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村）片区（小学）符合插班条件学生名单公示

拟插入年级 学生姓名 家长姓名 插班生类别

二年级 黄思雅 黄乐界 户籍生
二年级 施德胤 施正值 户籍生
二年级 黄诗晴 黄庆存 户籍生
二年级 牛天宇 牛迎迎 户籍生
二年级 冯宣曈 翟丽静 户籍生
二年级 王祖玉 王国汀 户籍生
二年级 杨雨馨 杨春锦 户籍生
二年级 汤爱霏 曹伟丽 户籍生
二年级 温灵悦 温水松 户籍生
二年级 张海砚 廖宝芳 户籍生
二年级 周语涵 周春涛 户籍生
二年级 阙子盛 阙文彬 户籍生
二年级 何剑荣 何华昌 户籍生
二年级 姜黎梦 姜宝林 户籍生
二年级 梁浩洋 梁盛钦 户籍生
二年级 刘文娜 冯海英 户籍生
二年级 谭煜文 谭教永 户籍生
二年级 黄沛涵 黄加能 户籍生
二年级 钟馨慧 梁尚娟 户籍生
二年级 许晨烯 许滔 户籍生
二年级 黄嘉昀 黄亚勇 户籍生
二年级 宁慧婷 宁天昌 户籍生
二年级 罗梓良 罗广 户籍生
二年级 蒙睿翘 蒙盛帮 户籍生
二年级 杨天烨 杨航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黄淇 黄利红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林嘉杰 林文航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王丰 王落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邱浚轩 邱汉权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黄露洁 黄威盛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江靖瑶 江海峰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章杰文 甘兰花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吴群淳 吴晓波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林晓华 林龙秋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黄韵童 罗徽芳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尚澜 戚艳伟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陈梓铭 陈飞华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赖祖缘 赖新文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童清 童作军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李思煌 李文钦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李梓瑜 李海军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邓楠楠 李庆玲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高帅 高兴余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许宇城 许国才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覃海梅 覃以军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陈智娴 陈日军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方泽群 方淳轩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李志杰 李达员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罗永熙 林雪文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欧诗韵 欧炜炎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邬文浩 邬静波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梁永璐 莫尚珍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梁恩豪 梁乾森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劳咏仪 劳水木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易宇贵 覃艳红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刘侯昱 周喜来 购房有房产证
二年级 刘家俊 刘运南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韦雨均 韦其麟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钱慧颖 钱东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赖仕颐 赖文业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徐铭华 徐受水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林毅瀚 胡水英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杨洋 杨敏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龚美怡 龚海辉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谢文婷 谢树林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龙兴华 龙自佑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向康 向晋力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赖妍 赖积龙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蓝扬智 蓝玉慧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王俊武 王健良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蓝宇轩 蓝军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李伟睿 李益补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陈韵妃 陈贤培 购房有合同
二年级 林语兰 林敬钦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吴秋妍 邓鸳妹 户籍生
三年级 姚子诚 姚兴平 户籍生
三年级 李坤浩 李福权 户籍生
三年级 杨文博 杨焕金 户籍生
三年级 杨文轩 黄秋香 户籍生
三年级 张嘉烨 张国伦 户籍生
三年级 王宇嘉 王超平 户籍生
三年级 陈轩颖 陈章勋 户籍生
三年级 赵林烁 林亮 户籍生
三年级 全沛琳 金辉云 户籍生
三年级 朱祈孝 朱云鹏 户籍生
三年级 宋梓轩 鹏碧连 户籍生
三年级 梁煜晨 彭柳燕 户籍生
三年级 黄敏儿 黄国雄 户籍生
三年级 欧智轩 黄东玲 户籍生
三年级 孔君诺 孔志德 户籍生
三年级 姜黎语 姜宝林 户籍生
三年级 周康 周辉 户籍生



三年级 陈渝镟 方元俊 户籍生
三年级 农佳鸿 农海华 户籍生
三年级 邵铭扬 邵如华 户籍生
三年级 庞萍萍 陈宋芳 户籍生
三年级 叶文静 叶干基 户籍生
三年级 姚迅杰 姚志成 户籍生
三年级 梁嘉茵 梁春茂 户籍生
三年级 何沁煊 何坤 户籍生
三年级 韦荣洲 韦文勇 户籍生
三年级 姚懿轩 姚志成 户籍生
三年级 吕红歌 吕伟权 户籍生
三年级 全依静 高丛 户籍生
三年级 陈思颖 陈杵威 户籍生
三年级 吴念秋 吴伟钊 户籍生
三年级 黄嘉明 黄亚勇 户籍生
三年级 周文静 周清 户籍生
三年级 黄智健 黄宇 户籍生
