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属乡镇 所属村 学生姓名 性别 学校名称 专业 学校性质 学制 入学时间 学生身份证号 户主姓名

1 米贝苗族乡 烂泥村村委会 蒲红艳 女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职业中专学前教育 中职 三年 2016-9 4312272001****6106 蒲光钦

2 米贝苗族乡 烂泥村村委会 蒲海琴 女 新晃中等职业学校电子商务 中职 2年 2016-6 4312272001****6326 蒲海琴

3 米贝苗族乡 烂泥村村委会 蒲晓燕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学前教育 中职 3年 2015-9 4312271998****6627 钟合珍

4 米贝苗族乡 茶坪村村委会 蒲名儒 男 怀化职业技术学校汽修 中职 3 2016-9 4312272000****2470 蒲学金

5 米贝苗族乡 竹坡村村委会 江菊梅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幼师 中职 3年 2016-7 4312272000****548X 龙元妹

6 米贝苗族乡 潭洞村村委会 吕明杰 女 新晃职业中专 计算机 中职 3 2015-9 4312271998****2443 吕应新

7 米贝苗族乡 大塘村村委会 蒲义闻 男 长沙市望城区高等教育职业学校汽修 高职 3 2015-8 4312271999****693X 蒲学章

8 米贝苗族乡 大塘村村委会 杨清 男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部高职药学 高职 5 2016-9 4312271999****6619 杨顺本

9 米贝苗族乡 黄连村村委会 杨磊 男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计算机信息管理 高职 3 2015-9 4312271996****2434 杨旭

10 米贝苗族乡 阿界村村委会 蒲曾有 男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制动与自动化高职 3 2015-9 4312271996****0058 蒲学荣

11 米贝苗族乡 同良山村村委会 蒲丽红 女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助产 高职 5 2015-9 4312272000****4244 蒲学富

12 米贝苗族乡 碧李桥村村委会 蒲师润 男 湖南医药学院 临床 其他 3 2015-9 4312271997****5456 蒲桂生

13 米贝苗族乡 碧李桥村村委会 蒲小春 女 新晃职业中专 计算机 中职 3 2014-9 4312272000****0088 蒲学干

14 米贝苗族乡 阿况村村委会 杨磊 男 怀化市精武体育艺术职业学校运动训练 中职 3年 2015-9 4312271999****6912 杨天雄

2016年秋季学期、2017年春季学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学生名单公示



序号 所属乡镇 所属村 学生姓名 性别 学校名称 专业 学校性质 学制 入学时间 学生身份证号 户主姓名

2016年秋季学期、2017年春季学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学生名单公示

15 米贝苗族乡 碧朗村村委会 杨志燏 女 芷江师范学校 学前教育 中职 3 2014-9 4312271999****0068 杨序务

16 米贝苗族乡 碧朗村村委会 杨辉清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学前教育 中职 3 2015-9 4312291999****2423 杨顺松

17 米贝苗族乡 碧朗村村委会 杨湘园 女 芷江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中职 三年 2014-9 4312271998****002X 杨松海

18 米贝苗族乡 团结村村委会 杨小娟 女 新晃职业中专 服装 中职 3 2015-9 4312271999****6920 杨长代

19 米贝苗族乡 团结村村委会 杨长军 男 新晃职业中专 汽修 高职 三年 2016-9 4312272000****6911 杨天灿

20 米贝苗族乡 团结村村委会 杨青 女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前教育 高职 5年 2013年9月 4312271997****0047 杨天林

21 米贝苗族乡 团结村村委会 杨丽坤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学前教育 中职 3年 2015-9 4312272000****6940 杨银秀

22 碧朗乡 碧朗村村委会 杨云潇 女 芷江名族师范学校学前教育 中职 3年 2015-9 4312272001****692x 杨顺钿

23 禾滩乡 闪溪村村委会 田净仪 女 新晃职业中专 电子商务 中职 3年 2016-9 4312272000****6027 田瑞金

24 禾滩乡 闪溪村村委会 田甜 女 湖南医药学院 助产 高职 3 2014-9 4312271998****602x 田文生

25 禾滩乡 闪溪村村委会 田灯 男 怀化工业学校 数控 中职 3 2015年9月 4312271998****603X 田加木

26 禾滩乡 岑贡村村委会 张齐河 女 湖南医药学院 护理 中职 3 2014年9月 4312271997****6023 杨天析

27 禾滩乡 岑贡村村委会 张灌钟 男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电气自动化 高职 3 2014年9月 4312271995****601X 张有江

28 禾滩乡 洛溪村村委会 张世强 男 新晃职中 计算机 中职 3 2016年9月 4312271999****5734 张齐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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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禾滩乡 世溪村村委会 姚茂鸿 男 新晃职业中专 委培专业 中职 3 2015年9月 4312272000****6010 姚沅敏

