 阳新县白沙镇港边村二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4 潘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潘龙晓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3 明艳青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山田村下明瑞名 阳新县排市镇山田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1 明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石坑村下明平华 阳新县排市镇石坑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8 马萱萱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黄 1 号马哲平 阳新县白沙镇珠林村黄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7 骆岭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孟演村四骆训剑 阳新县富水镇孟演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6 卢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上 1 号卢子书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上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5 刘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邱村二刘会帮 阳新县龙港镇石邱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2 李儒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大桥村六李名月 阳新县龙港镇大桥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1 李青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杨村凉亭组 陈合心 阳新县白杨村凉亭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0 李建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下李春玉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9 孔杏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马岭村六孔德劲 阳新县富水镇马岭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8 姜佳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潘祥村头 3 号姜孝猛 阳新县白沙镇潘祥村头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5 冯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珠垅村二冯加明 阳新县大王镇珠垅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3 程鹏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下堰村四程创生 阳新县大王镇下堰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0 陈莎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口 8号陈祥樟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口 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8 陈慧娜 阳新县第一中学 石下村四组 陈迪春 石下村四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7 曹锦宁 阳新县第一中学 大王镇集会村三组 曹祥友 大王镇集会村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3 刘林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尖峰村刘元文 阳新县黄颡口镇尖峰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1 柯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坡柯民华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0 张亚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八肖红霞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9 石紫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长 1 号石文风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长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8 韩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韩家山村韩效国 阳新县白沙镇韩家山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7 罗显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六罗克兵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4 汪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汪家垅村汪祖刚 阳新县富水镇汪家垅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2 陈涓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五合村铸陈新卫 阳新县枫林镇五合村铸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9 李咏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汪家垅村李儒洋 阳新县富水镇汪家垅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8 尹礼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高尹家启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6 徐胭脂 阳新县第一中学 通山县慈口乡茶园村二 1 号徐德主 通山县慈口乡茶园村二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5 柯霄霄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竹林村下柯尊发 阳新县枫林镇竹林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2 胡乾一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沙 5 号胡庆洋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沙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0 柯亚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黄垅村五柯亨美 阳新县洋港镇黄垅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8 陈细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五珠村保陈文豪 阳新县白沙镇五珠村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7 蔡炅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贾 6号蔡庸刚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贾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6 王佳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王英村桑王义泰 阳新县王英镇王英村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5 程双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江垅村六柯加心 阳新县大王镇江垅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3 刘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三组 刘恒军 阳新县太子镇三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2 陈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泉口村三陈锋轻 阳新县洋港镇泉口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0 余文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十余志敏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9 成文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漆 2 号成家雨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漆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8 严旭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沙港村严献良 阳新县黄颡口镇沙港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7 陈媛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口 3 号陈祥烛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口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4 张晓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茗山村五张远泰 阳新县龙港镇茗山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3 余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新街居民陈爱容 阳新县龙港镇新街居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1 潘龙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汪武颈村 1 号潘世勇 阳新县白沙镇汪武颈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9 蔡雅琴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新 7 号蔡拥华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新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6 徐鹏飞 阳新县第一中学 太子镇上庄村第六组 徐勋民 太子镇上庄村第六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4 陈涛 阳新县第一中学 王英镇法隆村陈家湾 陈华平 王英镇法隆村陈家湾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0 袁彩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袁广村袁 2 号贾春艳 阳新县富池镇袁广村袁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6 何育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水何祥林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5 伍能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团林村彦 5 号彭福云 阳新县王英镇团林村彦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3 陈叶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四陈绪良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1 成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富水镇田铺村六祖 黄美桂 富水镇田铺村六祖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9 柯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黄坪村六柯于平 阳新县洋港镇黄坪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8 柯欢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林柯发林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9 成仁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上曾村八组 成焕林 龙港镇上曾村八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3 彭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团林村杨 6 号彭建国 阳新县王英镇团林村杨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2 张吉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下坑村四组 张友秋 龙港镇下坑村四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0 陈昊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沙镇大林村下边陈组1 号陈洪明 白沙镇大林村下边陈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7 成紫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排港村排成忠玉 阳新县木港镇排港村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6 李中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陶港镇李才村李才湾1 号李名益 陶港镇李才村李才湾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2 刘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枫树下村 4 号刘修文 阳新县白沙镇枫树下村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9 徐慧玲 阳新县第一中学 太子镇上庄村四组 徐细江 太子镇上庄村四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5 周俊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周通村石 0 号周现剑 阳新县浮屠镇周通村石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3 董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周通村平 5组2 号董浩 阳新县兴国镇周通村平 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1 李长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李远松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0 郑梦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七郑传涛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9 万四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倪家村倪 0 号万莎莎 阳新县王英镇倪家村倪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8 邓沙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太 0 号邓向阳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太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7 刘昱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程法村刘细华 阳新县黄颡口镇程法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6 倪子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倪家村倪 1 号倪章明 阳新县王英镇倪家村倪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9 伍思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军林村富伍淑华 阳新县三溪镇军林村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8 孙俊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七孙宪通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5 周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华 4 号周剑峰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华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3 何灿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五合村木何兆汉 阳新县枫林镇五合村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2 