三年级 李文沛 李万欢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胡伟欣 胡广红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何世杰 何燕平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周润虎 周洋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王荷瑶 贺保重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陈俊成 陈强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程子羲 程辉文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何子轩 李爱连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程子灵 程钦明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王沛然 王小华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杜宇涵 王景凤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韦伟林 韦以恩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李昭君 李自丰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彭雨卿 彭立胜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郑欣莹 郑世聪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魏万佳 魏炎平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李味芝 李浩明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高雅婷 高文军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廖键豪 廖雄文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黄振宏 黄名远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张锦东 张培权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李思涵 李文钦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张慧慧 张琪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龚�艺睿 龚旌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黄冰玉 黄必通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廖瑞敏 廖水祥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莫家盈 莫柳先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邹博文 罗平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李汶峰 李柏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罗永琪 林雪文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吴春澎 张莉莉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张佳琪 张金水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张荧 张志增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谢浩莉 谢明建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杨晓晴 杨林川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彭道鑫 彭观水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梁俊杰 梁志忠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张俊烁 张兴毅 购房有房产证
三年级 李昕 张慧娟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田芷妍 田阿敏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郑子轩 郑小欢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周洋国 周胜锋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叶一涵 叶子斌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刘志佰 刘杨林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陈圣 唐少玲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李泉成 李光强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伍子涵 伍志权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杨信坤 李小娟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吴斯航 吴新王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朱军 朱双月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徐乐 陈秋华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黄浩轩 黄星雲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林子钎 林亚荣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孙玉莹 孙益海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詹少鹏 詹泽明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卢梓民 卢健波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葛鑫媛 葛其武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赖钰莹 赖洪财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黄睿 黄卡拉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陈宏焯 陈钜湛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韦镔峰 韦育昌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陈心怡 陈秋华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岑嘉振 岑永康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胡子阳 胡新华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蒙嘉峰 蒙建和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曾祥凯 林广连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龙昱颖 龙智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舒文轩 舒波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姚晓语 姚亚池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黄梓淋 黄国政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蒋丹丹 蒋建皇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陈琳 陈正镇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陈奕萍 陈杏辉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卓思雨 卓俊奖 购房有合同
三年级 涂铮 涂国钦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李镇辉 陈春燕 户籍生
四年级 赖嘉杨 赖锦城 户籍生
四年级 林俊威 林文炭 户籍生
四年级 刘欣灵 刘天贤 户籍生



四年级 廖梓涵 廖敬怀 户籍生
四年级 詹淑婷 詹东岳 户籍生
四年级 胡晓雯 胡远聪 户籍生
四年级 杨忠宇 杨朝振 户籍生
四年级 蒙美浩 蒙传伟 户籍生
四年级 袁嘉乐 袁庆祥 户籍生
四年级 刘演影 刘丹 户籍生
四年级 阙佩琪 阙文彬 户籍生
四年级 马小越 马伟华 户籍生
四年级 刘灵珊 刘东平 户籍生
四年级 杨承威 杨斌 户籍生
四年级 通键涛 童天财 户籍生
四年级 曹帅 曹军 户籍生
四年级 李锐烯 李卓辉 户籍生
四年级 宋子航 段福贵 户籍生
四年级 李嘉瑜 叶金群 户籍生
四年级 张嘉慧 张建文 户籍生
四年级 林绮雯 林坤 户籍生
四年级 黄福星 黄增辉 户籍生
四年级 彭炜彬 彭韶华 户籍生
四年级 郑航 郑少模 户籍生
四年级 郑其佳 郑映元 户籍生
四年级 龙晓峰 龙俊飞 户籍生