30 禾滩乡 世溪村村委会 姚姝 女 永嘉第三职业学校会计电算化 中职 3+2 2014-9 4312271998****6021 姚茂雄

31 禾滩乡 世溪村村委会 张朋林 男 东莞市南华职业技术学校电子啇务 中职 三年 2014-9 4202811999****1610 张家炼

32 禾滩乡 文祥村村委会 吴言杰 男 怀化工业学校 机电 中职 3 2014-6 4312271998****6014 吴人祥

33 禾滩乡 岑芒村村委会 龙彩云 女 衡阳核工业卫生学校护理 中职 三年 2014-9 4312271998****6028 龙运洪

34 禾滩乡 岑芒村村委会 吴惠芳 女 新晃职中 旅游 高职 3 2014年9月 4312271998****6027 吴可林

35 禾滩乡 三江村村委会 吴妹 女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护理 高职 3 2016年9月 4312271995****6348 吴秀锋

36 禾滩乡 三江村村委会 姚易成 女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护理 高职 3 2014-9 4312271995****2743 姚祖正

37 禾滩乡 三江村村委会 吴小雪 女 芷江民族师范学校学前教育 中职 3 2015-9 4312271997****5162 吴秀锋

38 禾滩乡 三江村村委会 杨霞玉 女 芷江师范 幼师 中职 3 2015年9月 4312271999****5726 张仙月

39 禾滩乡 岁溪村村委会 杨天海 男 新晃职业中专 汽修 中职 3 2016-7 4312272000****571X 杨顺忠

40 禾滩乡 岁溪村村委会 杨常军 男 新晃职业中专 汽修 中职 3 2016-7 4312271999****5716 吴梅银

41 禾滩乡 大晏村村委会 李滨 男 新晃县职中 计算机应用 高职 3 2014年9月 4312271999****5711 李培成

42 禾滩乡 龙兴村村委会 吴宇诚 男 新晃职业中专 汽修专业 中职 3年 2016-9 4312272000****4830 吴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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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禾滩乡 龙兴村村委会 吴淼 男 新晃职中 服装制作与设计 中职 3 2015年9月 4312271998****4279 吴兆忠

44 禾滩乡 龙兴村村委会 吴勋 男 新晃职中 服装制作与设计 高职 3 2015年9月 4312272000****1551 吴兆卓

45 禾滩乡 岑朗村村委会 吴培铭 男 湖南现代物流学校物流工程技术 高职 3 2016年9月 4312271995****5717 吴德新

46 禾滩乡 岑朗村村委会 吴长河 男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前教育 高职 5 2013-9 4312271996****6035 吴元江

47 禾滩乡 岑朗村村委会 向佳音 女 新晃职业中专 计算机应用 中职 3年 2015-9 4312271999****5728 向茂星

48 禾滩乡 岑朗村村委会 吴兰飞 女 新晃职中 学前教育 中职 3 2015年9月 4312271998****5728 吴培隆

49 禾滩乡 龙塘村村委会 姚倩 女 湖南商学院 会计电算化 其他 3年 2014-9 4312271995****1242 姚海洋

50 禾滩乡 龙塘村村委会 姚敦英 男 新晃职中 服装制作与设计 中职 3 2015年9月 4312271999****2139 姚茂椿

51 禾滩乡 姑召村村委会 彭晓源 女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护理 高职 五年制 2015-9 4312272000****0929 彭腾范

52 禾滩乡 大坪坡村村委会 彭小澄 男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软件开发技术（JAVA方向）高职 3 2016年9月 4312271999****0937 彭彩春

53 禾滩乡 大坪坡村村委会 吴德彬 男 新晃职中 旅游 高职 3 2014年9月 4312271997****3356 吴祖岳

54 贡溪乡 甘美村村委会 杨珊珊 女 贵医二附院卫校护理 中职 3 2015-9 4312271999****4845 杨秀仲

55 贡溪乡 天堂村村委会 杨仕伟 男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网球 高职 3年 2016-9 4312271996****2454 杨荣修

56 贡溪乡 四路村村委会 龙彪 男 新晃职业中专 对口高考 中职 3 2017-9 4312271998****541x 龙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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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贡溪乡 碧林村村委会 龙春明 女 怀化商业供销学校会计 中职 3 2014-8 4312271998****1542 龙声茂

58 新寨乡 飞山村村委会 杨清朴 男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 中职 5 2014-9 4312271997****6372 杨林枫

59 黄雷乡 万家村村委会 杨淳 男 新晃县职业中专航空安检 中职 2.5 2016-9 4312272000****0030 杨秀文

60 天堂乡 彭岩村村委会 杨银慧 女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与审计 高职 5年 2013-9 4312271998****4843 杨祖奎

61 林冲乡 林冲村村委会 杨宁灏 男 贵阳市交通技工学校汽车的运用与维修中职 3 2015-9 4312271999****2713 杨长波

62 林冲乡 唐家村村委会 洪志鹏 男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 高职 伍 2016-9 4312272000****2714 洪毅

63 林冲乡 唐家村村委会 杨超 男 新晃职业中专 电子技术 中职 3 2015-9 4312271999****0938 杨培生

64 林冲乡 唐家村村委会 杨金权 男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 高职 3 2015-9 4312271995****2712 杨万国

