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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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0117****65 胡翰林 武汉市新洲区第四中学 三店街麻铺村麻铺湾二 3 号胡兴东 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麻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95 程畅 武汉市新洲区第四中学 新洲区李集镇何程村 程新进 新洲区李集镇何程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21 章鹏 武汉市新洲区第四中学 邾城街道章兴村王家湾2号章新雷 邾城街道章兴村王家湾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25 余艺 武汉市新洲区第四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山 7-2徐海霞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山 7-2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24 陶伟豪 武汉市新洲区第四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黄 7-1号陶艳和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黄 7-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20 刘烨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新洲区邾城街钱寨村刘刘红山 新洲区邾城街钱寨村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64 周烈城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七 2 号周正华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七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60 张君妍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莲张金平 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莲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56 袁露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朱 2 号袁永忠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朱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55 喻延威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旧街利河喻六华 武汉市新洲区旧街利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54 余玥杨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双柳街马驿村四组 余爱文 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马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52 余文贝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马 5-1 -1号余双颜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马 5-1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50 叶明轩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新洲辛冲镇三合村叶家 1 号王红云 新洲辛冲镇三合村叶家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48 徐斯杰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汪集镇双 1 组2 号夏贤芳 武汉市新洲区汪集镇双 1 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44 汪梦娟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镇北村二汪绪斌 武汉市镇北村二组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40 陶欣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徐古街桃 2 号陶学文 武汉市新洲区徐古街桃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39 谭静雯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秭归县梅家河乡鲁家湾谭鑫森 秭归县梅家河乡鲁家湾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29 林思威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矮 3组6 号林建 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矮 3组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28 李伊颖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仓埠街从林村 李红梅 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26 雷思懿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邱 2组3 号邱翠萍 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邱 2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22 黄蓉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金喻世翠 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21 程颖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周程红艳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13 商梦萍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街 3 号商海山 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11 邱振洋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马 6号邱刚 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马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09 舒汝畅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辛冲镇虎 1 号郭广珍 武汉市新洲区辛冲镇虎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06 周函豫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红周敏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00 汪惠丽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冯汪绍清 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冯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84 叶欢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杨叶文咏 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65 罗馨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李集街罗罗康才 武汉市新洲区李集街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52 周阳发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 1 号周高华 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43 李佳璇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道 5 号程志容 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道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61 王吟雪 武汉市新洲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旧街街王 8组3 号王桥 武汉市新洲区旧街街王 8组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42 余娜 武汉市新洲区第二中学 余楼村余楼大湾五组5 号余志鹏 余楼村余楼大湾五组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12 吴思琪 武汉市新洲区第二中学 淋山河镇石家湾村1组2 号冯梅 团风县淋山河镇石家湾 1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10 徐定利 武汉市新洲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辛冲镇柳 3 号操荷花 武汉市新洲区辛冲镇柳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36 施恩 武汉市新洲区第四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双 5 号陈友华 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双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65 程婷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李集街西 0 号程红星 武汉市新洲区李集街西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57 汪妍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镇汪新惠 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44 刘洋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红刘端艮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25 黄佳音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绿黄江华 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20 雷梦玲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沙 1组2号雷刚 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沙 1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17 肖亚玲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潘塘街金 1 号肖金顺 武汉市新洲区潘塘街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15 陈诗琦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施 5-5陈正新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施 5-5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96 左贝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毛父亲 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89 吕梅灵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新吕新宏 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82 周乒乒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肖郭田英 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肖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81 冯媛 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中学 团风县淋山河镇王家凹 1 号王海霞 团风县淋山河镇王家凹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7****33 刘梦宵 武汉市新洲区第二中学 李集街西峰村雷家田一 0 号滕丽君 武汉市新洲区李集街西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49 方怡腾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 4 号郑春红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1 丁俊杰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华 1号丁运刚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华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8 陈文宇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经济 3号陈坤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经济 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4 李帅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街 5 号李玉平 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街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9 刘康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周 2号刘建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周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4 李伟杰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梨树湾3 号李先华 武汉市黄陂区梨树湾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2 田正天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应城市天鹅镇花堰村陶 2田群华 应城市天鹅镇花堰村陶 2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3 田宇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 3 号张红英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1 朱道喆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延 2 号朱传亮 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延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7 王志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街王梦德 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6 王童悦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王 1 号王长龙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王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0 鲁洪伟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新夏金云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新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4 刘玉琴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 1 号杜慧字 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9 叶雨婷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群 1 号程南平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群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3 魏子依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天河街有魏建新 武汉市黄陂区天河街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1 冯梦强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经济 3 号彭红霞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经济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9 卢梦玲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黄冈市黄梅县孔垅镇卢卢志华 