胡学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港胡家将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0 柯鑫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沿冲村毛柯昌兵 阳新县枫林镇沿冲村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7 骆名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五骆传云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6 柯政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塘畔村观 1 号柯景林 阳新县木港镇塘畔村观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2 汪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新华 5 号汪大贵 阳新县荆头山农场新华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1 吴子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吴 0 号吴远明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吴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9 伍箴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新街村下 4 号蔡凤元 阳新县王英镇新街村下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6 陈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陈祠村四陈承刚 阳新县木港镇陈祠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5 徐小虎 阳新县第一中学 星潭村八组 徐显亮 阳新县星潭村八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2 阮俊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星谭村阮阮班涛 阳新县富水镇星谭村阮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8 李兆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银山村李李川 阳新县兴国镇银山村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7 梁宏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花果村梁传松 阳新县黄颡口镇花果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6 柯尊焱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下栈村三柯昌荣 阳新县洋港镇下栈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3 张晓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太张远茂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0 贾可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陶港镇赛桥村四组127号贾贤通 陶港镇赛桥村四组12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9 刘恒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三刘元长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8 陈雨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塘 2 号陈祥亮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塘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6 程金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上畈村九程正冰 阳新县洋港镇上畈村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5 杨建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 1 组杨先法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 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4 董文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周通村平 7 号董才刚 阳新县浮屠镇周通村平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3 杜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花塘村上杜尉军 阳新县枫林镇花塘村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1 贾飞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龙门村后 2 号贾希坤 阳新县陶港镇龙门村后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9 陈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恒陈新惠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恒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5 伍廉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新街村下 2 号伍仪爱 阳新县王英镇新街村下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4 王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新 7 号杨利果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新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0 吴晓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燕窠村八吴风文 阳新县洋港镇燕窠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6 梁优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土库村何 1 号马顺兰 阳新县白沙镇土库村何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5 刘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朋畈村一刘元栋 阳新县太子镇朋畈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4 许灵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团 0 号许良平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团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2 祖守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梧塘村十祖为剑 阳新县龙港镇梧塘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9 王焙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杉木村王 1 号王义勇 阳新县王英镇杉木村王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7 成家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马成良政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马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3 柯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杨柳村欧柯友安 阳新县枫林镇杨柳村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2 柯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水源村谈柯军 阳新县枫林镇水源村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1 石文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新星村柏 1 号石裕琦 阳新县白沙镇新星村柏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0 郑丽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十郑安进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9 向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向 5 号向可磊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向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7 柯金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江垅村一柯志杰 阳新县大王镇江垅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6 费申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三保村 9号费幸福 阳新县韦源口镇三保村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4 赵一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兴祖村兴 3 号赵恢泉 阳新县白沙镇兴祖村兴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1 潘盈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进中村八 6 号潘龙主 阳新县浮屠镇进中村八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8 邱灿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隔 5 号邱道庆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隔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7 柯善翔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下畈村六柯文质 阳新县洋港镇下畈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6 邓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港邓学国 阳新县浮屠镇山泉村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4 苏紫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菖湖村苏树仁 阳新县黄颡口镇菖湖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1 黄健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太黄显凤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6 石也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石 0 号石义水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石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0 邹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车前村车 3 号邹定根 阳新县王英镇车前村车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9 张远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四张召先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8 程学道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官 0 号程正顺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官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7 陈兴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七孙钦淼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4 成丽丽 阳新县第一中学 排市镇西元村成郑10号成加兰 排市镇西元村成郑10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3 柯盈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大桥村何柯细华 阳新县枫林镇大桥村何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9 邹先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丫吉村邹邹治豪 阳新县三溪镇丫吉村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4 何润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刘冲村下何育学 阳新县枫林镇刘冲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1 熊奎 阳新县第一中学 王英镇国和下泉村 熊先树 王英镇国和下泉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0 王安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石 4号王贤银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石 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8 李婷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下容村谈 1 号李儒仁 阳新县排市镇下容村谈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7 刘永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林峰路龙刘修志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大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4 郭圣权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郭家垅村陈元英 阳新县龙港镇郭家垅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0 李文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三李相淼 阳新县排市镇上王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9 潘嘉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秦村太 9 号潘希法 阳新县浮屠镇下秦村太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8 祖思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梧塘村十祖国平 阳新县龙港镇梧塘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3 谈乐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车梁村一谈中华 阳新县洋港镇车梁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2 柯义 阳新县第一中学 枫林镇白田村周垅组 柯贡枝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1 明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明 1 号明廷华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明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0 汪顺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汪家垅村汪祖锐 阳新县富水镇汪家垅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9 江文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石井柯村江显华 阳新县太子镇石井柯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7 柯芷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水源村下柯华 阳新县枫林镇水源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6 邢催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涂 0 号邢宏金m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涂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5 陈馨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南陈利兵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4 赵灵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陈赵克风 阳新县三溪镇龙泉村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3 