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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学萍 202290405024 女 初中学段 化学 理科类 56.2 54.7 110.9 否

张永丰 202290403216 男 初中学段 化学 理科类 48.6 57 105.6 否

殷叔俊 202290401020 女 初中学段 化学 理科类 54.4 50.7 105.1 否

赵玉国 201290302003 男 初中学段 历史 文科类 58.2 63.3 121.5 否

张浑 201290307222 女 初中学段 历史 文科类 54.5 58.5 113 否

杨春吉 201290306304 男 初中学段 历史 文科类 50.4 56.2 106.6 否

孙月 202290400427 女 初中学段 数学 理科类 58.6 55.8 114.4 否

马占林 202290403218 男 初中学段 数学 理科类 55.4 53 108.4 否

周二洒 202290402520 男 初中学段 数学 理科类 49.5 52.4 101.9 否

金先伟 202290401717 男 初中学段 数学 理科类 48.3 45.8 94.1 否

张明霞 202290403530 女 初中学段 数学 理科类 50.3 42.7 93 否

马志清 202290400705 男 初中学段 数学 理科类 42 43.3 85.3 否

魏强 202290403215 男 初中学段 物理 理科类 60.4 53.5 113.9 否

路金池 202290404407 男 初中学段 物理 理科类 64.8 48.3 113.1 否

马成义 202290404002 男 初中学段 物理 理科类 56.8 53.4 110.2 否

杨文俊 202290400813 男 初中学段 物理 理科类 55.5 54.3 109.8 否

马明 202290405010 男 初中学段 物理 理科类 46.3 57.1 103.4 否

魏玉新 203290407622 男 初中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55.9 49.2 105.1 否

王新艳 203290407710 女 初中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56.9 44.8 101.7 否

陈帆 203290406315 男 初中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52.3 48.6 100.9 否

余静静 201290306307 女 初中学段 英语 文科类 46 50.7 96.7 否

李彩萍 201290308120 女 初中学段 英语 文科类 44.5 52.1 96.6 否

吴春雷 201290301617 男 初中学段 英语 文科类 47.6 47 94.6 否

李学下 201290304527 女 初中学段 英语 文科类 43.3 50.8 94.1 否

马林 201290303008 男 初中学段 语文 文科类 51.9 59.2 111.1 否

谢学书 201290301726 女 初中学段 语文 文科类 49.3 55 104.3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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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翠芬 201290304723 女 初中学段 语文 文科类 49.8 53.6 103.4 否

李青青 201290301102 女 初中学段 语文 文科类 50.7 52.5 103.2 否

赵士云 201290306116 女 初中学段 语文 文科类 41.6 61.2 102.8 否

马尚燕 201290308417 女 初中学段 语文 文科类 46.6 55.4 102 否

康卫卫 201290303119 男 初中学段 政治 文科类 48.1 57.8 105.9 否

马明 201290300105 男 初中学段 政治 文科类 50.1 55.1 105.2 否

孙学芳 201290308210 女 初中学段 政治 文科类 49 56 105 否

马玉蕾 203290408013 女 小学学段 美术 音体美类 61.7 50.8 112.5 否

马彩霞 203290407712 女 小学学段 美术 音体美类 58.6 53.6 112.2 否

章彩红 203290406527 女 小学学段 美术 音体美类 59.8 51.9 111.7 否

赵明明 203290406020 男 小学学段 美术 音体美类 61.6 48.1 109.7 否

卡来兄 203290405625 女 小学学段 美术 音体美类 52.5 56 108.5 否

王英姣 203290408429 女 小学学段 美术 音体美类 64.9 43 107.9 否

沈建利 203290408116 女 小学学段 美术 音体美类 56.1 51.6 107.7 否

周武青 203290408622 女 小学学段 美术 音体美类 58 49.7 107.7 否

谢志学 203290406218 男 小学学段 美术 音体美类 57.3 49.9 107.2 否

余白雪 203290408913 女 小学学段 美术 音体美类 58.7 48.4 107.1 否

李卫云 203290407624 男 小学学段 美术 音体美类 59.4 46 105.4 否

牟冰艳 203290405716 女 小学学段 美术 音体美类 56.7 47.6 104.3 否

祁忠图 203290408012 男 小学学段 美术 音体美类 51 52.2 103.2 否

刘鹏飞 203290408711 男 小学学段 美术 音体美类 53.8 49 102.8 否

康花琼 203290405726 女 小学学段 美术 音体美类 54 48.3 102.3 否

冯进发 203290408714 男 小学学段 美术 音体美类 56.9 44.5 101.4 否

王静 202290401607 女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78 60.8 138.8 否

李俊泽 202290400628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65.1 59.9 125 否

曹俊强 202290402927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62.7 61.7 124.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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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正鹏 202290402811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63.8 58.9 122.7 是

王学华 202290402502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58.7 61.8 120.5 否

李学霞 202290402608 女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65.8 54.7 120.5 否

杨杰 202290403413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61.1 55.8 116.9 否

何昌国 202290403925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65.3 51.1 116.4 否