黄冈市黄梅县孔垅镇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4 郑宇翔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郑 2 号郑南华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3 陈诚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龙巢小区陈钢 武汉市黄陂区龙巢小区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1 应明贤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镇刘芹 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3 徐冰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新 2 号徐惠成 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新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45 卢郁松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4 号陈立凡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4 兰天雯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天河街兰 1 号兰勇 武汉市黄陂区天河街兰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0 倪洋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经济 1号倪进兵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经济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7 周梦菲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石周望 黄石市阳新县排市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6 周念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街道周祥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街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5 乐子旭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 4 号乐运和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3 包玮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街 2 号包旺来 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街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6 张丞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 2 号张辉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49 张丰尹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街滠 1号张绪胜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街滠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47 王雄情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黄冈市黄梅县停前镇长父亲 黄冈市黄梅县停前镇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46 蒋欣怡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经济 1 号蒋国盛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经济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2 任俊龙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打 8 号任华威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打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5 张志勇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 1 号葛腊桂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2 焦沁怡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马 8号张小燕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马 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1 阮心怡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 2 号刘金蓉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8 潘欣怡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 1 号潘大军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0 吕曼黎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镇蔡吕云阶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镇& 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9 张莹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张陈秋咏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7 汪赛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源 1 号汪旭东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源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5 杨俊毅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孝感市应城市城北办事 2 -1万金红 孝感市应城市城北办事 2 -1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0 吴思凯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马 3 号吴文祥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马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7 李川奇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汪翠华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5 周黎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 4 号周建国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4 李云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桥李新红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3 胡辰欣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山张胡建斌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山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1 吴岩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 7 号陈冬芳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7 张歆怡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 4 号张祖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6 陈妍琪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陈凯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5 李钰乾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镇李敏 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4 喻锦喆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屈家岭管理区高湖分场 1 -1号李艳香 荆门市东宝区屈家岭管 1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2 喻新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 5 号喻天华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8 吴薇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街十王文靖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街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2 程鑫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镇车 1 号吴金婉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镇车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1 张紫漪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 1 号张万齐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0 汪飞扬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天河道1 号汪明伟 武汉市黄陂区天河道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9 彭诗漫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木兰乡刘岗村涂家田3号彭锡佑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刘 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8 郭梦玲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骆 4曾柳珍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骆 4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6 蔡佩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蔡店乡鹿角村塘蔡湾 蔡伦海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3 杨雨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前川街杨垸村杨后湾1 号王顺珍 前川街杨垸村杨后湾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2 肖萱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骆肖国志 武汉市黄陂区甘棠铺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1 宋子轩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长宋红华 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6 何耀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 4号李冬梅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 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3 朱雨晨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 3 号朱德军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1 彭一凡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大 5号彭斌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大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9 潘子瑶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镇 4 号潘利平 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镇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8 张蕾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张 1 号张振军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张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3 刘思怡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街道侯芬 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47 孙云霞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湖街道高车村 孙章和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街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9 卢孟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街茶卢金刚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街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7 陈圆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姚集镇老尔山村 陈望意 姚集镇老尔山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6 桂文希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街石李艾琼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街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3 杜玉萍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道 1 号杜家林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道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9 彭丹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蔡店乡小彭湾19-1号 彭三洪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小 1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0 陈欣瑶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木兰乡小泉山村吕家湾2 号陈立强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小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6 殷梦园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塔 2 -1号殷忠兴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塔 2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2 方瑜晖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细方元华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细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9 周畅欣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1 号周建斌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7 李木星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镇同徐彦红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0 杜基稳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经济 3 号杜汉波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经济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6 李心茹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街 4 号李仕华 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街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5 