蔡舒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森铺村蔡 9 号蔡江平 阳新县浮屠镇森铺村蔡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0 侯安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官塘村喉咙组0 号侯国生 阳新县官塘村喉咙组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9 曹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下海村3组曹海轮 阳新县大王镇下海村3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8 柯金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泉塘村柯柯愈河 阳新县排市镇泉塘村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4 陈文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公桥村东 0 号陈敦堂 阳新县浮屠镇公桥村东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2 柯梦莹 阳新县第一中学 枫林镇五合村王要组 柯亨凤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9 郑慧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灯郑自国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6 陈超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法隆村陈 8号陈国柱 阳新县王英镇法隆村陈 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4 秦滋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五珠村秦付什2组1 号秦性右 阳新县五珠村秦付什2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3 周诗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周 3 号周瑞谷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周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2 谢先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排港村谢谢守敬 阳新县木港镇排港村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1 冯加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沙港村 2 号冯美贞 阳新县黄颡口镇沙港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0 柯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柯 4号柯有栋 阳新县白沙镇舒畈村柯 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9 黄玉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韦源口镇尧治村对门3号黄锡谊 韦源口镇尧治村对门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8 费煜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凡庄村凡 8 号费有松 阳新县太子镇凡庄村凡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7 陈馨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江垅村二周广霞 阳新县大王镇江垅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5 胡梦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胡玉村五组 胡元华 阳新县胡玉村五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2 陈超 阳新县第一中学 枫林镇古岭村分水塘组陈绪发 枫林镇古岭村分水塘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9 马钰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土库村何马金安 阳新县白沙镇土库村何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8 彭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卢 0 号彭方松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卢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7 张友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茗山村五张绪钦 阳新县龙港镇茗山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6 王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石塘村港柯翠珍 阳新县枫林镇石塘村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5 陈佳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周堡村 2 号陈文俊 阳新县黄颡口镇周堡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4 柯常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石井柯村柯有福 阳新县太子镇石井柯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2 蔡泽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毛坪村三 1 号蔡庸成 阳新县王英镇毛坪村三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5 邱婷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程 7 号邱永枝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程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4 陈迪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新湖村六陈敬江 阳新县木港镇新湖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6 刘姣姣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龙港镇门楼村一刘合茂 黄石市龙港镇门楼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4 王菲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半王定良 阳新县三溪镇横山村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1 袁怀意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河头屋袁慎法 阳新县军垦农场河头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1 陈敬赟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坳陈绪军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7 汪昭桦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吕 9号汪宣茂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吕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9 舒智明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大舒美财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5 谈太锟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车谈滦华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0 邢婷婷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周邢廷银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9 邢成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荻朱玉娇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荻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6 李灿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玉李于江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3 张烨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白张远界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8 尹传原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白杨村 尹合杰 阳新县三溪镇白杨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6 程正鹏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月 0 号程时林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月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4 刘杰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四刘道来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8 邓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三洲村邓承弟 阳新县黄颡口镇三洲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4 朱从锡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东朱忠强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3 郑志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十郑伟和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9 余荣鹏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五余显诗 阳新县洋港镇潮坑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8 伍紫梦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杨 3 号伍淑兰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杨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7 汪家乐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汪家垅村徐爱勤 阳新县富水镇汪家垅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4 谈荣鑫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十谈际发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3 石教宇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长 7 号柯和正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长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2 潘明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巢门村潘 5 号潘龙荣 阳新县白沙镇巢门村潘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9 刘思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长林村五刘元本 阳新县大王镇长林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7 刘会舒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殊溪村殊 1 号刘道玉 阳新县富水镇殊溪村殊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6 刘富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长林村一刘安全 阳新县大王镇长林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3 李名钢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万家村远 7 号焦雪满 阳新县排市镇万家村远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2 李海洋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十李名干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1 黎同水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黎 1 号罗田心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黎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0 华炎洲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月朗村神华先财 阳新县枫林镇月朗村神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7 费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梁玉兰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6 陈政学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五陈世杰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5 陈杨刚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泉口村一陈前玉 阳新县洋港镇泉口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4 陈南其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学陈祥昆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2 陈绘阳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五陈世杰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1 蔡文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新 4 号蔡庸权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新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6 陈烨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六陈敬孝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5 郑一鸣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郑 0 号郑凯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郑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4 郑露露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七郑传海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3 张政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 张友刚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2 袁紫晴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袁 0 号袁修富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袁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1 袁安琪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袁 0 号樊东玉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袁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7 邢献龙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中 9 号邢国锋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中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6 谢笑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公和村谢 1 号谢进义 阳新县白沙镇公和村谢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4 王有财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中王志兵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1 孙泽忠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七孙章城 