四年级 赵金杰 袁建华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劳梓豪 劳业艺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陈可蒙 陈镛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李伟楠 李海军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周巧琳 周从光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蔡思怡 蔡国亮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翟雨筠 翟海松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洪晓彤 洪贤华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陈雨铄 陈利顺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曾梓桦 曾庆钧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邓嘉慧 邓志红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冯心颖 谭娟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陈浩鹏 陈格荣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唐朝展 唐旭全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夏宇轩 夏国平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苏佳彤 苏坚生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赖祖怡 赖新文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黄俊瑜 黄文才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陈晴茹 陈城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陈雯珊 陈锄古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周梦阳 周小伟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卢柱源 卢文楷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罗家怡 罗炎林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张彤 张欣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官曼花 欧顺洁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钟佳颖 李丽英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郭文静 郭锦富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黄怡恒 黄琼青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伍家健 伍神辉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黄可 黄宗其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李国海 李华军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李乐菲 李达员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林宏城 罗六妹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郑欣蔓 郑文广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张杰虎 张志增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杨浩宁 杨亚旺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刘思骊 刘成栋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易诗榆 覃艳红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覃吉有 覃永祥 购房有房产证
四年级 刘雨婷 刘运南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朱奕凯 朱银晓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何铭瑜 何锦鸿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周雅心 周伟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钱俊豪 钱东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莫楚翘 莫启锋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周楚莹 周胜锋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张源 张信福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王梦涵 徐明玉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仇长栋 王小莲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林俐颐 胡水英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李林涛 李先树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吴建辉 吴洪涛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刘馨怡 刘学良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贺琰雅 贺方赞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宁子鹏 宁晓东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向朵 何晋力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颜锦毅 颜裕臻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谭皓天 谭伟文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刘婷婷 刘文海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刘俊杰 刘振威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叶芷欣 叶耿林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林丽婷 林挺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陈利辉 陈永华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周坳琳 周乃宁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赖家鸿 赖玉添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何虔 徐海深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谭羽萱 谭治军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谢俊杰 谢灿明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李艳灵 李上清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王润 黄娟明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王熙 黄娟明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覃广栋 覃庭隐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陈锐 陈正镇 购房有合同



四年级 涂丽怡 涂国钦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黄宇睿 黄林海 户籍生
五年级 郑家琛 郑杰 户籍生
五年级 李嘉昊 李建波 户籍生
五年级 董啟生 董良国 户籍生
五年级 丁莜 丁明强 户籍生
五年级 杨智勇 杨洪坚 户籍生
五年级 陈轩怡 陈章勋 户籍生
五年级 彭程程 符晓粤 户籍生
五年级 江子健 罗东颖 户籍生
五年级 汤明霏 曹伟丽 户籍生
五年级 陈城科 陈国房 户籍生
五年级 于文轩 于卫 户籍生
五年级 李俊乐 李蔚 户籍生
五年级 苏宬鸣 苏刚 户籍生
五年级 何奇奇 何妃群 户籍生
五年级 苏淋曦 邝美珍 户籍生
五年级 周欣 周辉 户籍生
五年级 郑旭旭 刘芝英 户籍生
五年级 方若琪 方元俊 户籍生
五年级 陈雅菲 陈江洪 户籍生
五年级 黎思敏 黎京成 户籍生
五年级 罗博扬 罗巍 户籍生
五年级 望益博 吴兴艳 户籍生
五年级 胡奥宇 胡志熬 户籍生
五年级 陈雪殷 陈华章 户籍生
五年级 蓝家进 蓝火生 户籍生
五年级 文毅博 文军礼 户籍生
五年级 戴景明 戴远平 户籍生
五年级 全依萍 高丛 户籍生
五年级 梁钰淇 梁振艺 户籍生
五年级 黄海琪 黄裕进 户籍生