刘汉英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姚集镇车站村王家岗1 号胡金芳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镇车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4 李晶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1 号李园园 武汉市姚家集镇八角门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2 刘慧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刘光洪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1 谌宗帅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 谌恩明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9 赵欣彤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李 4 号赵华明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李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5 郭心怡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菜店街石郭跃红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2 程丽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白 2 号程家兵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白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1 潘清慧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木兰乡王湾村卢家田 董菲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0 袁凌云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静 5 号袁自力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静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5 王子莹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罗汉寺街陶田村龚家畈6 号王绪涛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3 田古来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王家河镇唐保社村大湾 7 号田胜斌 王家河镇唐保社村大湾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0 易梦莹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2号易强华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7 张玉冕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张惠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5 王昊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涂王环生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涂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4 李蕊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李李亚东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2 袁恒晨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 1 号漆海兰 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0 喻夏晖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王家河镇清河村喻达洪 武汉市王家河镇清河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45 邓汉军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大 4 号闵燕芬 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大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40 杨蓉婕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镇车杨世刚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镇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9 刘峥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1 号刘国利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8 管志欣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街下 5号管忠华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街下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6 陈恩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1 号陈金胜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4 李丹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蔡店街长岗村盛家田1 号李元发 蔡店街长岗村盛家田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3 蔡梦雅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蔡 3 -1号蔡伦华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蔡 3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1 乐涵妮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 2号黄运新 武汉市黄陂区向家咀村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0 黄敏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丁 7-1号黄福海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丁 7-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7 赵蓉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赵 7号赵小福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赵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5 肖剑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肖 2 号肖海清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肖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0 段可旭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8 号段华胜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9 韩聪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蔡家榨街铁林寨村土金汤香平 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7 陈玉莹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泉 3 号陈新习 黄石市阳新县木港镇泉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6 蔡辛怡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蔡榨镇樟树村 蔡建波 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樟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3 詹梓恒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镇曾爱霞 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镇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9 鄢晓婉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东风村鄢鄢建波 武汉市黄陂区东风村鄢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8 王梦形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黄土园王陈凤枝 武汉市黄陂区黄土园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7 王梦影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王荣阶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3 肖思洁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姚集街蔡家田2号 吴红霞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街蔡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2 刘念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2 号刘攀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9 程奕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黄石市阳新市洋港镇湾程庆华 黄石市阳新市洋港镇湾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7 邬昌哲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孝感市孝南县杨店镇铁邬礼峰 孝感市孝南县杨店镇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6 吴祖斌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 3号乐慧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 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2 潘毅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3 号吴金菊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1 罗娜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 1 号罗德瑜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0 罗祎昊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街 1 号罗守忠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街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8 杜珊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杜其元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7 喻佩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向 1 号袁丽萍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5 蒋子熙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镇蒋利军 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2 朱清萍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姚家集镇石屋山村 朱胜强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1 刘芷珊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河北师大武汉市黄陂区 1 号刘志平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0 卢思琦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4 号卢永发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9 潘正锴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 2号潘胜利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8 杨杰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镇余银 黄冈市红安县永佳河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6 陈祖豪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港 1 -1陈德防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港 1 -1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5 李锦飞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道李建波 武汉市蔡甸街道李文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4 方思康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蔡店街道方家湾46号方红平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道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1 刘天祥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红刘启军 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6 郑佳敏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木兰乡姚湾村侯家田2 号郑长丰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姚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5 许鑫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柳 5 号许玉国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柳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3 喻志成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经济 1 号黄海燕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经济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2 李恒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汉川市西江乡红卫村 李和平 汉川市西江乡红卫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0 陈思义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街 3号陈刚强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街 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8 陈正伟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街陈明锋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6 万创辉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长轩岭镇仙河村万家湾万红军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5 何舒凡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 2 号何继生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4 卢静彤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姚家集镇八角门村王家 7号胡春花 姚家集镇八角门村王家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3 王柳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3号王家胜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49 王海乐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湖农场集贸市场31号王遵清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44 