阳新县龙港镇石下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6 彭芷萱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彭 5 号彭易琼 阳新县王英镇蔡贤村彭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1 李鹏程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中庄村四李中良 阳新县大王镇中庄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0 李梦芳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德夫村四李于贵 阳新县太子镇德夫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9 李晶晶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长林村十李细乾 阳新县大王镇长林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8 柯尊焜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坳上村新柯发昌 阳新县枫林镇坳上村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3 柯鹏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上柯昌松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9 何贤荣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汪源村瓦何衔猛 阳新县枫林镇汪源村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4 程时才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下堰村一程良林 阳新县大王镇下堰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2 陈彤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潘桥乡金 0 号陈新荣 阳新县白沙镇潘桥乡金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1 陈佳成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陈陈世锦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0 曾俊翔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东山村新 4 号乐应勤 阳新县兴国镇东山村新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6 钟学博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日钟道璋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1 邢国火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 7 号邢宏水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6 王欣怡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王 2 号王友松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王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6 马滢滢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下畈村大 2 号马作文 阳新县白沙镇下畈村大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2 刘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枫树下村 2 号刘恒华 阳新县白沙镇枫树下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1 刘梦影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河刘元猛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9 刘合炜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进中村刘 4 号蔡华香 阳新县浮屠镇进中村刘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4 乐建荣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朱应村乐 4 号乐庸录 阳新县陶港镇朱应村乐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3 乐彬彬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东山村新 5 号乐进宝 阳新县浮屠镇东山村新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3 郭庆金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大桥铺村郭邦武 阳新县富水镇大桥铺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5 周芷怡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周通村石 0 号周细华 阳新县浮屠镇周通村石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4 周文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华 0 号周丰宾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华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3 郑文希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六郑建平 阳新县富水镇车桥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2 郑瑞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向录村向 1 号郑安海 阳新县陶港镇向录村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6 谢婉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公和村谢 2 号谢良才 阳新县白沙镇公和村谢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4 马佳慧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泵站村 1 号马哲钢 阳新县黄颡口镇泵站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3 罗志鑫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同斗村六 2号罗光勇 阳新县白沙镇同斗村六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0 刘道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门楼村九刘应礼 阳新县龙港镇门楼村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4 郭奕成 阳新县英才中学 湖北阳新县三溪镇车前王丽 湖北阳新县三溪镇车前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0 方冉冉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方林村边 0 号方统文 阳新县浮屠镇方林村边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6 陈光雄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洞下村六陈前圣 阳新县洋港镇洞下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4 蔡汉文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森铺村新 1 号蔡季安 阳新县浮屠镇森铺村新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0 张远钢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鲤鱼海 5 号张友亮 阳新县韦源口镇鲤鱼海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8 张建辉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下坑村三张吉安 阳新县龙港镇下坑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4 肖龙卫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界肖本义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2 王林峰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王桥村大 9号王贤进 阳新县陶港镇王桥村大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1 汪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官塘村塘汪祖闲 阳新县排市镇官塘村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7 石康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新星村火 9号石教树 阳新县白沙镇新星村火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4 邱美玲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军山村 2号邱永存 阳新县黄颡口镇军山村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7 骆顺礼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1号骆名钟 阳新县富水镇渡口村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6 骆名炜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骆 1 号骆传龙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骆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3 李长春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玉晚村白 9 号李名富 阳新县浮屠镇玉晚村白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8 柯达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湖田村湖柯希海 阳新县枫林镇湖田村湖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7 柯超群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贺洞村何柯志华 阳新县木港镇贺洞村何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5 黄新航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坳上村黄黄朝盛 阳新县枫林镇坳上村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4 黄俊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径源村黄新良 阳新县韦源口镇径源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5 方亚铃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森铺村竹 7 号方国庆 阳新县浮屠镇森铺村竹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2 陈铃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陈堡村一陈洪越 阳新县太子镇陈堡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1 陈继宗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三房村三 6号陈新和 阳新县白沙镇三房村三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9 刘会丰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官刘道和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8 董作富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墩董克龙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4 周瑞泓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下周理槐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1 张凯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茶张友国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9 余俊杰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镇三余正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6 邢国发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邢宏生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4 肖芳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肖本严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9 王小东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碧王全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8 吕鉴钰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吕吕才相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吕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6 刘元灿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门刘合晃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5 刘润徽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长刘正金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4 刘静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枫林镇大畈村 刘亚红 黄石市枫林镇大畈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9 柯燈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竹柯尊全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8 柯斌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柯正富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7 江曼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江克勇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6 侯文玲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巢侯安亮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7 程映杰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石程良永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0 张鸿涛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龙张金华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3 夏梦琪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良夏智民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4 程宇彤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公 8 号程良军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公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2 王能斌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红山村鄢刘霞枝 阳新县排市镇红山村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7 周会乐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横溪村老 1 号周平怀 阳新县王英镇横溪村老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3 谈荣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车谈会群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8 潘施吉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潘祥村六 2 号潘中华 阳新县白沙镇潘祥村六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4 谈锋锋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八谈际龙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0 