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越秀区义务教育阶段政策性照顾（小学） 学生名单

序号 家长姓名 联系电话 子女姓名 性别 申报类别

1 李洁芬 187******674 邓*睿 男 第17类

2 周纪海 189******682 周*懿 男 第13类

3 文孝龙 181******652 文* 女 第7类

4 王颂斌 185******788 王*夫 男 第15类

5 刘仍允 137******569 刘*晴 女 第13类

6 刘虎 139******725 刘* 女 第7类

7 张君才 137******239 张*洋 男 第2类

8 董峰玙 189******423 董*乔 男 第1类

9 陈文英 135******068 方*力 男 第15类

10 高树峰 188******555 高*博 男 第1类

11 司徒美霞 136******322 陈*航 男 第15类

12 罗丞德 188******254 罗*翔 男 第16类

13 严雯慧 138******682 谢*轩 男 第15类

14 王晓雨 189******533 王*洁 女 第7类

15 韩文浩 189******951 韩*璞 男 第7类

16 陆海波 151******841 陆*亿 男 第7类

17 陈雪莲 135******506 曾*颖 女 第7类

18 王李安 183******872 王*俊 男 第7类

19 唐咸英 188******520 唐*宇 男 第7类

20 陈文秀 136******438 黄*婷 女 第16类

21 黎孝康 134******776 黎*材 男 第7类

22 罗佳 138******841 罗*瑜 女 第16类

23 钟小彬 159******031 钟*轩 男 第7类

24 陈彰彬 133******646 陈*熙 男 第7类

25 黎传坚 135******215 黎*坚 男 第7类

26 伍春兰 182******667 陆*涛 男 第7类

27 方师铭 135******185 方*瑜 女 第15类

28 陈重豪 186******099 陈*淳 女 第17类

29 黄贤梧 137******911 黄*童 女 第1类

30 邵磊 139******040 邵*轩 男 第13类



31 王斐 153******605 王*桐 女 第13类

32 姚尧 158******731 姚*媛 女 第16类

33 冯京培 139******313 冯*芝 女 第16类

34 肖红辉 137******573 程*馨 女 第7类

35 冼国全 137******650 冼*怡 女 第7类

36 郑洪明 186******603 郑*馨 女 第7类

37 黄伦国 152******91 黄*楠 男 第7类

38 谭东姗 138******920 袁*晨 男 第7类

39 蒋丽娟 159******796 谢*泽 男 第7类

40 刘德权 135******700 刘*熙 男 第16类

41 冯荣朝 136******765 冯*尧 男 第16类

42 何亚伟 131******227 何*洋 男 第7类

43 叶小帆 136******311 祁*扬 男 第15类

44 赵欣 136******442 温* 晴 女 第15类

45 董博 180******900 董* 女 第13类

46 莫琼飞 137******402 黄*澔 男 第13类

47 钟春国 147******008 钟*天 男 第7类

48 刘承治 137******665 刘*周 男 第7类

49 周世江 132******694 周*君 女 第7类

50 卢静仪 138******521 黄*彬 男 第16类

51 卢彦融 133******187 卢*与 男 第17类

52 郑文丽 150******090 张*毅 男 第1类

53 李美虹 189******775 周*淇 女 第7类

54 吴金兰 130******553 李*晟 男 第7类

55 吴慧慧 139******322 K*TIE CHEN 女 第16类

56 黄静怡 135******615 G*SELLE XIN 
ZHANG张馨

女 第15类

57 阮玉宝 156******886 阮*宝欣 女 第19类

58 刘永昌 136******329 刘*杉 女 第7类

59 宗龙强 188******861 宗*含 女 第1类

60 向禹舟 189******050 向*珩 男 第1类

61 庾常康 185******887 庾*晗 女 第1类

62 陈翠丽 139******685 c*enzhanle 男 第15类

63 杨晓东 138******407 杨*航 男 第1类



64 苟雪峰 158******070 苟*明哲 男 第1类

65 林峻峰 136******498 林*炀 男 第15类

66 陈义衡 186******519 陈*涵 男 第17类

67 梁冠文 134******794 梁*曦 女 第15类

68 陈绮霞 182******406 陈*晞 女 第7类

69 徐博 188******208 徐*枫 男 第7类

70 洪建翊 182******568 洪*苓 女 第17类

71 王学盛 135******468 王*轩 女 第7类

72 周洪飞 138******721 周*芊 女 第7类

73 许嗣燕 136******049 许*浩 男 第7类

74 陈锡勇 135******720 陈* 男 第7类

75 陈锡勇 135******720 陈*萍 女 第7类

76 蒋光辉 134******246 蒋*悦 女 第7类

77 张作梅 137******151 刘*轩 男 第7类

78 黄丽枚 137******546 陈*君 女 第14类

79 谭谣 185******797 梁*斯 女 第15类

80 敖宇思 138******885 王*芷瑶 女 第15类

81 范超 135******952 范*萱 女 第7类

82 魏水英 156******786 陈*棋 男 第7类

83 余运其 136******078 余*维 男 第7类

84 郑华宇 135******360 郑*韬 男 第7类

85 粟阿鑫 188******981 粟*涵 女 第7类

86 林文珠 134******503 何*涛 男 第15类

87 刘猛 136******437 刘*桐 女 第7类

88 林微珍 158******861 高*盈 女 第7类

89 廖国森 136******069 廖*杰 男 第7类

90 陶亚亚 183******357 陶*涵 女 第7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