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上半年学位论文复写率检测抽查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科

代码
学科 导师

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
备注

1 B20151601 田  凯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朱  庆 动物科技学院

2 B20151608 龙科任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李学伟 动物科技学院

3 S20143136 李思辰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朱  庆 动物科技学院

4 S20153310 周靖宣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仲  涛 动物科技学院

5 S20153312 崔志富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朱  庆 动物科技学院

6 S20153320 赖  爽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赵小玲 动物科技学院

7 S20153338 杨海珑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张红平 动物科技学院

8 S20153347 聂  露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张红平 动物科技学院

9 S20153348 华雨桐 071007 遗传学 李  英 动物科技学院

10 S20154605 魏硕鹏 090801 水产养殖 周小秋 动物科技学院

11 S20154705 王  红 090900 草学 闫艳红 动物科技学院

12 S20156103 何治德 095105 养殖 何  智 动物科技学院

13 S20156109 刘海朝 095105 养殖 张红平 动物科技学院

14 S20156113 徐尚潇 095105 养殖 赵  叶 动物科技学院

15 S20156205 裴姝婷 095106 草业 刘  琳 动物科技学院

16 B20141703 罗  琴 090601 基础兽医学 崔恒敏 动物医学院

17 B20141803 韩  月 090602 预防兽医学 程安春 动物医学院

18 B20151902 余泽辉 090601 基础兽医学 耿  毅 动物医学院

19 S20153611 何  洁 090601 基础兽医学 汪开毓 动物医学院

20 S20153613 陈  阳 090601 基础兽医学 林居纯 动物医学院

21 S20153708 罗星颖 090602 预防兽医学 贾仁勇 动物医学院

22 S20153717 祝  壮 090602 预防兽医学 曹三杰 动物医学院

23 S20153718 任  露 090602 预防兽医学 颜其贵 动物医学院

24 S20153719 徐  帅 090602 预防兽医学 倪学勤 动物医学院

25 S20153729 赵  位 090602 预防兽医学 罗  燕 动物医学院

26 S20153730 冷依伊 090602 预防兽医学 王  印 动物医学院

27 S20153739 杜莉静 090602 预防兽医学 黄  勇 动物医学院

28 S20153749 殷  玥 090602 预防兽医学 朱  玲 动物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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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S20153756 王柳杰 090602 预防兽医学 杨光友 动物医学院

30 S20153757 林奕岑 090602 预防兽医学 倪学勤 动物医学院

31 S20153803 李昊洲 090603 临床兽医学 彭广能 动物医学院

32 S20156701 王雪梅 095200 兽医 任志华 动物医学院

33 S20156703 田一男 095200 兽医 钟志军 动物医学院

34 S20156707 董  琦 095200 兽医 叶刚 动物医学院

35 S20156710 任丹丹 095200 兽医 符华林 动物医学院

36 S20156726 陈  兵 095200 兽医 陈正礼 动物医学院

37 S20156727 姜尧章 095200 兽医 马晓平 动物医学院

38 S20156736 朱玉东 095200 兽医 程安春 动物医学院

39 S20156739 张  博 095200 兽医 姚学萍 动物医学院

40 S20156744 熊权鑫 095200 兽医 汪开毓 动物医学院

41 S20156747 刘亚东 095200 兽医 杨泽晓 动物医学院

42 B20121508 周  盼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吴  德 动物营养研究所

43 B20141512 张  勇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陈代文 动物营养研究所

44 S20153409 李姗姗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张克英 动物营养研究所

45 S20153437 谢冬梅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贾  刚 动物营养研究所

46 S20153444 姜丹丹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吴  德 动物营养研究所

47 S20153445 王  茹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车炼强 动物营养研究所

48 S20153446 陈婷婷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余  冰 动物营养研究所

49 S20153449 穆雅东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丁雪梅 动物营养研究所

50 S20156119 廖  航 095105 养殖 曾秋凤 动物营养研究所

51 S20156132 王晓勤 095105 养殖 黄志清 动物营养研究所

52 S20156136 杨  波 095105 养殖 冯  琳 动物营养研究所

53 S20152003 谭月桐 083400 风景园林学 陈其兵 风景园林学院

54 S20152005 朱  原 083400 风景园林学 高素萍 风景园林学院

55 S20152012 于  飞 083400 风景园林学 李  西 风景园林学院

56 S20152019 蒋佳慧 083400 风景园林学 姜贝贝 风景园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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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S20152020 刘思岑 083400 风景园林学 贾  茵 风景园林学院