李志微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七李首华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4 邓紫彤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三洲村邓承福 阳新县黄颡口镇三洲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2 邓博洋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五王利平 阳新县富水镇星潭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7 陈绪钢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六陈世良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4 陈飞玲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六柯群花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0 余贞贞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潮 6组余显兰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潮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7 赵炜锋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王 3 号赵英强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王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9 倪紫杰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倪家村倪 8 号倪书兴 阳新县王英镇倪家村倪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8 饶钎钎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上余村饶饶先怀 阳新县三溪镇上余村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6 张远畅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碧山村二 2 号张召健 阳新县陶港镇碧山村二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3 赵彩霞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中 0 号赵克高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中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6 鲁文恒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新屋村鲁 1 号鲁敦柳 阳新县王英镇新屋村鲁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5 刘兆康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石和村尤 1 号刘源仁 阳新县白沙镇石和村尤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6 舒浩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泉 2号舒克友 阳新县白沙镇山口村泉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2 胡智情 阳新县高级中学 木港镇石溪村中龙组 胡龙华 阳新县木港镇石溪村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7 胡晓丽 阳新县高级中学 木港镇石溪村 胡光松 阳新县木港镇石溪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6 陈雨萱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五陈绪灯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5 吴窠敏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燕窠村1 组吴远炳 阳新县洋港镇燕窠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3 戴燃 阳新县高级中学 太子镇官路村上戴 戴从 阳新县太子镇官路村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8 俞萍 阳新县高级中学 浮屠镇下汪村俞家堰小 1 号俞礼财 浮屠镇下汪村俞家堰小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0 柯科 阳新县高级中学 浮屠镇下屋村龙船头八 1 号柯鹏林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龙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7 张珊珊 阳新县高级中学 排市镇王垴村口头36号张远泉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口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6 洪梦婷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1 组洪汉胜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2 朱壁玉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南宋村 蔡星 阳新县王英镇南宋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9 曹萌萌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八祥村 王梅 阳新县大王镇八祥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7 夏桂菊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尖峰村 罗细香 阳新县黄颡口尖峰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4 刘恒涛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石 0 号刘江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石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5 陈鸿星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进陈守林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9 叶文欣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塘叶作海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7 石锐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 1 号石细生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0 刘道柏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森 8 号刘应金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森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0 柯毅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下柯于洪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2 陈国靓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坳上村二陈敬开 阳新县洋港镇坳上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7 王有维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上王定贵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1 严博毅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从大全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2 石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谷保村洪 0 号石则仁 阳新县王英镇谷保村洪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9 柯彩玲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墩 6 号柯于棋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墩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2 明晓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太明正礼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2 黄博文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西黄加喜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1 李钊 阳新县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岑 2 号李儒全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9 蔡思思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四蔡定日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1 尹曼曼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王 1 号尹家槐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王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2 李嘉怡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李李更喜 阳新县浮屠镇汪佐村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1 梅光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三溪上余村 梅前文 阳新县三溪镇上余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8 鲍立雯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田西村 鲍义强 阳新县三溪镇田西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4 张学敏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白岭村四组 柯兰芳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1 柯良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东柯尊山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2 蔡亚棋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森 0 号蔡祖安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森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0 郑铮蕾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车郑激流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5 蔡清华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杨 1 号蔡庸法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杨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1 石舒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潘 4 号石俊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潘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9 明诗诗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泉明廷杰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8 马亚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白沙镇下畈村库二组2 号马从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下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6 刘文慧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尖峰村刘元坤 阳新县黄颡口镇尖峰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5 刘修缘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白沙镇墩福村刘达组 刘富西 白沙镇墩福村刘达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2 李儒里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坜上村一组 李名挥 龙港镇坜上村一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1 孔令栋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钟山村荻湖一组肖路英 龙港镇钟山村荻湖一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0 明萌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西明廷旺 阳新县排市镇王垴村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7 黄菲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汪黄开坤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4 何鑫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长圳村大何祥贵 阳新县枫林镇长圳村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3 孔德毫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钟山村荻湖七组孔令根 龙港镇钟山村荻湖七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2 何辰凤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夏冲村四何育银 阳新县枫林镇夏冲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9 程文山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湾程正强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湾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7 程丹丹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燕程良君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燕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6 杜钒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富池镇丰山村陈家湾 杜于民 富池镇丰山村陈家湾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5 成兰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高黄村三组 成良芳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3 陈文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官陈仲尼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2 陈南思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泉陈绪章 黄石市阳新县泉口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1 陈冰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南山村十一组 陈敬刚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9 张可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龙港镇官庄村二组 张远文 龙港镇官庄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7 张如婷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一 3 号张绪元 阳新县龙港镇白岭村一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6 尹雪婷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新尹合盛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3 袁梦敏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浮屠镇白浪村袁珍四组袁知景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2 杨雯慧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浮屠镇进中村杨太组 