65 林冲乡 大堡村村委会 姚锐 女 贵州省财政学校会计电算化 中职 3年 2015-8 4312272000****2724 姚敦杰

66 林冲乡 大堡村村委会 江晓梅 女 新晃职业中专 电子商务 中职 3 2016-9 4312272000****1586 江明清

67 林冲乡 大堡村村委会 杨燚 男 怀化工业高级技工学校数控 中职 3 2015-9 4312271998****2719 杨新木

68 林冲乡 斗溪村村委会 舒中亮 男 新晃职业中专 电子电工 中职 三年 2014-9 4312271998****2750 舒秀灯

69 林冲乡 卧曼村村委会 钟传康 男 新晃职中 电子商务 中职 3 2016-9 4312272000****2711 钟德容

70 林冲乡 石马坪村村委会 姚仁根 男 新晃职中 电子技术与运用 中职 3 2017-2 4312271998****2719 姚敦儒



序号 所属乡镇 所属村 学生姓名 性别 学校名称 专业 学校性质 学制 入学时间 学生身份证号 户主姓名

2016年秋季学期、2017年春季学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学生名单公示

71 林冲乡 石马坪村村委会 姚靖 男 新晃职中 汽车运用与维修 中职 3 2017-2 4312271998****2712 姚敦学

72 林冲乡 刘家村村委会 刘鸿钦 男 新晃职业中专 电子电工专业 中职 三年 2014-9 4312271996****2717 刘元强

73 林冲乡 田坝村村委会 李根 男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电力系统自动化 高职 5 2014-9 4312271998****2710 李光潭

74 林冲乡 栗山村村委会 吴有林 男 新晃职业中专 委培 中职 3 2015-6 4312271999****2711 吴汉周

75 林冲乡 地莆村村委会 欧阳坤杰 男 新晃职业中专 电子电工 中职 3年 2014年9月 4312271999****543x 欧阳厚群

76 林冲乡 马王村村委会 李艾阳 男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数控 高职 3 2016-9 4312271997****2711 姚竹梅

77 林冲乡 马王村村委会 吴荷湘 女 新晃职业中专 计算机 中职 3 2014-9 4312271999****2504 李玉清

78 林冲乡 马王村村委会 吴湘伟 男 潇湘职业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高职 3 2015年9月 4312271996****271X 肖姣求

79 林冲乡 桂根村村委会 吴金萍 女 新晃职业中专 旅游 中职  3 2016-6 4312271998****4563 姚兰春

80 林冲乡 桂根村村委会 吴承瑜 男 新晃职业中专 服装 中职 3年 2014-9 4312271998****3317 吴祥麟

81 林冲乡 桂根村村委会 杨小丽 女 湖南医药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中医护理 中职 3 2017-2 4312271998****3323 杨宁新

82 林冲乡 桂根村村委会 吴冰星 女 湖南医药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中医护理 中职 三年 2015-9 4312271999****6386 吴祥光

83 林冲乡 桂根村村委会 杨长明 男 新晃职业中专 学前教育 中职 3 2016年9月 4312272000****3314 杨国志

84 林冲乡 地习村村委会 吴祥灿 男 新晃职业中专 电子技术应用 中职 三年 2016-9 4312272000****3937 吴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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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林冲乡 道丁村村委会 杨德通 男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园林技术 高职 5 2013-9 4312271997****6937 杨世文

86 林冲乡 道丁村村委会 吴祥武 男 新晃职业中专 计算机 中职 3年
 2014-9 4312271996****3314 吴吉远

87 林冲乡 道丁村村委会 姚宛秀 女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中医学 其他 三年 2015-9 4312271996****0062 姚敦城

88 林冲乡 小簸村村委会 杨翔天 男 振华职业学校 高铁乘务 中职 3年 2015-9 4312271999****331X 杨长生

89 林冲乡 竹坪村村委会 姚田 男 铜仁市交通学校汽车驾驶与维修 中职 3 2016年9月 4312271998****3315 姚茂波

90 林冲乡 高洞村村委会 姚芳 女 芷江民族师范学校学前教育 中职 三年 2014-9 4312271998****3344 姚茂国

91 林冲乡 大旺村村委会 杨洋 女 怀化工业学校 电算会计 高职 3年 2016-9 4312271999****6342 杨秀辉

92 林冲乡 大旺村村委会 杨震 男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手机软件开发 高职 3 2015-9 4312271997****3310 杨宁国

93 林冲乡 大旺村村委会 吴敬锡 男 张家界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民航运输 高职 3 2015-9 4312271997****6339 吴佳霖

94 林冲乡 绞沟村村委会 潘红艳 女 新晃职业中专 服装设计 中职 3 2015-9 4312271999****4863 潘红艳

95 林冲乡 绞沟村村委会 吴承慧 女 新晃职业中专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中职 3 2014-9 4312271997****0049 吴敬林

96 林冲乡 界牌村村委会 杨景蓉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学前教育 中职 三年 2014-9 4312271998****3320 杨文彬

