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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萌 女 62050**********022 财务管理 财经学院

2 鲍娟娟 女 62272**********147 财务管理 财经学院

3 彭妍 女 62262**********045 金融学 财经学院

4 梁延红 女 62012**********329 金融学 财经学院

5 苏清兰 女 62010**********42X 经济学 财经学院

6 张萌 女 62282**********928 农林经济管理 财经学院

7 张喜花 女 62282**********129 农林经济管理 财经学院

8 王骁睿 女 14010**********723 农林经济管理(基地班) 财经学院

9 杨调调 女 62082**********227 农林经济管理(基地班) 财经学院

10 陈瑞瑞 女 62272**********268 农林经济管理(基地班) 财经学院

11 张玉英 女 62222**********820 农林经济管理(基地班) 财经学院

12 林紫藤 女 35220**********729 市场营销 财经学院

13 胡鸿姣 女 51012**********627 草业科学 草业学院

14 刘晓婷 女 62012**********72X 草业科学 草业学院

15 柴加丽 女 62232**********820 草业科学 草业学院

16 侯齐琪 女 41078**********625 草业科学 草业学院

17 马淑敏 女 62282**********64X 草业科学 草业学院

18 韩江茹 女 13018**********922 草业科学 草业学院 推免辅导员

19 张万通 男 37292**********05X 草业科学(草坪管理) 草业学院

20 武蓓 女 14118**********06X 草业科学(草坪管理) 草业学院

21 王文娟 女 62042**********127 草业科学(草坪管理) 草业学院

22 李双雄 男 62282**********536 草业科学(草坪管理) 草业学院 推免辅导员

23 李亚梅 女 62242**********640 动物科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24 王慧慧 女 62263**********361 动物科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25 朱恒 女 62270**********827 动物科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26 乔莉蓉 女 51081**********284 动物科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27 李桃桃 女 62282**********329 动物科学(畜牧兽医)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28 马瑞仙 女 62052**********447 动物科学(畜牧兽医)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29 吴新苗 女 62112**********826 动物科学(畜牧兽医)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30 何超 男 62032**********315 动物科学(畜牧兽医)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推免辅导员

31 余欣欣 女 62012**********728 水产养殖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32 赵璐 女 62012**********428 水产养殖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33 缪茜 女 62042**********322 动物医学 动物医学院

34 陈文哲 男 62050**********317 动物医学 动物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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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张乃心 女 62042**********528 动物医学 动物医学院

36 史艳 女 62272**********925 动物医学 动物医学院

37 赵鑫源 男 62052**********038 动物医学(兽医公共卫生) 动物医学院

38 张月玥 女 62220**********026 动物医学(兽医公共卫生) 动物医学院

39 马海云 女 62270**********823 动物医学(兽医公共卫生) 动物医学院

40 张永芝 女 62042**********483 动物医学(兽医公共卫生) 动物医学院

41 席尧 女 62282**********327 动物医学(兽医公共卫生) 动物医学院

42 王瑞 女 62232**********82X 动物医学(兽医公共卫生) 动物医学院 推免辅导员

43 张凡 女 62012**********429 公共事业管理 管理学院

44 樊子瑜 女 62212**********045 公共事业管理 管理学院 推免辅导员

45 王娟 女 13048**********788 劳动与社会保障 管理学院

46 王娅婷 女 62010**********529 劳动与社会保障 管理学院

47 孙艳梅 女 62242**********54X 劳动与社会保障 管理学院

48 张欢 女 62052**********620 农村区域发展 管理学院

49 马世瑛 女 62042**********327 土地资源管理 管理学院

50 付耀东 男 62050**********355 车辆工程 机电工程学院

51 张生琨 男 62012**********010 车辆工程 机电工程学院

52 戴桐 男 62272**********653 车辆工程 机电工程学院 推免辅导员

53 杨军奇 男 62052**********3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电工程学院

54 朱冬琴 女 62242**********22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电工程学院

55 李文汉 男 41112**********03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电工程学院

56 李沫若 女 21070**********82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电工程学院

57 郑红斌 男 41062**********51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电工程学院

58 张方圆 女 62010**********024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机电工程学院

59 姜春慧 女 37292**********120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机电工程学院

60 杨艳艳 女 62272**********323 材料化学 理学院

61 柯发辉 男 62230**********714 材料化学 理学院 推免辅导员

62 孙晓亮 女 62242**********227 材料化学 理学院

63 郑杰 男 62230**********877 应用化学 理学院

64 王婷 女 62122**********461 应用化学 理学院

65 李晓娟 女 62112**********141 应用统计学 理学院

66 曹瑞红 女 62242**********543 应用统计学 理学院

67 王雅婷 女 62040**********027 应用统计学 理学院

68 童雅琦 女 62012**********526 风景园林 林学院

69 水瑾艳 女 62010**********820 风景园林 林学院

70 张靖 女 36031**********724 林学 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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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何艳玲 女 62242**********327 林学 林学院

72 罗立娇 女 51090**********746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林学院

73 朱丽琴 女 62272**********389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林学院

74 陈壹铭 男 62052**********817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林学院 推免辅导员