杨裕怀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1 余妞妞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余丙亮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8 熊晶晶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排市镇下容村南岭组 熊自臣 排市镇下容村南岭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5 徐日红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徐世平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4 吴华绘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洋港镇燕窠村八组1号吴作芳 洋港镇燕窠村八组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2 邱秋紫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隔王丽娟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0 潘龙志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潘 2 号潘世军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潘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1 郑金龙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子郑昌佟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子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8 严杰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颡口镇上严村6组 严献政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6 邹晓敏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王英镇附坝村南山梁一 0 号邹生明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附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3 何金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枫林镇长圳村 何秀华 阳新县枫林镇长圳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1 冯瑞林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新伍四军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3 邢平玉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浮屠镇荻田村新屋二组0邢宏文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新 0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7 戴隆佚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排市镇陈山村土库组 戴希仿 阳新县排市镇陈山村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5 柯梦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枫林镇白田村 柯火金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4 石文池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王英镇东山村 石则信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6 贾晓敏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赛 4 号贾贤杏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赛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4 何亚亚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枫林镇竹畈村 何兆开 阳新县枫林镇竹畈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1 郭晶晶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富水镇郭家垅村郭浩志 黄石市富水镇郭家垅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8 郑晓燕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向 1 号郑正志 阳新县木港镇学诗村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7 袁艺芝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袁广村袁 2 号袁荣强 阳新县富池镇袁广村袁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3 柯佩彤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枫林镇月朗村柯家组 柯亨江 阳新县枫林镇月朗村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1 明灿灿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西戴月霞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9 张倩倩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 张友华 阳新县洋港镇桂源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6 方欣彤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新国镇综合农场 2 号赵方林 阳新县兴国镇综合农场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5 秦真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秦村下 0 号秦性和 阳新县浮屠镇下秦村下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4 明金慧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石坑村陶明平志 阳新县排市镇石坑村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1 张昊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山海村二张友波 阳新县太子镇山海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8 吴远镇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畈村吴东吴风雨 阳新县排市镇畈村吴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6 王昌崎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王 1 号王能祖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王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5 李晴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排市镇河北村岑田畈太 2 号李国家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河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4 刘子豪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石邱村三刘小波 阳新县龙港镇石邱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2 柯非凡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港下村 李海霞 阳新县富池镇港下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0 程远亮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下堰村一冯霞玉 阳新县大王镇下堰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9 邱莹莹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荻田下屋村 邱龙宽 阳新县荻田下屋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2 邓全程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南邓立刚 阳新县枫林镇南城村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7 汪璐璐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富水镇汪家垅村七组 汪顺浪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4 赵柳柳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白 8组9 号赵海云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白 8组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1 陈菲菲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公桥村下 2陈敦仁 阳新县浮屠镇公桥村下 2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8 王润瑶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 朱春连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3 刘星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下刘高文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7 欧阳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塘晚村下 8 号欧阳才泉阳新县浮屠镇塘晚村下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6 肖孟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阮家畈村肖本忠 阳新县富水镇阮家畈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4 陈加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大王镇枫树村 陈迪生 阳新县大王镇枫树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3 严东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 0严正坤 阳新县黄颡口镇凤凰村 0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1 黄一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林岩村六黄汉林 阳新县富池镇林岩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0 郭灿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郭家垅村邓余英 阳新县富水镇郭家垅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6 曹雯雯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东山村曹 1 号曹峰 阳新县浮屠镇东山村曹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5 郭巧炎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姜福村下明风娇 阳新县三溪镇姜福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1 梁莉敏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潘祥村天 4 号梁师胜 阳新县白沙镇潘祥村天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0 陈慧茹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上袁彩凤 阳新县木港镇泉波村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8 伍文灯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军伍淑朋 黄石市阳新县三溪镇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4 徐新旺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龙徐维发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2 王婉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郝矶村楚 1 号王许生 阳新县富池镇楚江1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1 李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李 5 号李相旺 阳新县浮屠镇下李村李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8 柯慧玲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莲花村十柯常才 阳新县大王镇莲花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0 钟梦婷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五钟瑞军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8 曹倩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下海村六曹正伟 阳新县大王镇下海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7 石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白石教义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6 黄如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下黄朝云 阳新县枫林镇漆坊村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5 徐亚玲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太子居委徐新良 阳新县太子镇太子居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4 韩子轩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韩家山村 3 号韩斗杰 阳新县白沙镇韩家山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2 李灵芝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银山村李李朝兴 黄石市阳新县银山村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9 罗铵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七谈喜爱 阳新县洋港镇中罗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7 陈志由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桂圆村1 组陈世良 阳新县洋港镇桂圆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6 张慧玲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毛张召银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3 钟驰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三钟道贵 阳新县排市镇日清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1 成高高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山成传财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0 李隽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港东村李 1 号李发庆 阳新县大王镇港东村李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6 王淑琴 阳新县实验高级中学 陶港镇上徐村石盘王组0 号王能健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石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3 黄雨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湖田村太黄雷锋 阳新县枫林镇湖田村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7 肖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河东村五组 成青霞 龙港镇河东村五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6 刘清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林上村四陈丽萍 阳新县龙港镇林上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5 