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考生学校 班级 姓名 性别 户籍

1 石门中学 301 范淼堃 男 四川省

2 石门中学 301 胡秋阳 男 江西省

3 石门中学 301 曹乐乐 女 湖南省

4 石门中学 301 杨怡慧 女 湖北省

5 石门中学 302 曹俊钦 男 四川省

6 石门中学 302 甘艳麟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7 石门中学 302 何中强 男 四川省

8 石门中学 302 罗政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9 石门中学 302 蒋佳荟 女 江西省

10 石门中学 302 徐紫越 女 湖北省

11 石门中学 303 曹志勇 男 河南省

12 石门中学 303 蒋林杰 男 江西省

13 石门中学 303 李奕清 男 湖南省

14 石门中学 303 尚家乐 男 河南省

15 石门中学 303 张瑞涛 男 河北省

16 石门中学 303 吴美茵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17 石门中学 304 彭天骄 男 湖南省

18 石门中学 304 杨家承 男 云南省

19 石门中学 304 喻可欣 女 江西省

20 石门中学 305 吴英豪 男 四川省

21 石门中学 305 李陈楚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22 石门中学 306 何凌州 男 浙江省

23 石门中学 306 刘建宏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24 石门中学 307 王梁辉 男 山东省

25 石门中学 307 徐宇东 男 浙江省

26 石门中学 307 陈丽诗 女 重庆市

27 石门中学 308 陈雅遵 男 福建省

28 石门中学 308 陈子鹏 男 江西省

29 石门中学 308 李泉 男 湖南省

30 石门中学 308 潘梦颖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31 石门中学 309 郑育舟 男 福建省

32 石门中学 309 刘舒宾 女 湖南省

33 石门中学 309 刘思雨 女 四川省

34 石门中学 309 周冉 女 浙江省

35 石门中学 310 刘宏 男 江西省

36 石门中学 310 徐晓凡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37 石门中学 311 蔡澄锴 男 福建省

38 石门中学 311 徐勇志 男 河北省

39 石门中学 311 凌雅婷 女 湖南省

40 石门中学 313 罗宁 女 江西省

41 石门中学 314 张鸿鹄 男 安徽省

42 石门中学 314 刘静 女 湖南省

43 石门中学 315 贺志波 男 湖南省

44 石门中学 315 黄宁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45 石门中学 315 蒋烨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46 石门中学 315 万心怡 女 湖北省

47 石门中学 315 韦颖 女 甘肃省

48 石门中学 316 潘翔 女 湖南省

49 石门中学 317 杨雷 男 湖南省

50 石门中学 317 刘宇蝶 女 湖南省

51 石门中学 317 郑梦瑶 女 浙江省

52 石门中学 318 黄玉彬 男 江西省

53 石门中学 318 马辰轩 男 山东省

54 石门中学 318 卿青 女 四川省

55 石门中学 319 谭静静 女 湖南省

56 石门中学 320 成孔辉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57 石门中学 320 毛珊 女 湖北省

58 石门中学 320 周焕坚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59 石门中学 321 范志鹏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

60 石门中学 321 孙雨 男 四川省

61 石门中学 321 肖梦祥 男 湖南省

62 石门中学 321 刘媛媛 女 湖南省

63 石门中学 321 唐逸伦 女 湖南省

石门中学2019届审核通过的随迁子女名单公示

     2019届审核通过随迁子女人员公示
据上级部门文件要求，我校下列考生通过随
迁子女资格审核，公示期：2018年12月28日
至2019年1月2日，联系电话：0757-
85935202，联系人：陈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