五年级 李正君 李朝阳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邹锦华 邹金城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陈志亮 陈土胜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张智翔 张钊源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孔宁波 孔超美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刘桢锐 刘明灿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邓福民 邓亮友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黄栋恒 黄琼青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韦佳圳 韦瑞潇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伍家敏 伍神辉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谢君铧 谢代盈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李钰盈 李礼波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袁筱茗 朱秋玉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辛梓桐 辛水坡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李心悦 李相华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肖晴 肖荣昌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邵海怡 廖晓琳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黄雨彤 黄名远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童瑜 童作军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龚雯骁 龚旌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李奥雯 李宋峰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骆键诚 骆善新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马雪怡 马熊运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潘展翔 潘明聪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文诗婷 文元辉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杨斌 杨雄辉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钟嘉圆 钟振天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梁永晶 莫尚珍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张小恩 张兴毅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谭乐施 谭贺文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李彬昌 李维宏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陈杨彬 黄春花 购房有房产证
五年级 田晶 田阿敏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赖乾豪 赖文业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郑紫妍 郑小欢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徐培钧 徐受水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伍欣彤 伍志权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梁钰 梁小光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马若一 马景奇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杨烨 杨忠书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熊正杰 陈秋华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周楚轩 周植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卢梓祺 卢健波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岑嘉霖 岑永康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龙锦 龙智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陈宇恒 陈松兴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陈彦 陈志华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李宣茵 李上清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罗梓轩 罗志强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朱锴林 朱冬炎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莫克聂 莫其向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宋鹏辉 宋春生 购房有合同
五年级 王智泓 王益林 购房有合同
六年级 罗伟财 严志明 户籍生
六年级 詹俊熙 詹东岳 户籍生
六年级 张嘉妮 张文武 户籍生
六年级 王祖群 王国汀 户籍生
六年级 朱叶红 朱永立 户籍生
六年级 吕安蕾 李仲坤 户籍生
六年级 叶煜盈 叶永泉 户籍生
六年级 黄灿辉 黄国雄 户籍生
六年级 陈泰锡 陈跃军 户籍生
六年级 徐泽煦 林春苗 户籍生
六年级 明乐威 明康章 户籍生



六年级 黎少轩 罗永丽 户籍生
六年级 陈维 陈春华 户籍生
六年级 肖琛 肖怀海 户籍生
六年级 陈雅思 陈江洪 户籍生
六年级 刘宇娜 冯海英 户籍生
六年级 罗嘉桦 罗智海 户籍生
六年级 叶文浩 叶干基 户籍生
六年级 杨宇涵 杨正 户籍生
六年级 黄振宇 黄健湖 户籍生
六年级 杨俊 杨大洪 户籍生
六年级 陈小燕 黄汉容 户籍生
六年级 黄勇 黄世洪 户籍生
六年级 罗梓烨 罗丹 户籍生
六年级 龙嘉诚 龙俊飞 户籍生
六年级 颜谦睿 颜武 户籍生
六年级 章婧怡 章引益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王浩 王启虎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罗承侠 罗炉志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程栩 程辉文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文艺 文云仁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朱嘉敏 朱能星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李思琦 刘南辉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裴秀婷 范雅萍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苏佳茵 苏坚生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郭子欣 罗永峰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庞国沛 庞权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邓骏豪 李庆玲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林杰 林初弟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黄乐怡 黄格恩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程雨棋 程历杨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邹俊琦 邹自阳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邹享 邹练辉 购房有房产证
六年级 徐宝仪 徐受水 购房有合同
六年级 王锦涛 王英赞 购房有合同
六年级 龙嘉铧 龙自佑 购房有合同
六年级 梁昌伟 梁桂旺 购房有合同
六年级 莫家恒 莫启锋 购房有合同
六年级 冯程炜 冯广鸿 购房有合同
六年级 詹少坤 詹泽明 购房有合同
六年级 史可欣 史方勇 购房有合同
六年级 骆晓琪 骆志伟 购房有合同
六年级 胡海源 胡耀辉 购房有合同
六年级 成思彤 毛桂花 购房有合同
六年级 李林泽 李红旗 购房有合同
六年级 姚铤壕 姚亚池 购房有合同
六年级 黄蕾 黄国政 购房有合同
六年级 郑惠幻 郑森森 购房有合同
六年级 沈政灏 沈广盈 购房有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