马忠华 202290402001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43.6 71.3 114.9 否

韩路花 202290402018 女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60.8 53.2 114 否

汪卫强 202290400725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55.6 55.6 111.2 否

马俊 202290403317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51.6 59.5 111.1 否

贾彦红 202290400730 女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61.1 48.3 109.4 否

冯光发 202290404409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65.3 43.4 108.7 否

陈海生 202290402602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54.3 53.7 108 否

马小雄 202290404127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48.5 59.1 107.6 否

张倩倩 202290400228 女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54.9 52.6 107.5 否

张志国 202290400905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55.3 51.9 107.2 否

何克明 202290402713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55.2 52 107.2 否

李娜 202290403724 女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51 55.2 106.2 否

焦玉博 202290404213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66 39.4 105.4 否

王青霞 202290402716 女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47.4 57.4 104.8 否

周强 202290402906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47.9 56.8 104.7 否

姬永莉 202290401926 女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51.4 53.2 104.6 否

谢国强 202290404506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40.8 63 103.8 否

韩苗苗 202290404911 女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46.1 56.3 102.4 否

李正丽 202290401916 女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53.8 47.3 101.1 否

徐光平 202290400119 女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46.8 54 100.8 否

魏科 202290402124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49.5 50.3 99.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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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斌斌 202290403924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54 45.4 99.4 否

朱尚林 202290402021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41.1 57.8 98.9 否

包玲霞 202290402617 女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47.4 51.4 98.8 否

赵维虎 202290400704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51.1 47.6 98.7 否

马秀红 202290401905 女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66.4 32.1 98.5 否

周伟霞 202290401909 女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44.1 54.4 98.5 否

穆小青 202290404922 女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45 53 98 否

王东东 202290400507 男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44.2 53.6 97.8 否

马小花 202290401011 女 小学学段 数学 理科类 38.3 59.5 97.8 否

梁孝通 203290408624 男 小学学段 体育 音体美类 54.9 55.5 110.4 否

周礼斌 203290407504 男 小学学段 体育 音体美类 54.2 55 109.2 否

黄世恩 203290406421 男 小学学段 体育 音体美类 54.2 49.4 103.6 否

江文学 203290408024 男 小学学段 体育 音体美类 52.1 49.3 101.4 否

马进伟 203290408406 男 小学学段 体育 音体美类 50 47.7 97.7 否

高自旭 203290406506 男 小学学段 体育 音体美类 50.3 44.4 94.7 否

马文雄 203290407621 男 小学学段 体育 音体美类 47.4 44.4 91.8 否

马玉梅 203290407222 女 小学学段 体育 音体美类 40.4 48 88.4 否

庆大鹏 203290407109 男 小学学段 体育 音体美类 42.7 44.5 87.2 否

潘文辉 203290407006 男 小学学段 体育 音体美类 45.3 41.3 86.6 否

贾建军 203290407306 男 小学学段 体育 音体美类 43.3 42.4 85.7 否

何登福 203290405801 男 小学学段 体育 音体美类 40.5 44.1 84.6 否

马建平 203290405417 男 小学学段 体育 音体美类 36.4 47.9 84.3 否

赵庆彦 203290406227 男 小学学段 体育 音体美类 40.6 42.1 82.7 否

贾广强 203290408230 男 小学学段 体育 音体美类 41.1 40.1 81.2 否

马建龙 203290406030 男 小学学段 体育 音体美类 41.2 38.8 80 否

石菊萍 201290303003 女 小学学段 小学全科 文科类 49.3 64.9 114.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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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乔林 202290402317 女 小学学段 小学全科 理科类 55.6 54.8 110.4 否

胡丽丽 201290303728 女 小学学段 小学全科 文科类 55.9 49.5 105.4 否

刘少发 201290308301 男 小学学段 小学全科 文科类 42.2 62.6 104.8 否

周雷正 201290307217 男 小学学段 小学全科 文科类 47.2 53.9 101.1 否

卢伟明 201290307218 男 小学学段 小学全科 文科类 45.5 53.8 99.3 否

马丽花 201290301721 女 小学学段 小学全科 文科类 52.5 46.1 98.6 否

辛金金 201290302413 女 小学学段 小学全科 文科类 41 54.4 95.4 否

马伟 202290403211 男 小学学段 小学全科 理科类 42.9 51.5 94.4 否

邱晓娟 201290302607 女 小学学段 小学全科 文科类 45.7 45.2 90.9 否

史文钰 202290400107 男 小学学段 信息技术 理科类 64.6 63.2 127.8 否

何国治 202290402318 男 小学学段 信息技术 理科类 57.9 69.6 127.5 否

王义涛 202290403801 男 小学学段 信息技术 理科类 56.1 61.3 117.4 否

白志强 202290401824 男 小学学段 信息技术 理科类 56 54.4 110.4 否

余国忠 202290403715 男 小学学段 信息技术 理科类 47.1 58.1 105.2 否

马福刚 202290401619 男 小学学段 信息技术 理科类 48.2 55.8 104 否

陈玉虎 202290401914 男 小学学段 信息技术 理科类 51.3 52.3 103.6 否

陕秀花 202290402703 女 小学学段 信息技术 理科类 45.2 56.9 102.1 否

尹爱平 203290407715 女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63.9 52.8 116.7 否