97 林冲乡 界牌村村委会 肖杨 男 新晃职业中专高考班电子电工 高职 3年 2015-6 4312271999****3314 肖杨

98 林冲乡 界牌村村委会 李佳霖 男 湘潭民旺科技职业学校建筑工程 中职 5 2016-9 4312272000****6637 李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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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林冲乡 天堂村村委会 吴承元 男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技术 高职 三年 2015-9 4312271997****1256 吴光燊

100 林冲乡 樱桃村村委会 田应福 男 新晃职业中专 汽修专业 中职 3年 2016-9 4312271999****3018 田兴木

101 林冲乡 宋寨村村委会 吴丹 女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护理 高职 三年 2016-9 4312271996****3628 吴兆慧

102 林冲乡 宋寨村村委会 吴坪 女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学 其他 3年 2015-9 4312271997****0040 吴吉德

103 林冲乡 宋寨村村委会 吴江 女 湖南医药学院 药学 高职 五年制大专 2016-9 4312272000****6346 吴钦伦

104 林冲乡 宋寨村村委会 姚朋 男 新晃职业中专 旅游酒店管理 中职 三年 2015-9 4312271999****6079 姚敦平

105 晏家乡 河坝村村委会 田志城 男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汽车检测与维修 高职 3年制 2016-9 4312271996****001X 田凤鸣

106 方家屯乡 方家屯村村委会 张涛 男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 高职 3 2016-9 4312271997****3356 张国清

107 洞坪乡 洞坪村村委会 吴垒 男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康复保健 高职 5年制 2015-9 4312272000****1234 吴大庆

108 步头降苗族乡 姑巴溪村村委会 杨青九 女 邵阳学院 护理 其他 3 2014-9 4312271994****0624 杨遵科

109 步头降苗族乡 土鹿坪村村委会 蒲菊青 女 职业学校 学前教育 中职 3 2016-9 4312272000****4864 蒲曾明

110 步头降苗族乡 酉溪村村委会 彭树煜 男 芷江民族职业中专学校汽车维修与运用

汽车维修与运用
中职 三年
 2016-9 4312272000****1535 彭海清

111 步头降苗族乡 新江村村委会 彭壵 男 湖南医药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高职 3 2015-9 4312271996****2470 彭玉江

112 步头降苗族乡 新江村村委会 蒲艳多 女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语文教育 高职 3 2015-9 4312271996****0023 蒲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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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步头降苗族乡 雷家田村村委会 蒲师海 男 新晃职中中专 汽修 中职 3年 2016-6 4312272000****2153 蒲曾光

114 步头降苗族乡 雷家田村村委会 蒲晓霞 女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精细化学品生
产技术
（化妆品营销

高职 3年 2015-9 4312271996****6648 蒲曾光

115 步头降苗族乡 天雷村村委会 蒲殿兵 男 湘潭医卫职院 药学 高职 三 2015-9 4312271996****6978 蒲师期

116 步头降苗族乡 槐口村村委会 蒲杨 男 新晃职业中专 汽修运用与维修 中职 3 2016-9 4312271998****0616 蒲曾富

117 步头降苗族乡 槐口村村委会 蒲祖炜 男 芷江名族职业中专汽修 中职 2 2016-9 4312272000****1372 蒲小青

118 步头降苗族乡 槐口村村委会 杨湧 男 扬州太平洋重工技工学校焊接 中职 3 2015-9 4312271999****6050 杨先忠

119 步头降苗族乡 腿溪村村委会 杨军 男 新晃县职业中专电子26班 中职 二年 2015-8 4312271997****0615 杨顺栋

120 步头降苗族乡 腿溪村村委会 吴惠 女 娄底卫校 护理专业 中职 3 2016-8 4330261968****0634 吴可元

121 步头降苗族乡 腿溪村村委会 蒲小枚 女 湖南怀化商业学校会计 中职 3 2016年9月 4312272000****6662 蒲德昭

122 步头降苗族乡 小秉溪村村委会 金华荣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学前教育 中职 三年 2016-9 4312272000****0061 金永银

123 步头降苗族乡 小秉溪村村委会 蒲雯欣 女 芷江师范 小教大专 高职 5 2016-9 4312272001****698X 蒲代均

124 步头降苗族乡 黄阳村村委会 蒲娟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幼师 中职 3 2016-9 4312272000****4008 蒲学红

125 步头降苗族乡 黄阳村村委会 蒲菊艳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学前教育 中职 3年 2016-9 4312272000****1847 蒲庆友

126 中寨镇 草场村村委会 杨俊 女 新晃职中 计算机应用 中职 三年 2015-9 4312271999****3060 杨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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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中寨镇 新赛村村委会 吴延焘 男 新晃职业中专 计算机专业 中职 3 2014-9 4312271999****6311 吴贻利