58 S20152021 曾程程 083400 风景园林学 陈其兵 风景园林学院

59 S20156803 陈丽莲 095300 风景园林 李  西 风景园林学院

60 S20156805 王雪杉 095300 风景园林 陈其兵 风景园林学院

61 S20156806 肖雨季 095300 风景园林 鲁  琳 风景园林学院

62 S20156810 喻  彦 095300 风景园林 陈其兵 风景园林学院

63 S20156812 李知谦 095300 风景园林 刘光立 风景园林学院

64 S20156817 刘  婷 095300 风景园林 蔡仕珍 风景园林学院

65 S20156818 叶虹宏 095300 风景园林 潘远智 风景园林学院

66 S20156827 高瑜轩 095300 风景园林 潘远智 风景园林学院

67 S20156831 王  悦 095300 风景园林 鲁  琳 风景园林学院

68 S20156860 黄  真 095300 风景园林 李  西 风景园林学院

69 S20156863 蒲晨新 095300 风景园林 孙大江 风景园林学院

70 Z2012061 李  佳 095300 风景园林硕士 陈其兵 风景园林学院

71 S20154803 宣  正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陈冬冬 管理学院

72 S20154804 龚  莹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王  燕 管理学院

73 S20154902 陈凌珠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庄天慧 管理学院

74 S20154903 徐  霄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杨锦秀 管理学院

75 S20155304 熊冰瑶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夏建国 管理学院

76 S20155314 田若蘅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黄成毅 管理学院

77 S20155316 何盈盈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冉瑞平 管理学院

78 S20157012 罗惠贤 125200 公共管理 张劲松 管理学院

79 S20157017 朱元军 125200 公共管理 吴  平 管理学院

80 S20157023 陈  艳 125200 公共管理 符  刚 管理学院

81 S20157024 康  健 125200 公共管理 郑循刚 管理学院

82 S20141318 谭浩文 071300 生态学 朱雪梅 环境学院

83 S20151404 邱婧雯 083001 环境科学 沈  飞 环境学院

84 S20151503 周  希 083002 环境工程 范良千 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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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S20151506 漆  艳 083002 环境工程 张小洪 环境学院

86 S20155507 李林桓 085229 环境工程 倪福全 环境学院

87 S20155508 赵  伟 085229 环境工程 宋  春 环境学院

88 Z2014348 赵鹏杰 095109 农业机械化 吴维雄 机电学院

89 S20155404 许弟容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甘  露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