刘朝阳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三里桥街道大石桥村刘刘胜国 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42 鞠桐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八 1 号鞠加兵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八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3 刘莹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街石王晓蓉 武汉市姚集街石屋山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1 张思雨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 1 号张世宏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9 裴飞扬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镇李 1 号裴宏华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镇李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2 李思琪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桥余玲丽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桥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5 陶亚丽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街 1 号陶茂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街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4 雷紫月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岭街黄雷雄利 武汉市黄陂区长岭街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3 胡佳怡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新 2 号胡新明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新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2 陈曼婷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长轩岭镇赵畈村下湾1 号陈旭明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0 陈甜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陈明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7 万展郅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三万梅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三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6 陈婉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 1号裴菊梅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2 胡涛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胡大华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6 马胜兰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马建华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3 董梦湘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镇宋方育分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镇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5 周政通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巨龙大道 1栋2单 4周建强 武汉市黄陂区巨龙大道 1栋2单 4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4 钟雨怡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街 1 号钟春国 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街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1 张鑫彪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张言阶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0 张可欣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百张建平 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百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8 叶慧芳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孝感市孝昌县白沙镇叶叶进文 孝感市孝昌县白沙镇叶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7 晏鹏飞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街 6 号晏小军 武汉市黄陂区长轩岭街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5 谢婉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横店谢易湾6号白海英 武汉市黄陂横店谢易湾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2 向倩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街郑 7 号向大新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街郑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1 夏畅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解 4 号夏光辉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解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5 孙雨蝶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镇方孙顺启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镇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4 沈可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 3 号沈远喜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3 邱欣颐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大邱湾 邱水林 武汉市黄陂区大邱湾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2 彭紫嫣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小 1 号彭胜兵 武汉市黄陂区菜店乡小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1 彭良琦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 8 号魏敏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0 彭佳琦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镇 1 号余艳华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7 柳子琪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柳贤武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4 蒋云呈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横店镇杨杨银霞 武汉市黄陂区横店镇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3 黄国庆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街 5 号黄伟 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街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2 胡舒鹏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街张爱平 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街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1 胡嘉恒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街 1号胡国齐 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街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0 胡晨曦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街五胡军清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街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9 郭涛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甸乡郭 7 号郭爱梅 武汉市黄陂区蔡甸乡郭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7 方紫瑜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板桥大道 5汪兰 武汉市黄陂区板桥大道 5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6 陈长博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街东陈年林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街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51 张子恒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张进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49 向荣微玲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街 荣小丽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街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48 罗立东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罗洪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42 陈柳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镇 7号刘友丽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镇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40 郑苗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郑少清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8 潘伟杰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 1 号潘大锋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5 罗宇薇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青凤村罗王俊玲 武汉市黄陂区青凤村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2 陈新瑜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街陈罗丽红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街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0 陈林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陈新元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1 黄雨霏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寅黄振坤 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0 黄欣妍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 5 号邹自伟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街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63 邓明胜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镇 1 号徐春梅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镇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6 何阳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黄冈市红安县上新集 何国平 黄冈市红安县上新集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35 桂洲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 3 号桂仕坤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街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2 方逸凡 武汉市汉口北高级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方 5 号方斌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方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6 张芳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源 1 号张柏安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源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1 谈海婷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孝感市大悟县丰店镇方徐漫丽 孝感市大悟县丰店镇方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20 童心怡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菜店乡李 4-1号童广进 武汉市黄陂区菜店乡李 4-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8 尹子怡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白尹利兵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白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7 卢欣彤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卢军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6 丁芮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丁 6 -1丁兵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丁 6 -1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3 陈洁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镇长 9 号陈群祥 武汉市黄陂区李集镇长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2 谌欣然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谌谌永进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11 周思颖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七周德伟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七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8 吴美佳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黄冈市红安县二程镇张吴怀红 黄冈市红安县二程镇张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7 卢京铭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 