128 中寨镇 新赛村村委会 杨小英 女 湖南省芷江民族师范学校学前教育 中职 三年 2015-9 4312271999****6360 杨长勇

129 中寨镇 省溪村村委会 杨超焜 男 新晃职业中专 电子电工 中职 3 2014-9 4312271998****6931 杨顺保

130 中寨镇 省溪村村委会 杨顺斌 男 芷江民族师范 幼师中专 中职 3 2015-9 4312271999****6314 杨序燮

131 中寨镇 降溪村村委会 杨长松 男 长沙财经学校 美发与形象设计 中职 3 2016-9 4312272000****2434 杨天灿

132 中寨镇 比足村村委会 姚茂行 男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学 高职 3 2015-9 4312271997****4837 杨菊妍

133 扶罗镇 桂贡村村委会 姚金花 女 长沙师范学院 初等教育 其他 5 2014-9 4312271998****5127 姚沅君

134 扶罗镇 扶罗村村委会 姚敏 女 怀化市旅游学校导游 中职 三年 2015年9月 4312271998****4560 姚瑞海

135 扶罗镇 云溪村村委会 舒冬梅 女 张家界航空工业技术学院民航运输 高职 五年 2015-9 4312271998****5126 舒钟富

136 扶罗镇 皂溪村村委会 舒堂秀 男 怀化商业供销学校计算机应用 中职 三年 2016年9月 4312272000****5115 舒义锋

137 扶罗镇 岑庄村村委会 杨冬云 女 湖南省株洲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护理 高职 3 2016-9 4312271996****0048 杨玉彬

138 扶罗镇 弓判村村委会 吴耀锡 男 新晃职业中专 电子电工专业 中职 3 2015-9 4312271997****2456 吴明栋

139 扶罗镇 桐木村村委会 杨姗姗 女 芷江民族师范 小教 高职 5 2015年8月 4312272000****2446 杨姗姗

140 扶罗镇 三江村村委会 杨艳云 女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民航运输 高职 5年 2016-9 4312272000****0028 杨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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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扶罗镇 飞山村村委会 杨春燕 女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高职药学 中职 5 2016-9 4312272000****0060 杨祖清

142 扶罗镇 坝坪村村委会 杨昌桥 男 芷江名族师范学校模具 中职 3 2015年9月 4312271998****0019 杨通才

143 扶罗镇 磨溪村村委会 姚丽华 女 湖南医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西校区药学 高职 5 2016年9月 4312272000****5760 姚沅洲

144 扶罗镇 坪地村村委会 杨荣淋 男 河南省登封市塔沟学院物业管理 高职 5 2014年9月 4312271997****5711 杨长发

145 扶罗镇 红星村村委会 姚水林 女 新晃职业中专 服装设计 中职 3 2016-2 4312271999****572X 姚祖成

146 扶罗镇 科赖村村委会 杨敦尧 男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金融 高职 3年 2015-9 4312271995****2431 杨天坤

147 扶罗镇 渡溪村村委会 杨德文 男 贵阳铁路高级技工学校铁道供电 中职 3年 2014-8 4312271998****3312 杨长银

148 扶罗镇 彭岩村村委会 姚沅康 男 新晃职业中专 电子技术专业 中职 三年 2014年9月 4312271997****1838 姚明星

149 凉伞镇 冲首村村委会 吴银春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学前教育 中职 3年 2015-9 4312271999****3349 吴志恩

150 凉伞镇 坪南村村委会 杨佳萍 男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 其他 3 2014-9 4312271995****5138 杨志银

151 凉伞镇 坝堤村村委会 杨淳清 女 益阳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中医康复 中职 3年
 2016-9 4312272001****3927 杨志荣

152 凉伞镇 桓胆村村委会 吴敬藩 男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技术 高职 5 2014-9 4312271998****6379 吴孟良

153 凉伞镇 桓胆村村委会 吴敬琪 男 新晃职业中专 电子技术 中职 3年 2017-9 4312271999****5731 吴远盛

154 凉伞镇 桓胆村村委会 杨仙芳 女 湖南科技学院 预科 其他 5 2016-9 4312271998****0027 龙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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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凉伞镇 桓胆村村委会 吴远波 男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民航运输 高职 三年制 2015-9 4312271996****3918 吴从康

156 凉伞镇 桂岱村村委会 金秋兰 女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民族师范学校幼师 中职 3 2013-9 4312271998****0109 金昌树

157 凉伞镇 冲场村村委会 杨宗术 男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楼宇智能化 高职 5 2013年9月 4312271997****3916 杨先平

158 凉伞镇 凉伞村村委会 杨承钜 男 职业中专 电子技术 中职 3 2016-9 4312272000****2137 龙树英

159 凉伞镇 子城村村委会 陆耀勤 男 扬州太平洋重工技工学校船舶工程 高职 2.5年 2015-9 4312271999****2131 杨群如

160 凉伞镇 桂正溪村村委会 杨垠 女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民航运输 高职 3年 2014-9 4312271996****3669 杨承军

161 凉伞镇 桂正溪村村委会 杨紫荣 女 新晃职业中专 计算机专业 中职 3 2014-9 4312271997****2164 杨祖丰

162 凉伞镇 桂正溪村村委会 杨承炼 男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汽车检测与维修 高职 三年 2015-9 4312271996****2732 杨克选

