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1

2021年秋季梅州市东山学校免摇号录取人员名单

2021年7月20日

序号 免摇号类型 姓名 序号 免摇号类型 姓名 序号 免摇号类型 姓名

1 第一类 段可心 46 第三类 黄钰珠 91 第三类 刘正豪

2 第一类 李梓娴 47 第三类 周婷 92 第三类 满建硕

3 第二类 张子琳 48 第三类 练皓朋 93 第三类 张丽文

4 第二类 白林芳 49 第三类 吕瑾源 94 第三类 黄嘉玲

5 第二类 朱悦 50 第三类 袁金清 95 第三类 朱苏彤

6 第二类 李嘉悦 51 第三类 蓝鑫烨 96 第三类 朱瀚森

7 第二类 杨钰婷 52 第三类 温炜炽 97 第三类 曾豪

8 第二类 曾欣怡 53 第三类 张文涛 98 第三类 郑嘉睿

9 第二类 卢金燕 54 第三类 李子鑫 99 第三类 曹淑婷

10 第二类 曾楚睿 55 第三类 刘晨 100 第三类 张梓楦

11 第二类 颜思睿 56 第三类 谢智洪 101 第三类 黄铉桐

12 第二类 谢坤芸 57 第三类 古文杰 102 第三类 刘凯辉

13 第二类 罗羽函 58 第三类 谭桉亿 103 第三类 吴嘉源

14 第二类 汪子瀚 59 第三类 谭桉嘉 104 第三类 蔡佳渝

15 第三类 黄雄辉 60 第三类 邓文栋 105 第三类 谢佳辉

16 第三类 陈晧宇 61 第三类 王燊鸿 106 第三类 李锦萍

17 第三类 叶锦豪 62 第三类 彭诗剑 107 第三类 刘睿涛

18 第三类 邓语阳 63 第三类 朱瑞思 108 第三类 刘彬

19 第三类 陈子康 64 第三类 叶宇文 109 第三类 周嘉豪

20 第三类 谢浩华 65 第三类 刘璐 110 第三类 李庆宏

21 第三类 陈鹏锋 66 第三类 陈佳语 111 第三类 侯军悦

22 第三类 张嘉文 67 第三类 潘泓秀 112 第三类 杨思钟

23 第三类 李秉昊 68 第三类 陈琦 113 第三类 黄晟霖

24 第三类 王祖彬 69 第三类 李柯霆 114 第三类 詹锦濠

25 第三类 张家希 70 第三类 李宗龙 115 第三类 谢锦

26 第三类 黄泓鑫 71 第三类 杨梓申 116 第三类 邹润锴

27 第三类 刘晏彤 72 第三类 杨梦婷 117 第三类 刘学鹏

28 第三类 张嘉仪 73 第三类 黄淅 118 第三类 朱锦楠



29 第三类 曾谦 74 第三类 叶文杰 119 第三类 林珈锐

30 第三类 杨旭波 75 第三类 黄喜福 120 第三类 李宝玉

31 第三类 杨卓凡 76 第三类 陈凯君 121 第三类 罗振宽

32 第三类 陈彦琳 77 第三类 宋志锐 122 第三类 钟鑫

33 第三类 郭杨 78 第三类 吴昊禹 123 第三类 宋文熙

34 第三类 陈欣煜 79 第三类 李嘉豪 124 第三类 谢艳芬

35 第三类 叶心睿 80 第三类 李海轩 125 第三类 张洲凡

36 第三类 钟容蓉 81 第三类 李炜栋 126 第三类 叶皓阳

37 第三类 何锦华 82 第三类 饶嘉钰 127 第三类 曾欣萍

38 第三类 牟高峰 83 第三类 聂浩铭 128 第三类 曾梓豪

39 第三类 王凯睿 84 第三类 吴苏宇 129 第三类 丘宇柔

40 第三类 宋俊聪 85 第三类 张昶春 130 第三类 张智宁

41 第三类 徐梓馨 86 第三类 赖智富 131 第三类 卢晓欢

42 第三类 李成梁 87 第三类 钟炎杉 132 第三类 梁灵玲

43 第三类 巫泳琪 88 第三类 邱靖勋 133 第三类 李欣怡

44 第三类 覃铭泽 89 第三类 李欣倪 134 第三类 黄蕾珍

45 第三类 丘鸿彬 90 第三类 陈可淦 / / /

总计：共  134  人。

备注：
免摇号类型第一类指优抚优待对象；第二类指民办学校举办者直系亲属和民办学校教职工子女；第三类指民办学
校自愿直升本校就读的学生。



附表2

2021年秋季东山中学梅县新城分校免摇号录取人员名单

2021年7月20日

序号 免摇号类型 学生姓名 序号 免摇号类型 学生姓名

1 第二类 刘佳均 3 第二类 叶芷涵

2 第二类 陈灏雨 4 第二类 廖一菡

总计：共 4 人。

备注： 免摇号类型第一类指优抚优待对象；第二类指民办学校举办者直系亲属和民办学校教职
工子女；第三类指民办学校自愿直升本校就读的学生。

附表3

2021年秋季梅州市培英中学免摇号录取人员名单

2021年7月20日

学校名称 免摇号类型 姓名

梅州市培英中学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