黄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大洪村六黄锡华 阳新县太子镇大洪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4 柯柳枝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下柯于季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2 谈晶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小严平 黄石市阳新县车梁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1 明诗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黄冲村 明道琪 阳新县三溪镇黄冲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0 成玲芳 阳新县第一中学 木港镇学诗村观水组 成传国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3 汪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沙村村一汪海军 阳新县富池镇沙村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2 成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石成忠坚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1 袁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袁袁观云 阳新县陶港镇上徐村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0 柯晴雯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羊柯兵华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9 李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花李美友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1 冯谊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新街村冯 6 号冯会文 阳新县王英镇新街村冯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8 方佳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通山县通羊镇沙堤村三张日生 通山县通羊镇沙堤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5 明炀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石坑村白李晓玲 阳新县排市镇石坑村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3 梁丽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2 号石红琴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宕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2 万彬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东万维迟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1 刘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龙港镇林上村四组 刘道文 龙港镇林上村四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9 陈佳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柏 2 号袁霞玲 阳新县陶港镇官塘村柏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4 杨利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十杨道山 阳新县富水镇石角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3 邢楠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兴国镇银山村邢 0 号石先英 阳新县兴国镇银山村邢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2 张雨晴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五合村新张友权 阳新县枫林镇五合村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1 肖文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阮家畈村肖光胜 阳新县富水镇阮家畈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9 肖冰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肖唐淼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7 王君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港程杏兰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港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6 汪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富池镇沙村村一汪海兵 阳新县富池镇沙村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3 刘权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石 7组刘合杨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石 7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0 柯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 柯美平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9 胡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港胡学好 阳新县排市镇后坑村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6 冯晓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陶港镇向录村 冯加谷 阳新县陶港镇向录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5 方梦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浮屠镇方林村邹方贤海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4 明雨晴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泉山村渣谈丽霞 阳新县排市镇泉山村渣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3 曹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下海村六曹正伟 阳新县大王镇下海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2 周现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塘堍村周 2 号周瑞兵 阳新县浮屠镇塘堍村周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0 俞杨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汪村小 4 号俞礼勇 阳新县浮屠镇下汪村小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8 熊金田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下容村下 2 号熊自开 阳新县排市镇下容村下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7 邢薇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涂 2 号邢宏有 阳新县浮屠镇下屋村涂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6 肖秦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河东村三肖本国 阳新县龙港镇河东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5 肖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河东村六肖本成 阳新县龙港镇河东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4 肖华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肖绪佐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3 伍丹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彭晚村北 8号伍箴合 阳新县王英镇彭晚村北 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1 汪寒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官科村白汪宣兵 阳新县排市镇官科村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9 明晓语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西山村一明平辉 阳新县木港镇西山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2 柯秀芬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黄坪村四柯亨铁 阳新县洋港镇黄坪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0 程晓蕾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程法村 3 号程贤慧 阳新县黄颡口镇程法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9 成艳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岩泉村二成良兴 阳新县龙港镇岩泉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8 陈志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冲 1 号陈世禄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冲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7 陈梦娜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下栈村六陈绪国 阳新县洋港镇下栈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6 陈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崩山村七陈绪清 阳新县洋港镇崩山村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5 蔡慧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四蔡剑锋 阳新县龙港镇坜上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4 柯婉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花王大凤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3 李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南李尚义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2 肖晓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界肖唐周 阳新县龙港镇钟山村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1 郭灵灵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大郭西彬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0 陈梦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1 组陈世豪 阳新县洋港镇胡桥村1 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8 肖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肖绪文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7 陈凡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学 4 号王景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学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5 江克龙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漆李小珊 阳新县木港镇漆桥村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1 郝菲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郝 5 号郝国顺 阳新县浮屠镇栗林村郝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0 汪润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汪 9组汪海滨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汪 9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8 杨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徐柳芳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7 明亚其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河北村黄 4 号明平龙 黄石市阳新县河北村黄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6 王娟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王崇村三曹玉兰 阳新县大王镇王崇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4 舒文艳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球舒克友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3 朱曼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朱 5 号朱耀忠 阳新县白沙镇石茂村朱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3 成家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马成传先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马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0 明红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石陈梅花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9 程倩颖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公 9 号程良照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公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8 周梦晴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石 4 号周平民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石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6 成婷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岩肖年青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岩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5 李亚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贵湾村二曹菊花 阳新县大王镇贵湾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0 柯颖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竹柯尊祥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9 柯海燕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洋港镇燕窠村四柯希华 阳新县洋港镇燕窠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8 张怡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营盘村张鹤瑞 阳新县黄颡口镇营盘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7 石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浪村长港一组1 号袁雪梅 阳新县白浪村长港一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5 张淑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山张细胜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3 