5 号卢启发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街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05 易宇航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沙 5号易小红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沙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7 李雯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街双李建新 武汉市黄陂区滠口街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4 裴爽爽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3 号彭玉霞 武汉市黄陂区姚家集镇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2 罗紫薇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研黄利林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90 葛子茹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街杜葛奇 武汉市黄陂区姚集街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9 陈旭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源王桂珍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源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83 黄贝芸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静 1号程燕燕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静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8 谢佳炜 武汉市黄陂区第三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街沈 3 号谢地欢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街沈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6****75 潘雨欣 武汉市黄陂区第二中学 武汉市黄陂区魏家田 潘治祥 武汉市黄陂区魏家田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42 陈金洋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南 6 号陈茂华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南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41 任丽珊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洞 1 号任能奎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洞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60 陈骥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东余桂华 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53 田习贵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街田先勇 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50 胡翀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金 3 号胡新龙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49 汪志赢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关 2 号汪超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关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48 陈立志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金 4 号郭秀兰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田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43 周瑞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长周福康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06 吴宝茹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长李琼洁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74 石冰倩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街陈小荣 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72 罗莹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涂罗学贵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涂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55 陈卓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旭 2 号陈帆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旭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53 黄宇婷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科 1 号黄忠 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47 熊泉泉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熊 5 号熊万清 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熊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42 杨乐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 钟海燕 武汉市江夏区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35 谢静蕾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山 9 号谢召才 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山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07 秦峰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 2号秦永红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96 李成瑜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山坡乡新 4号李继洪 武汉市江夏区山坡乡新 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93 林宇涛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大桥街吴林丽 武汉市江夏区大桥街吴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76 张雨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海 2 号张加文 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海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68 杨明月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水街武杨万青 武汉市江夏区金水街武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63 颜尤美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麻城市歧亭镇刘庙村十颜先锋 麻城市歧亭镇刘庙村十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61 李文轩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郑店街同心村李家湾4号李林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同 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71 黄伊婷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前 2 号黄胜涛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前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35 魏芷瑄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港新区 1 号曾艳 武汉市江夏区金港新区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32 黄超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法泗镇长 1 号黄林军 武汉市江夏区法泗镇长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31 艾雯雯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山坡乡幸 2 号艾启军 武汉市江夏区山坡乡幸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30 邱月满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白 1 号邱新慧 金口街白马头村黄家岺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28 唐君福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纸坊街林港村老屋畈陈唐良军 纸坊街林港村老屋畈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26 徐锦钰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前 4 号徐国利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前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24 张锦凡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道 1 号张建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道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23 江慧岚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南 2 号江哲雄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南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16 赵雅轩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金口街西湖村堤角壹1 号赵承 金口街西湖村堤角壹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15 荣开心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金 4 号荣先洪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金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58 张思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纸坊镇林吴先华 武汉市江夏区纸坊镇林 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68 徐思睿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金 1 号徐志愿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65 李晓妍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勤 1 号李胜兵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勤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63 杨润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金 2 号杨志兵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金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47 陈义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街 3 号陈波 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街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86 谢柳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海 1 号谢建利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海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79 姚雨佳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街 2号姚运斌 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街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67 李媛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崇李志勇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65 赵思仪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坤 5号赵建国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坤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63 曹佳莉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中 8号余东玉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中 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5****59 王思琦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山坡乡群 4 号王志华 武汉市江夏区山坡乡群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31 杨艺红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溪杨涛 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溪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30 代欣妍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螺 4 号代康书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螺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29 尹心雨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水 1 号尹其文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水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28 康乐琪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大 5 号高金花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大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26 高雯佳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奓山街中原村八 3 号高波 武汉市奓山街中原村八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33 刘嘉瑶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长 4 号吴玲莉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长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28 万立康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永安街长征村新庄屋6 号陈琳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长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19 刘浩天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新 3号刘义兵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新 