李学军 203290408830 男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56.9 57.9 114.8 否

石艳玺 203290408824 男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61.1 52.7 113.8 否

江贵发 203290407327 男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56.9 53.7 110.6 否

张国祥 203290409004 男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57.5 51.6 109.1 否

王学渊 203290405910 男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53.1 49.4 102.5 否

费治栋 203290405810 男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49.9 50.8 100.7 否

陶超 203290409008 男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53.8 45.7 99.5 否

王亮亮 203290407604 男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47.2 49.5 96.7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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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倩 203290408028 女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48.7 46.8 95.5 否

赵晓娟 203290405919 女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50.6 44.8 95.4 否

马玲洁 203290407125 女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57.8 36.8 94.6 否

马小玲 203290408229 女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50.6 44 94.6 否

马玉玲 203290406101 女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49.4 44.7 94.1 否

金元元 203290406510 男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46.7 46.5 93.2 否

孟兰 203290407717 女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46.6 45 91.6 否

熊林红 203290406820 女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44.4 46.2 90.6 否

宋斐阳 203290406417 女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50.2 39 89.2 否

韩荣荣 203290405905 女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43.1 45.6 88.7 否

蒲旭光 203290408919 男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45.4 43.3 88.7 否

张佳 203290405410 女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40.6 47.2 87.8 否

杨挺俊 203290406525 男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46.6 40.9 87.5 否

张倩倩 203290408404 女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42.4 44.7 87.1 否

马瑛 203290406730 女 小学学段 音乐 音体美类 45.1 39.3 84.4 否

祁珍珍 201290302416 女 小学学段 英语 文科类 55.3 61.1 116.4 否

赵小刚 201290300621 男 小学学段 英语 文科类 44 65.8 109.8 是

郭俊平 202290400301 男 小学学段 英语 理科类 50.7 56.2 106.9 否

江彩玲 201290301814 女 小学学段 英语 文科类 30.8 76 106.8 否

秦丽丽 201290301718 女 小学学段 英语 文科类 46.3 59.7 106 否

马晓阳 201290301628 男 小学学段 英语 文科类 54.8 50.5 105.3 否

白璐 201290304626 女 小学学段 英语 文科类 49.6 54.6 104.2 否

张通霞 201290308406 女 小学学段 英语 文科类 53.1 48.3 101.4 否

祁亚男 201290302826 女 小学学段 英语 文科类 49.4 50.1 99.5 否

杨俊芳 201290306826 女 小学学段 英语 文科类 49.4 48.6 98 否

王冬儿 201290308305 女 小学学段 英语 文科类 47.4 49.7 97.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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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秀梅 201290305829 女 小学学段 英语 文科类 51.9 43.5 95.4 否

林海红 201290304703 女 小学学段 英语 文科类 43.5 51.6 95.1 否

李倩倩 201290305517 女 小学学段 英语 文科类 42.7 51.5 94.2 否

冯丽晶 201290303316 女 小学学段 英语 文科类 41.8 50.9 92.7 否

李芬芬 201290300718 女 小学学段 英语 文科类 37.4 53.7 91.1 否

马桂 201290306408 女 小学学段 英语 文科类 43.1 47.8 90.9 否

马亮亮 201290307728 女 小学学段 语文 文科类 51.8 64.4 116.2 否

朱艳霞 201290303826 女 小学学段 语文 文科类 48.1 62.8 110.9 否

石建 201290302105 男 小学学段 语文 文科类 52.7 55.5 108.2 否

王俊霞 201290308014 女 小学学段 语文 文科类 48.9 57.8 106.7 否

谢娜兴 201290304512 女 小学学段 语文 文科类 50.1 56.4 106.5 否

韩云芝 201290300211 女 小学学段 语文 文科类 51.3 54.1 105.4 否

刘晓娟 201290302916 女 小学学段 语文 文科类 53.4 51.7 105.1 否

张梅香 201290308228 女 小学学段 语文 文科类 57.4 47.7 105.1 否

李翠芬 201290300921 女 小学学段 语文 文科类 44.5 60.2 104.7 否

康玉杰 201290305324 女 小学学段 语文 文科类 44.1 59 103.1 否

鲁学林 201290308327 女 小学学段 语文 文科类 47.3 55.2 102.5 是

何登红 201290301530 女 小学学段 语文 文科类 55.9 46 101.9 否

何丽莉 201290303609 女 小学学段 语文 文科类 47.3 53.7 101 否

马俊云 201290300620 男 小学学段 语文 文科类 45.4 54.9 100.3 否

刘天梅 201290307408 女 小学学段 语文 文科类 46.8 53.3 100.1 否

徐国红 201290304316 女 小学学段 语文 文科类 53.7 46.3 100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