柯子淞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宝柯栋梁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2 肖绪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肖唐竹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1 陈梦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夏胡春香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9 杨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杨守劲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8 汪雅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汪汪祖劲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5 郑亚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附郑和禄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4 涂佳敏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上 0 号涂继军 阳新县浮屠镇荻田村上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3 王筱箫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郝王贤平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郝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2 刘靓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月刘会强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9 郑焘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下郑友国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8 程文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江 6组程良运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江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6 骆梦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孟骆名作 黄石市阳新县富水镇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5 成盈盈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坜肖丽霞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4 赵子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赵赵前贤 阳新县浮屠镇白浪村赵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3 肖逸晗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肖唐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1 刘名辉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三溪镇黄冲村刘 3号刘池松 阳新县三溪镇黄冲村刘 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9 肖本豪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肖绪刚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7 王佳琦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丰胡坤贵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6 陈欣苑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森 1 号陈从育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森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2 张梦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栗 6 号张细朋 阳新县排市镇河北村栗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0 余露露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潮陈合香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潮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9 石西施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石 2 号石建华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石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7 李子浠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莲李利松 黄石市阳新县大王镇莲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6 刘会贤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刘道志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3 蔡紫薇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蔡 6 号蔡乾林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蔡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1 肖本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肖绪金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钟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0 陈紫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官 8 号陈绪强 黄石市阳新县陶港镇官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8 孙丹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漆 4 号孙鹏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漆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5 王璐 阳新县第一中学 白霓镇桥头村四组 王及茂 白霓镇桥头村四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3 刘志锌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四刘会江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0 张振强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付山村雷张绪启 阳新县排市镇付山村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9 刘婷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大畈村大 9 号柯葵花 阳新县枫林镇大畈村大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8 程玉洁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碧湖村三程旺来 阳新县太子镇碧湖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7 陈欢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下桥村新陈世生 阳新县排市镇下桥村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5 舒欣欣 阳新县第一中学 太子镇舒垅村六组 黄银光 阳新县太子镇舒垅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4 柯超烨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上王爱芳 阳新县枫林镇白田村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3 秦钰镮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五珠村秦 4号秦观庆 阳新县白沙镇五珠村秦 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2 柯雅乐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莲花村八柯常桂 阳新县大王镇莲花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1 王赛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王文村王 2 号王庐山 阳新县王英镇王文村王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0 刘会波 阳新县第一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林刘道丙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8 何婧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十刘小燕 阳新县龙港镇月台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6 邓紫浠 阳新县第一中学 浮屠镇山泉村上新落二 0 号邓乾富 浮屠镇山泉村上新落二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5 王晓雅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老 1 号王义顺 阳新县王英镇大湖村老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1 张丹丹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铁铺村龙 1 号张先开 阳新县排市镇铁铺村龙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0 陈童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大王镇陈宝村一陈新春 阳新县大王镇陈宝村一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7 李晓娟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八李名富 阳新县龙港镇南山村八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6 吴世巍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军垦农场华潭村 2 号吴江涛 阳新县军垦农场华潭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3 张赛 阳新县第一中学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六张有利 阳新县龙港镇茶辽村六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2 倪志丹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倪倪德云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1 张梦婷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茶张召柏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1 张清芳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石张友志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8 陈梦婷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上陈绪全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上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8 陈雅琦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坳陈绪利 黄石市阳新县洋港镇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3 肖渺男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阮肖本忙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阮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59 张样样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白陈友花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7 马月 阳新兴国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月马哲兵 黄石市阳新县白沙镇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6 李晓晓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三李相地 阳新县富水镇梧塘村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1 王彤彤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老屋村新王贤泰 阳新县太子镇老屋村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24 李艳华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浮屠镇玉晚村太 3 号李生武 阳新县浮屠镇玉晚村太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7 黄炀炀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塔时村 3 号黄平利 阳新县韦源口镇塔时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0 成志军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富水镇马岭村二成良胡 阳新县富水镇马岭村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7 周文丽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周松槐 黄石市阳新县韦源口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06 周满佳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韦源口镇棋盘村 1 号周庭清 阳新县韦源口镇棋盘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8 谢志薇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白沙镇公和村谢 5号潘菊兰 阳新县白沙镇公和村谢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92 王焱琪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进 4陈新平 黄石市阳新县浮屠镇进 4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8 石艳丽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谷 9号石教军 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谷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76 刘志权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门刘合虎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63 丁诗焱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排市镇富山村上 1号丁维松 阳新县排市镇富山村上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7 肖雨渲 阳新县英才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张冬爱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45 伍烨烨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王英镇大田村大 1 号伍齐平 阳新县王英镇大田村大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5 石义芳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黄颡口镇六房村石教凤 阳新县黄颡口镇六房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34 石博文 阳新县英才中学 阳新县太子镇济桥村济 3 号石家胜 阳新县太子镇济桥村济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11 桂卫清 阳新县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杨刘淑芳 黄石市阳新县枫林镇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222****88 冯媛媛 阳新县高级中学 大王镇子向村 冯进轻 大王镇子向村 地方专项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