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17 李雨琪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 李建学 武汉市蔡甸区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14 徐一浪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星 1 号徐明涛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星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12 孙炳涵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丛 1 号孙淼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丛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11 刘心怡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奓山街一致村肖家咀5 号刘大志 奓山街一致村肖家咀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06 段星宇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永 3 号段华峰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永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92 张俊娴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朴 9号王会兰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朴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91 周佳园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金 1周勇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金 1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88 杨贤泽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永 3 号刘玲玲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永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78 聂晨炜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方和梅 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74 姜海欣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奓山街三店村姜 1 号姜涛 武汉市奓山街三店村姜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69 程梦婷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小程勇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小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64 张慧轩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星 1 号张忠军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星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61 易中顺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镇丘 3 号顺海霞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镇丘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60 李仁杰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汉川市西江乡高峰村1 号张芳霞 汉川市西江乡高峰村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58 刘雅轩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镇老 2 号母亲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镇老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57 刘雅欣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镇老 2 号周方方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镇老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56 颜子彬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镇奓孙昌萍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镇奓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50 郭亚芊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郭志勇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49 郑锐红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土 1 号郑海洲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土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48 徐盈盈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马徐文广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马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46 刘思彤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永 1 号刘小双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永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41 陈嘉涵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玉贤镇争 2 号陈进军 武汉市蔡甸区玉贤镇争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36 周启宇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张 1号周全书 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张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23 王俊杰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凡朱芬芬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凡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16 尹易帆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 8 号易海霞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 8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96 熊诗宇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熊 3 号熊伟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熊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95 陈吟秋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溪 1 号陈林平 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溪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87 谢博睿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张湾街刘 2号谢杰华 武汉市蔡甸区张湾街刘 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83 吴佳傲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凡 1 号吴勇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凡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80 谢吉天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奓山街联盟村李湾32号谢守勇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联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77 周宗纯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柏 1 号周士华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柏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76 熊正阳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丛熊超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丛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75 漆子轩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老湾回族乡和平村三组7号漆高云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三组7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66 邓光程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镇土 4 号邓忠祥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镇土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10 龚思芹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镇桐 3 号龚洪桥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镇桐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43 张福临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龙 6 号张大集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龙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41 田思缘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上 1 号田强平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上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35 高心梦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高 4 号樊兰兰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高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66 邓雨晨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 2 号邓明清 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银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47 刘紫洋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永 5 号杨柳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永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45 刘芷晗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道 7 号刘志松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道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98 戴欣彤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石 1 号戴勇 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石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95 周逸轩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消泗乡渔 6 号周建军 武汉市蔡甸区消泗乡渔 6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94 郭佩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孝感市安陆市孛畈马畈郭远文 孝感市安陆市孛畈马畈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92 田嘉怡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常福镇康 3 号田辉 武汉市蔡甸区常福镇康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86 江紫澳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联江小海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83 张胜岚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奓山街丘林村竹林张湾2 号张朋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丘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81 易香玲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 9 号鲁艳霞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79 龙梓欣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 4 号龙雷波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78 杨辅杰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 2 号杨军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77 童科科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 4 号童化化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75 郭按彤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蔡甸区侏儒山街高灯村1 号刘红珍 蔡甸区侏儒山街高灯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74 童宇涵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 7 号聂尾尾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 7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73 罗晶晶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 1 号罗在权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72 陈雅楠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陈顺涛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65 李珍意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万 5号冯大华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街万 5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62 凌晨秀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群益村刘 2 号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群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4****61 宗玥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二中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大 6号黄全香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大 6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40 陈卓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陈 1 号陈爱明 