163 凉伞镇 板凳寨村村委会 姚银 男 湖南交通技术学院汽修 中职 三年 2016-9 4312271999****3358 姚本全

164 凉伞镇 板凳寨村村委会 吴铭靖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学前教育 中职 3 2016-9 4312272000****1541 吴钦浪

165 凉伞镇 城堡村村委会 姚莉 女 长沙师范学院 初等教育 其他 5 2014-9 4312271998****4265 杨菊兰

166 凉伞镇 黄鹂村村委会 潘寒钧 女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助产 中职 三年 2015-9 4312271999****3629 潘昌锋

167 凉伞镇 黄鹂村村委会 舒姚 男 新晃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计算机维组装与维修中职 三年 2015年6月 4312271999****6338 姚雪菊

168 凉伞镇 绞碧村村委会 龙亲玉 女 上海市奉贤工业中专汽车营销 中职 3年 2017-8 4312272001****6409 龙儒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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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凉伞镇 绞碧村村委会 吴继贞 女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会计电算化 高职 5 2015-9 4312271999****6366 吴宗仲

170 凉伞镇 岑棚村村委会 姚茂林 男 新晃职业中专 计算机 中职 3年 2014-6 4312271999****6334 姚沅坤

171 凉伞镇 绞海村村委会 杨钧轶 男 潇湘职业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高职 3年 2015-8 4312271995****6956 杨承彬

172 凉伞镇 台洞村村委会 李红菊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学前教育 中职 3 2015-9 4312271999****4226 李昌杨

173 凉伞镇 桂光村村委会 杨惠钧 女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初等教育 高职 3 2015-9 4312271996****0041 杨清良

174 凉伞镇 安马村村委会 杨德香 女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药学 高职 3 2016-9 4312271996****2208 杨儒辉

175 凉伞镇 安马村村委会 姚彦伊 女 新晃职业中专 服装制作与设计 中职 3年 2015-9 4312271998****4225 姚茂平

176 凉伞镇 安马村村委会 姚金芝 女 贵阳第二附属医院凯里卫校护理 中职 3 2015-9 4312271999****4224 姚茂华

177 凉伞镇 花园村村委会 杨斐然 男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中职 三年 2014年9月 4330261999****4219 杨清锡

178 凉伞镇 花园村村委会 杨菊梅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学前教育 中职 3 2015-9 4312271999****4221 杨徽宇

179 凉伞镇 凳寨村村委会 吴红霞 女 新晃职业中专 计算机 中职 3年 2014-9 4312271998****5149 吴继根

180 凉伞镇 凳寨村村委会 杨雨琪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学前教育 中职 三年 2015年9月 4312271998****422X 杨代琼

181 凉伞镇 塘教村村委会 杨明定 男 新晃职中 电子 中职 2 2015年9月 4312271998****4579 杨赞元

182 鱼市镇 新桥村村委会 姚湘湘 女 芷江师范 学前教育 中职 3 2015年9月 4312271998****2427 姚茂烦



序号 所属乡镇 所属村 学生姓名 性别 学校名称 专业 学校性质 学制 入学时间 学生身份证号 户主姓名

2016年秋季学期、2017年春季学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学生名单公示

183 鱼市镇 团溪村村委会 吴雪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幼师专业 中职 三年 2016-9 4312272000****2423 吴海堂

184 鱼市镇 团溪村村委会 黄秀清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学前教育 中职 3 2015-9 4312271998****2429 黄俊潭

185 鱼市镇 天枞村村委会 吴小雨 女 怀化市振华职业学院茶艺生产与加工 中职 四年 2015-9 4312271999****2425 曹治香

186 鱼市镇 天枞村村委会 姚胜男 女 湖南医药学院 护理 高职 3 2014-9 4312271998****2423 姚沅炳

187 鱼市镇 天枞村村委会 罗朝晴 女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护理专业 高职 五年制 2015-9 4312271997****2429 罗国祥

188 鱼市镇 笑天洞村村委会 张杰 女 芷江师范学校 学前教育 中职 3 2015-9 4312271999****2449 张发祥

189 鱼市镇 老黄冲村村委会 袁素娟 女 湖南省经济贸易高级技工学校电子商务 中职 三年 2016-9 4312272000****2423 袁国堂

190 鱼市镇 和平村村委会 杨翠红 女 铜仁市碧江区川硐镇中等职业学校护理 中职 3年 2016-9 4312272000****242X 杨国光

191 鱼市镇 和平村村委会 姚秋燕 女 新晃职业中专 服装 中职 3 2016-6 4312271997****2428 姚敦明

192 鱼市镇 古里村村委会 吴雪丰 男 新晃职业中专 服装设计 中职 3 2015-8 4312271997****2410 吴从军

193 鱼市镇 鸭塘村村委会 姚妹 女 新晃职业中专 服装专业 中职 3年 2016-9 4312272000****1845 姚汉云

194 鱼市镇 鸭塘村村委会 杨丽媛 女 职业中专 服装设计 中职 3 2014-9 4312271999****5443 杨国湘

195 鱼市镇 地芽村村委会 姚柳蓉 女 怀化学院 幼师 中职 3 2016年9月 4312271999****3021 姚茂忠

196 鱼市镇 地芽村村委会 吴文俊 女 怀化工业学校 会计电算化 中职 3 2014年8月 4312271997****3020 吴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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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鱼市镇 坝上村村委会 姚彬 男 新晃职业中专 服装设计与制作 中职 3 2016-9 4312271999****3010 姚沅锋

