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导师 学科门类

1 B20120103 申世安 071001 植物学 丁春邦 理学

2 B20130104 杨财容 071001 植物学 周永红 理学

3 B20130202 宋三多 071005 微生物学 陈    强 理学

4 B20120303 邹    挺 071007 遗传学 李    平 理学

5 B20130302 孔繁丽 071007 遗传学 李    英 理学

6 B20100102 杨    靖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任正隆 理学

7 B20100108 马    强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任正隆 理学

8 B20110103 刘新春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冯宗云 理学

9 B20120404 崔永霞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黄乾明 理学

10 B20120408 韩保林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吴先军 理学

11 B20130406 李    巧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郑爱萍 理学

12 B20130407 何    翔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徐正君 理学

13 B20130410 颜红海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魏育明 理学

14 B20140501 魏守海 071011 生物物理学 曾宪垠 理学

15 B20130601 岳    楷 071300 生态学 吴福忠 理学

16 B20130604 周    伟 071300 生态学 邓良基 理学

17 B20140602 刘    燕 071300 生态学 张延宗 理学

18 B20100202 刘碧荣 0901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马    均 农学

19 B20110201 许光利 0901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李    天 农学

20 B20130805 代    邹 0901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马    均 农学

21 B20140801 李    娜 0901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马    均 农学

22 B20140802 李    强 0901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袁继超 农学

23 B20100302 田迎秋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黄玉碧 农学

24 B20110314 刘婷岚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刘登才 农学

25 B20110323 董贞贞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周永红 农学

26 B20130903 杜安平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李仕贵 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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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20130904 张新业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潘光堂 农学

28 B20130908 刘    淼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刘登才 农学

29 B20130911 王石光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李仕贵 农学

30 B20130912 周晓钢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陈学伟 农学

31 B20130922 闫宇薇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潘光堂 农学

32 B20140901 胡彬华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李仕贵 农学

33 B20140903 陈    帅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潘光堂 农学

34 B20140912 任    云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李双成 农学

35 B20140925 赵    文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陈学伟 农学

36 B20131001 童    凯 0901Z1 药用植物学 田孟良 农学

37 B20131101 周    勇 0901Z3 种子科学与技术 王际睿 农学

38 B20110605 范建新 090201 果树学 王永清 农学

39 B20110606 陈    栋 090201 果树学 汤浩茹 农学

40 B20110608 姚    昕 090201 果树学 秦    文 农学

41 B20121005 李    靖 090201 果树学 王永清 农学

42 B20141101 白丽军 090201 果树学 汤浩茹 农学

43 B20121301 王    丽 090401 植物病理学 黄    富 农学

44 B20131501 雷    雨 090401 植物病理学 张    敏 农学

45 B20110805 曾知遥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赖松家 农学

46 B20121402 张    龙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刘益平 农学

47 B20121404 兰    茜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朱    庆 农学

48 B20141401 贺    伸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李明洲 农学

49 B20141403 兰    丹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刘益平 农学

50 B20141408 刘一辉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李学伟 农学

51 B20110901 王海瑞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吴    德 农学

52 B20110905 杨震国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吴    德 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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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B20121505 邹田德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陈代文 农学

54 B20121506 赵珩伊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陈代文 农学

55 B20121507 杨秋梅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陈代文 农学

56 B20121801 王亚军 090601 基础兽医学 汪开毓 农学

57 B20131901 李    莉 090601 基础兽医学 殷中琼 农学

58 B20131902 陈科杰 090601 基础兽医学 崔恒敏 农学

59 B20131903 贺    扬 090601 基础兽医学 汪开毓 农学

60 B20121906 丁玲强 090602 预防兽医学 文心田 农学

61 B20132002 何曼莉 090602 预防兽医学 杨光友 农学

62 B20132006 刘瀚扬 090602 预防兽医学 文心田 农学

63 B20132008 刘超越 090602 预防兽医学 程安春 农学

64 B20142001 谢九龙 090702 森林培育 胡庭兴 农学

65 B20142102 卓志航 090703 森林保护学 杨  伟 农学

66 B20132601 张海涛 090707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宫渊波 农学

67 B20132701 周    凯 090900 草学 张新全 农学

68 B20132702 聂    刚 090900 草学 张新全 农学

69 B20091909 凌    静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邓良基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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