院

90 S20150108 苏  欣 020205 产业经济学 郭  华 经济学院

91 S20150109 崔鹏鹏 020205 产业经济学 谭  静 经济学院

92 S20155002 沈  鹭 120302 林业经济管理 王雨林 经济学院

93 S20155101 余小龙 1203Z1 农村金融 唐曼萍 经济学院

94 S20155107 黄杨朔 1203Z1 农村金融 蒋远胜 经济学院

95 S20156412 李  琴 095110 农村与区域发展 李阳明 经济学院

96 S20156413 张正发 095110 农村与区域发展 刘云强 经济学院

97 S20156429 王亚萍 095110 农村与区域发展 符  刚 经济学院

98 Z2012350 邱  玲 095110 农村与区域发展 郑循刚 经济学院

99 Z2013188 郭婉蓉 095110 农村与区域发展 唐曼萍 经济学院

100 Z2013393 徐  媛 095111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王  冲 经济学院

101 Z2014140 胡  曦 095111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肖诗顺 经济学院

102 Z2014186 代  露 095110 农村与区域发展 蒋远胜 经济学院

103 Z2014232 王  柳 095111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漆雁斌 经济学院

104 S20150705 周恒泰 071001 植物学 邹  平 理学院

105 S20151301 王  壮 071300 生态学 杨万勤 林学院

106 S20151303 贺若阳 071300 生态学 徐振锋 林学院

107 S20151307 张  钰 071300 生态学 吴福忠 林学院

108 S20153901 何  丹 090701 林木遗传育种 万雪琴 林学院

109 S20154003 尹海锋 090702 森林培育 李贤伟 林学院

110 S20154018 刘德华 090702 森林培育 齐锦秋 林学院

111 S20154020 何朋俊 090702 森林培育 李贤伟 林学院

112 S20154026 王  曦 090702 森林培育 胡庭兴 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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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S20154104 纪云鹏 090703 森林保护学 朱天辉 林学院

114 S20154201 张  晨 090704 森林经理学 赵安玖 林学院

115 S20154209 黄  波 090704 森林经理学 赵安玖 林学院

116 S20154407 卫娇娇 090706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周兰英 林学院

117 S20154503 马  星 090707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郑江坤 林学院

118 S20156902 牛畔青 095400 林业 高  顺 林学院

119 S20156905 张砾心 095400 林业 李  梅 林学院

120 S20156920 熊  靓 095400 林业 龚  伟 林学院

121 S20156923 陈宏基 095400 林业 李贤伟 林学院

122 S20156926 唐永彬 095400 林业 赵安玖 林学院

123 S20156927 李  林 095400 林业 黄从德 林学院

124 Z2012153 周成强 095107 林业 陈小红 林学院

125 Z2014070 刘燕云 095107 林业 陈小红 林学院

126 Z2014359 苟国伟 095110 农村与区域发展 郭  凌 旅游学院

127 S20150403 何成敏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赵晓霞 马克思主义学院

128 S20150502 于  鹏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何临春 马克思主义学院

129 B20120401 吴昆仑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冯宗云 农学院

130 B20150901 蒋  敏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唐宗祥 农学院

131 L201502001 Nasir Iqbal 0901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杨文钰 农学院

132 S20151002 杨  园 071007 遗传学 付体华 农学院

133 S20151105 黄  亮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罗培高 农学院

134 S20152112 顾文智 0901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李首成 农学院

135 S20152115 王思宇 0901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樊高琼 农学院

136 S20152205 王  德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黄玉碧 农学院

137 S20152207 陈巧灵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蒲至恩 农学院

138 S20152305 何婧芝 0901Z1 药用植物学 侯  凯 农学院

139 S20152403 柳  江 0901Z2 烟草学 曾淑华 农学院

140 S20153006 王对平 090401 植物病理学 常小丽 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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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S20153008 李  娟 090401 植物病理学 严吉明 农学院