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陈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78 吴博雅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天门市托市镇太平村1 组1 号张利霞 天门市托市镇太平村1 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72 魏来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团风县贾庙乡金鸡村魏 2 号魏国 团风县贾庙乡金鸡村魏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71 代欣宇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鄂州市鄂城区花湖镇永 3 号刘迎春 鄂州市鄂城区花湖镇永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70 许克勤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沙洋县官垱镇爱国村四 2 号许华全 沙洋县官垱镇爱国村四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66 辜馨诚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蔡甸区永安镇炉 4 号辜国辉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镇炉 4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60 孙爱君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团风县但店镇杨庙村三 2 号孙美洲 团风县但店镇杨庙村三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55 严耀宇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天门市佛子山镇刘巷村 3 号严云祥 天门市佛子山镇刘巷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44 郑思乐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阳 1 号郑良波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阳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42 明平豪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山明道贵 黄石市阳新县太子镇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38 丁宇凡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军 9 号丁业彪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军 9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31 郑子恒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仙桃市长埫口镇剅东村 3 号郑毅 仙桃市长埫口镇剅东村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29 马锐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孝昌县丰山镇同裕村同马明强 孝感市孝昌县丰山镇同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27 刘昌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广水市陈巷镇经台村刘刘生涛 广水市陈巷镇经台村刘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23 高子俊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蔡甸区永安镇永 1 号高进飞 武汉市蔡甸区永安镇永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22 廖策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孝感市应城市城北办事汪双玲 孝感市应城市城北办事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21 张昕睿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孝感市孝昌县花西乡湾张志辉 孝感市孝昌县花西乡湾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16 胡伦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孝感市汉川市西江乡全胡重阳 孝感市汉川市西江乡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15 张泽同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汉川市西江乡高丰村 张志雄 汉川市西江乡高丰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09 张弘毅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洪湖市乌林镇铁桥村 张启刚 洪湖市乌林镇铁桥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03 邓世哲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沿邓昌志 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34 胡星辰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八 9号胡志谋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八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21 陈玲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大 1 -1号陈正敏 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大 1 -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16 尹君豪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钟祥市柴湖镇刘庄村九陈小英 钟祥市柴湖镇刘庄村九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15 戴睿诗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应城市杨河镇三湾村良 3号李丹 应城市杨河镇三湾村良 3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13 刘钊龙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刘 5组1 号胡亚林 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刘 5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09 曹志伟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十堰市郧阳区城关镇洞 1 组4号曹大波 十堰市郧阳区洞耳河村1 组4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00 康欣怡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汉南区湘口街晨 1 号1 栋4单 3楼3 室康华光 武汉市汉南区湘口街晨 1 号1 栋4单 3楼3 室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99 聂歆瑞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荆门市京山市永隆镇石聂先昱 荆门市京山市永隆镇石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94 胡丹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李 0 号胡玲 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李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79 孙昊哲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孙 1组7-1号黄玉梅 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孙 1组7-1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63 黄萌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巴东县清太坪镇辽叶坪 6组游启全 巴东县清太坪镇辽叶坪 6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54 魏熙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应城市天鹅镇江河村西 2 附2号魏爱文 应城市天鹅镇江河村西 2 附2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39 陈治宁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黄冈市黄梅县黄梅镇停陈金求 黄冈市黄梅县黄梅镇停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37 王梓晨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仙桃市彭场镇中岭村 王文兵 仙桃市彭场镇中岭村 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34 王寒萌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松滋市王家桥镇关洲村 1 号王月波 松滋市王家桥镇关洲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32 孙雯茜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汉南区邓南街建 0 号孙先锋 武汉市汉南区邓南街建 0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26 李斯玄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公安县斑竹垱镇莲花垱李传军 公安县斑竹垱镇莲花垱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23 郑文康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沙洋县官当镇鄂塚村5组2 号李梅 沙洋县官当镇鄂塚村5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15 彭樊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孝感市安陆市东城经济陈云 孝感市安陆市东城经济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12 许彤语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五许文平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五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10 杨帆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大冶市还地桥镇黄冈村 1柯孝容 大冶市还地桥镇黄冈村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87 韦宇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黄冈市团风县方高坪镇 3 号余能谋 黄冈市团风县方高坪镇 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72 陈媛媛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恩施市利川柏杨坝镇龙陈真龙 恩施市利川柏杨坝镇龙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71 龚泽宇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周龚吉静 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周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60 张毅帆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群 1 号张端飞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群 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29 王欣彤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仙桃市长埫口镇朱台村王作全 仙桃市长埫口镇朱台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28 张帆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张清华 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13 王子璇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松滋市洈水镇南闸村7组1 号王利明 松滋市洈水镇南闸村7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12 何颖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中 5 号何国良 荆州市洪湖市螺山镇中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10 刘哲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汉川市杨林沟镇小芦村3 号刘春学 汉川市杨林沟镇小芦村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02 陈依婷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长陈龙 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长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98 闻搏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何 8号闻仁校 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何 8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97 彭清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恩施自治州利川市柏杨 4组2 号彭祖东 恩施自治州利川市柏杨 4组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93 吴婉云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洪湖市黄家口镇岗塔村1-2 号吴纯杰 洪湖市黄家口镇岗塔村1-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91 张方源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洪湖市新滩镇新洲村3 号张文斌 洪湖市新滩镇新洲村3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89 聂欣雨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潜江市王场镇熊咀村5组聂滔滔 潜江市王场镇熊咀村5组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87 郑畅熙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土 2 号郑军学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土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01 何志航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东 5 号何铁成 武汉市蔡甸区侏儒街东 5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99 马政杰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孝感市汉川市脉旺镇马 9号马洪树 孝感市汉川市脉旺镇马 9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98 张雄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荆州市石首市高陵镇长 6组1 号张学栋 荆州市石首市高陵镇长 6组1 号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3****97 季丽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红安县二程镇关王寨村季先刚 红安县二程镇关王寨村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2****48 汪志斌 武汉睿升学校 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镇汪海涛 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镇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2****25 何婷 武汉睿升学校 东桥镇清明村二组 何国春 荆门市钟祥市东桥镇清地方专项计划
22420112****21 郭钰倩 武汉睿升学校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镇 2 号郭汉利 武汉市黄陂区李家集镇 2 号地方专项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