198 鱼市镇 坝上村村委会 廖明镜 男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技术 高职 5年 2014-9 4312271998****3037 廖秀丰

199 鱼市镇 坝上村村委会 杨卯枝 女 怀化新宇信息中等专业学校会计专业 中职 3年 2014-9 4312271999****3027 杨长来

200 鱼市镇 晏家村村委会 姚入荣 女 怀化市商贸经济管理学校电脑文秘 中职 二年 2016-9 4312272000****696x 姚金钢

201 鱼市镇 大湾村村委会 杨于辉 男 怀化工业学校 机电 高职 3 2015年9月 4312272001****6633 杨精沅

202 鱼市镇 斗溪村村委会 姚阳 男 新晃职中 电子 中职 3年 2014-9 4312271998****0014 姚茂衡

203 鱼市镇 殿溪村村委会 姚伦钧 男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建筑 高职 5 2013年9月 4312271996****3014 姚玉南

204 鱼市镇 殿溪村村委会 姚月 女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 中职 五年 2014-9 4312271998****1247 姚敦权

205 鱼市镇 肖家庄村村委会 钟诚 男 怀化工业高级技工学校汽修 中职 3 2016-9 4312271999****3017 钟芳军

206 鱼市镇 河坝村村委会 田志伟 男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环境工程技术 高职 5 2016年9月 4312272000****0038 田瑞培

207 鱼市镇 河坝村村委会 田艺 男 靖州职中 计算机应用 中职 3年 2014年9月 4312271998****3010 张锦秀

208 鱼市镇 河坝村村委会 吴远钧 男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民航运输 高职 3 2015-9 4312271996****6632 吴和苹

209 兴隆镇 新村村委会 姚秒 女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酒店管理 高职 3 2015-9 4312271996****1527 姚芳文

210 兴隆镇 新村村委会 胡晓毅 女 湖南省芷江师范学校初等教育 中职 五年 2013-9 4312271997****152X 胡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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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兴隆镇 柏树林村村委会 姚俊桥 男 邵阳学院 临床医学系 其他 三年制 2015年9月 4312271996****1512 彭娥英

212 兴隆镇 长乐坪村村委会 吴甜 女 湖南省芷江民族师范学校学前教育专业 中职 3年 2015年8月 4312271999****1528 吴希平

213 兴隆镇 大群村村委会 黄静 女 湖南省新晃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服装专业 中职 3 2016-9 4312272000****1525 黄先炳

214 兴隆镇 大群村村委会 黄丽 女 湖南新晃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服装专业 中职 3 2016-9 4312271999****1529 黄青龙

215 兴隆镇 大群村村委会 蒲杨鹏 男 新晃职业中专 服装与设计 中职 3 2016-7 4312271999****1532 杨长锡

216 兴隆镇 大群村村委会 杨旭佳 女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会计 高职 3年 2016年9月 4312271997****1221 姚美香

217 兴隆镇 崇仁寨村村委会 田羽琴 女 湖南省新晃县职业中等学校服装制作与设计 中职 3年 2016-9 4312272001****0067 田桂青

218 兴隆镇 浮漂田村村委会 吴玉林 女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铁道通讯信号 高职 3年 2014年9月 4312271995****0026 吴培军

219 兴隆镇 乌木溪村村委会 余建华 男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3D打印方向）高职 3 2015-9 4312271996****1533 余长根

220 兴隆镇 乌木溪村村委会 姚雪松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学前教育 中职 3年 2015年9月 4312271999****152X 姚才明

221 兴隆镇 石家坪村村委会 蒲思梅 女 新晃职业中专 服装与设计 中职 3 2014-9 4312271998****1525 蒲学平

222 兴隆镇 石家坪村村委会 田国强 男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工业过程自动化 高职 三年 2015-9 4312271996****151x 田先建

223 兴隆镇 何家田村村委会 吴宇宇 女 新晃县职业中专学前教育 中职 三年 2016-9 4312272001****2147 吴成林

224 兴隆镇 新民村村委会 李小连 女 扬州旅游商贸学校计算机应用 中职 3 2014-9 4312271998****0089 李清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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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兴隆镇 新民村村委会 廖芳 女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与艺术设计 中职 五年 2013年9月 4312271997****0027 廖敬清

226 兴隆镇 小洪溪村村委会 姚志勤 男 新晃县职业中专电子 中职 3 2015-9 4312271999****2118 姚发元

227 兴隆镇 小洪溪村村委会 戴的黎 女 新晃职业中专 服装 中职 3年 2014-9 4312271998****5445 戴运月

228 兴隆镇 方家屯村村委会 胡学清 男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广告设计与制作 高职 三 2014-9 4312271991****2110 胡学清

