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学历 学院 综合排名/参评人数

1 安崇霄 男 作物学 硕士 农学院 1/68

2 王萍 女 生物学 硕士 农学院 2/68

3 吴凤全 男 作物学 硕士 农学院 3/68

4 刘晨 男 农艺与种业 硕士 农学院 1/21

5 雷米 男 水利工程 硕士 水利学院 1/53

6 陈瑞 男 水利工程 硕士 水利学院 2/53

7 邹兰 女 水利工程 硕士 水利学院 1/23

8 白圣贺 男 农业工程 硕士 机电学院 1/16

9 于欣东 男 机械工程 硕士 机电学院 1/15

10 许佳 女 农业资源与环境 硕士 草环学院 1/79

11 李典鹏 男 农业资源与环境 硕士 草环学院 2/79

12 孙涛 男 农业资源与环境 硕士 草环学院 3/79

13 顾惠敏 女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硕士 草环学院 1/32

14 丁邦新 男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硕士 草环学院 2/32

15 李斌斌 男 食品加工与安全 硕士 食药学院 2/40

16 李亚玲 女 食品加工与安全 硕士 食药学院 3/40

17 张轲 男 食品科学与工程 硕士 食药学院 2/52

18 石玲 女 食品科学与工程 硕士 食药学院 3/52

19 王进州 男 交通运输工程 硕士 交通学院 1/25

20 姜徽 女 畜牧学 硕士 动科学院 1/93

21 张月 女 畜牧学 硕士 动科学院 2/93

22 赵番番 女 畜牧 硕士 动科学院 1/42

23 张梦圆 女 兽医学 硕士 动医学院 1/30

24 宋雯雯 女 兽医学 硕士 动医学院 2/31

25 苏红 女 兽医 硕士 动医学院 1/40

26 肖培培 女 兽医 硕士 动医学院 2/40

27 叶双华 女 林学 硕士 林园学院 1/73

28 高展 女 园艺学 硕士 林园学院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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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李彦荣 男 园艺学 硕士 林园学院 3/73

30 刘丽 女 林业 硕士 林园学院 1/36

31 卓仑·木塔力甫 男 公共管理 硕士 管理学院 1/35

32 杨志华 女 公共管理 硕士 管理学院 2/35

33 陈欣 女 公共管理 硕士 管理学院 1/32

34 李聪 男 农村发展 硕士 管理学院 1/37

35 李正新 男 农村发展 硕士 管理学院 2/37

36 熊长江 男 应用经济学 硕士 经贸学院 1/52

37 马薇 女 农业管理 硕士 经贸学院 1/136

38 杨旭磊 男 会计 硕士 经贸学院 2/136

39 张兵 男 农业管理 硕士 经贸学院 3/136

40 金忠明 男 农业工程 硕士 计算机学院 1/17

41 郑晓媛 女 食品与天然产物化学 硕士 化工学院 1/14

42 魏兴 男 水利工程 博士 水利学院 1/11

43 曹冲 男 农林经济管理 博士 经贸学院 1/23

44 魏趁 女 畜牧学 博士 动科学院 1/24

45 牛莹莹 女 园艺学 博士 林园学院 1/11

46 战帅帅 女 作物学 博士 农学院 1/25

47 李玉青 女 作物学 博士 农学院 2/25

48 李倩 女 草学 博士 草环学院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