142 S20153101 毛  敏 090402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蒋春先 农学院

143 S20155703 马晓君 095101 作物 袁继超 农学院

144 S20155716 李昕昀 095101 作物 王西瑶 农学院

145 S20155718 王丹丹 095101 作物 冯宗云 农学院

146 S20155726 郭莎莎 095101 作物 侯  凯 农学院

147 S20155728 朱  杰 095101 作物 樊高琼 农学院

148 S20156007 刘金飒 095104 植物保护 黄  富 农学院

149 S20156403 庞  婷 095110 农村与区域发展 雍太文 农学院

150 Z2014008 霍云霄 095101 作物 鲁黎明 农学院

151 Z2014044 肖春光 095104 植物保护 李  庆 农学院

152 B20150403 唐  昊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晏本菊 生命科学学院

153 S20150710 杨  程 071001 植物学 王晓丽 生命科学学院

154 S20150803 赵俊松 071002 动物学 徐怀亮 生命科学学院

155 S20151206 李  桐 071011 生物物理学 张怀渝 生命科学学院

156 S20151601 姜海洋 083201 食品科学 李  诚 食品学院

157 S20151705 陈  杰 083202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

程
张黎骅 食品学院

158 S20151805 雷  丽 083203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秦  文 食品学院

159 S20151901 杨  娟 083204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李树红 食品学院

160 S20155605 肖力源 085231 食品工程 张志清 食品学院

161 S20156606 胡  可 095113 食品加工与安全 秦  文 食品学院

162 S20156609 李杨薇宇 095113 食品加工与安全 李  诚 食品学院

163 Z2013422 唐福平 095113 食品加工与安全 陈姝娟 食品学院

164 S20145414 石心祎 095101 作物 李仕贵 水稻研究所

165 S20151009 陈  丹 071007 遗传学 李双成 水稻研究所

166 S20151146 胡昌琼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陈荣军 水稻研究所

167 S20151151 朱自忠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朱  军 水稻研究所

168 S20152264 唐志臣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朱建清 水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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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S20152268 胡  春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王平荣 水稻研究所

170 S20152271 周  雷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李仕贵 水稻研究所

171 S20162428 梁元可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朱建清 水稻研究所

172 S20155411 罗茹月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 郭子红 土木工程学院

173 B20130103 雷映霞 071001 植物学 张海琴 小麦研究所

174 B20140927 郑  亭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郑有良 小麦研究所

175 S20151007 傅雪梅 071007 遗传学 凡星 小麦研究所

176 S20152218 徐东阳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颜泽洪 小麦研究所

177 S20152221 彭  凡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王  益 小麦研究所

178 S20151135 牟碧涛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曹墨菊 玉米研究所

179 S20151138 张晓芳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付凤玲 玉米研究所

180 S20151139 曹  博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付凤玲 玉米研究所

181 S20152242 孙文婷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沈亚欧 玉米研究所

182 S20152244 李新河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兰  海 玉米研究所

183 S20152255 郑  巍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荣廷昭 玉米研究所

184 B20121101 黄海涛 090202 蔬菜学 李焕秀 园艺学院

185 S20152501 倪知游 090201 果树学 夏  惠 园艺学院

186 S20152505 温  铿 090201 果树学 廖明安 园艺学院

187 S20152512 李亚丽 090201 果树学 汤浩茹 园艺学院

188 S20152513 高  帆 090201 果树学 夏  惠 园艺学院

189 S20152604 薛生玲 090202 蔬菜学 孙  勃 园艺学院

190 S20152703 李晓松 090203 茶学 唐  茜 园艺学院

191 S20155803 欧阳心童 095102 园艺 何春雷 园艺学院

192 S20155807 赵英鹏 095102 园艺 贺忠群 园艺学院

193 S20155812 伏晓科 095102 园艺 王小蓉 园艺学院

194 B20150202 刘汉军 071005 微生物学 陈  强 资源学院

195 S20150906 杨盛智 071005 微生物学 邹立扣 资源学院

196 S20150913 郭雅萍 071005 微生物学 马孟根 资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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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S20152804 舒向阳 090301 土壤学 胡玉福 资源学院

198 S20152805 谌首蓓 090301 土壤学 邓良基 资源学院

199 S20152814 李  萌 090301 土壤学 王昌全 资源学院

200 S20152815 杨  弋 090301 土壤学 夏建国 资源学院

201 S20152825 朱仁欢 090301 土壤学 郑子成 资源学院

202 S20152902 王  尧 090302 植物营养学 曾  建 资源学院

203 S20155901 彭  丹 095103 农业资源利用 徐开未 资源学院

204 S20155903 胡德益 095103 农业资源利用 陈光登 资源学院

205 S20155911 王子豪 095103 农业资源利用 袁  澍 资源学院

206 S20155915 樊瑜贤 095103 农业资源利用 袁大刚 资源学院

207 S20156501 李二强 095112 农业信息化 徐精文 资源学院

208 Z2013130 余  辉 095103 农业资源利用 辜运富 资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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