75 娄媛蓉 女 62242**********025 园林 林学院

76 赵雪蕊 女 62280**********06X 园林 林学院

77 张冬玲 女 62042**********02x 农学 农学院 推免辅导员

78 陈倩 女 62102**********527 农学 农学院

79 范又方 女 62280**********048 农学 农学院

80 王凤仁 女 62232**********464 农学 农学院

81 王银霞 女 62042**********422 农学 农学院

82 田鑫 男 13020**********310 农学 农学院 推免辅导员

83 王霞 女 51052**********568 中草药栽培与鉴定 农学院

84 马澜 女 62020**********225 中草药栽培与鉴定 农学院

85 张迎芳 女 62242**********525 中草药栽培与鉴定 农学院

86 林超 女 62263**********388 中草药栽培与鉴定 农学院

87 王婧 女 62290**********54X 种子科学与工程 农学院

88 刘寅笃 男 62282**********315 种子科学与工程 农学院

89 江俞欣 女 62010**********625 种子科学与工程 农学院

90 曹丽娜 女 62230**********021 种子科学与工程 农学院

91 王璐 女 62262**********028 法学 人文学院

92 路育中 男 62042**********118 法学 人文学院 推免辅导员

93 李雪飞 女 62040**********120 汉语言文学 人文学院

94 曹刚 男 14112**********21X 秘书学 人文学院

95 韩施雨 女 62010**********021 英语(翻译) 人文学院

96 张晶晶 女 41302**********522 英语(商务英语) 人文学院

97 赵玉爽 女 61052**********746 英语(英语语言文学) 人文学院

98 戴丽君 女 62012**********727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99 张姚 女 62262**********728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100 杨洁 女 41088**********021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101 刘娟娟 女 62052**********326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102 蔺婷 女 62262**********360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103 夏露露 女 62050**********026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104 赵巧竹 女 62050**********144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105 许静玉 女 41031**********046 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106 梁丽红 女 62042**********942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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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布鑫荣 女 62230**********446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8 赵雨萱 女 62010**********624 生物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09 苏婷婷 女 62242**********720 生物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10 赵雪芳 女 62232**********427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11 张苗 女 61230**********022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12 张彪 男 61272**********81X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推免辅导员

113 陈春霞 女 62292**********223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14 桑雪芹 女 62042**********422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15 吕转转 女 62052**********543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16 杨阳阳 女 13043**********12X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17 陈敬敬 女 62052**********141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18 李雯 女 62012**********063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19 刘林桃 男 62050**********03x 农业水利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120 许春娟 女 62242**********726 农业水利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121 马菊花 女 62292**********083 农业水利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122 李宝占 男 62282**********217 农业水利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推免辅导员

123 温文 男 13040**********613 农业水利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124 童光泽 男 62232**********019 农业水利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推免辅导员

125 贾玲 女 62042**********324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126 曹睿 女 62042**********820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127 李海燕 女 62222**********629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128 王英英 女 62232**********125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129 潘力 男 43122**********011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130 张向宁 女 62042**********424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131 张恬姿 女 14112**********020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132 甘涛 男 62012**********337 土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学院

133 马得秀 女 62292**********022 电子信息工程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34 蒋元淑 女 62292**********82X 电子信息工程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35 赵翊竹 女 51372**********02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36 赵敏敏 女 62050**********84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37 刘圣霞 女 62230**********86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38 夏忠涛 男 37152**********016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推免辅导员

139 高彦强 男 62242**********018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园艺学院

140 虎丽霞 女 62242**********625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园艺学院

141 豆建华 男 62222**********01X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园艺学院

142 武学彤 女 62042**********120 园艺(观赏园艺) 园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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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罗燕燕 女 62242**********123 园艺(观赏园艺) 园艺学院

144 孙娥 女 62042**********527 园艺(果树) 园艺学院

145 苟惠敏 女 62272**********624 园艺(果树) 园艺学院

146 马浩棕 男 14110**********174 园艺(果树) 园艺学院

147 刘志娅 女 62042**********38X 园艺(蔬菜) 园艺学院

148 石媚媚 女 45098**********444 园艺(蔬菜) 园艺学院

149 马康宁 男 62272**********71X 园艺(蔬菜) 园艺学院 推免辅导员

150 金梦圆 女 62232**********147 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学院

151 韩凯迪 女 13092**********148 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学院

152 李小伟 男 62052**********632 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学院 推免辅导员

153 李岩 女 62210**********043 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学院

154 安丽婷 女 62242**********125 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学院

155 魏雪娟 女 62242**********320 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学院

156 靳甜甜 女 14100**********041 地理信息科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157 金银丽 女 62042**********420 地理信息科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158 李颖 女 62282**********326 地理信息科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159 陈亚南 女 62042**********829 环境工程 资源与环境学院

160 孙静 女 62012**********12X 环境工程 资源与环境学院

161 杨睿哲 男 14010**********939 农业资源与环境 资源与环境学院

162 侯如娇 女 14243**********645 农业资源与环境 资源与环境学院

163 高瑞 女 62270**********120 农业资源与环境 资源与环境学院

164 刘长雨 女 42068**********543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资源与环境学院

165 于悦 女 62010**********527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资源与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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