229 兴隆镇 方家屯村村委会 黄桂菊 女 新晃县职业技术学校服装 中职 3 2016-9 4312271999****5461 黄九先

230 兴隆镇 方家屯村村委会 张娅 女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会计 高职 3 2016-9 4312271997****4245 张明建

231 兴隆镇 枫树屯村村委会 张佳颖 女 中南大学 护士 高职 5 2017-2 4312272000****0060 张秀格

232 兴隆镇 枫树屯村村委会 张慧兰 女 新晃职业中学 计算机 中职 3 2016-9 4312271999****2122 张秀堂

233 兴隆镇 枫树屯村村委会 张鑫 男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场运行 高职 3 2016-9 4312271997****127X 张秀成

234 兴隆镇 枫树屯村村委会 钟文佳 女 新晃职业中专 服装设计 中职 3 2014-6 4312271998****3089 钟传方

235 兴隆镇 胡家坝村村委会 姚羽晴 女 娄底卫校 护理 中职 3 2017-2 4312271999****2123 姚建勇

236 兴隆镇 杨家桥村村委会 黄燕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对口高考服装设计中职 3 2014-9 4312271996****0728 黄德荣

237 兴隆镇 石乌溪村村委会 郭雪梅 女 新晃职中 服装设计 中职 3年 2015-9 4312272000****5460 郭显海

238 兴隆镇 上寨村村委会 姚燕 女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信息与艺术系数媒其他 五年 2016-9 4312272000****1543 姚祖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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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兴隆镇 上寨村村委会 郭智玲 女 重庆工商学校 经贸系 中职 两年半 2016-3 4312272001****2125 杨松英

240 兴隆镇 上寨村村委会 郭达盼 男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焊接技术及自动化高职 3 2015-9 4312271996****6652 郭显泽

241 兴隆镇 向家地村村委会 王珂颖 女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护理 高职 5 2016-9 4312272000****1269 王培元

242 兴隆镇 向家地村村委会 姚茂顺 男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场运行 高职 3年 2016-9 4312271997****1814 姚沅科

243 兴隆镇 酸广冲村村委会 姚征冬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学前教育 中职 3 2015年6月 4312271999****1829 姚天长

244 波洲镇 红岩村村委会 吴云龙 男 湖南怀化新晃职业中专委培高铁 中职 3 2016-9 4312272001****1210 吴必银

245 波洲镇 小竹溪村村委会 吴慧 女 益阳医科专业大学临床医学 其他 5 2016年9月 4312271997****1226 吴大富

246 波洲镇 小竹溪村村委会 吴黎娟 女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学前教育 高职 3年制 2015-9 4312271996****1225 吴金陵

247 波洲镇 小竹溪村村委会 吴智加 男 新晃职业中专 汽修 中职 3年 2017-2 4312272001****6331 吴有理

248 波洲镇 波洲村村委会 聂雪黎 女 新晃职业中专 幼师 中职 5 2014-9 4312271999****1227 聂志华

249 波洲镇 暮山坪村村委会 唐彬洲 男 长沙华瑞it教育 it 其他 3年 2016-9 4312272001****121X 唐仲永

250 波洲镇 暮山坪村村委会 唐国鹏 男 湖南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其他 3 2015年9月 4312271999****1219 段秀英

251 波洲镇 江口村村委会 吴月沙 女 芷江民族职业中专地铁轨道交通服务中职 2年半 2016-8 4312272000****1229 吴英成

252 波洲镇 江口村村委会 吴浩 男 怀化工业学校 机电 中职 3 2015-3 4312271999****1219 吴海龙



序号 所属乡镇 所属村 学生姓名 性别 学校名称 专业 学校性质 学制 入学时间 学生身份证号 户主姓名

2016年秋季学期、2017年春季学期雨露计划职业教育学生名单公示

253 波洲镇 柳寨村村委会 蒲俊芝 女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 高职 5年 2013-9 4312271997****0920 蒲学春

254 波洲镇 坳背村村委会 关俊海 男 怀化高级技工学校汽修 中职 3 2016-9 4312272000****6999 关仕友

255 波洲镇 坳背村村委会 姚玉碧 女 博雅职业中专 护理 高职 五年 2013-9 4312271997****2768 姚敦华

256 波洲镇 坳背村村委会 杨烨榕 女 湖南怀化商业学校会计 中职 3 2016年9月 4312272001****6685 杨正权

257 波洲镇 大坪村村委会 吴必珍 女 湖南省怀化工业中等专业学校会计 中职 3 2016年9月 4312272001****0927 吴可云

258 波洲镇 洞坪村村委会 杨丰铭 男 新晃职业中学 学前教育 中职 3 2016年9月 4312272000****2450 杨正武

259 波洲镇 洞坪村村委会 吴秘密 女 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财贸职业中专学校会计 高职 3 2015-9 4312272000****1246 蒲柳元

260 新晃镇 老晃城居委会 吴冰林 女 新晃县职业中专幼师 中职 3年 2015-9 4312271998****302x 吴敬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