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学院 2021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名单公示  

各位考生： 

经招生学科资格审查，学院复核，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同

意以下考生参加我校 2021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见附件） 

如有异议请与学院联系。 

联系方式：84673607 

 

   

  

                                                                                                                  

农学院 

2021 年 4 月 23 日 

 

 

 

 

 

 

 

 

 

 

 

 

 

 

 



附件： 

序号 报名号 考生姓名 报考学科 研究方向 备注 

1 1053799420 周冰倩 作物学 作物学  

2 1053799533 田丽彬 作物学 作物学  

3 1053799525 魏普杰 作物学 作物学  

4 1053799772 张晓霞 作物学 作物学  

5 1053799821 张玉豪 作物学 作物学  

6 1053799981 张印 作物学 作物学  

7 1053799728 文双雅 作物学 作物学  

8 1053799595 陈银科 作物学 作物学  

9 1053799400 朱丹 作物学 作物学  

10 1053799609 付虹雨 作物学 作物学  

11 1053799723 巨建业 作物学 作物学  

12 1053799708 杨喆 作物学 作物学  

13 1053799577 唐高红 作物学 作物学  

14 1053799565 彭光爵 作物学 作物学  

15 1053799943 周文涛 作物学 作物学  

16 1053799741 文玉姣 作物学 作物学  

17 1053799486 唐康 作物学 作物学  

18 1053799890 邵利彬 作物学 作物学  

19 1053799810 金文雨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

作学 
 

20 1053799770 张小毅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

作学 
 

21 1053799988 田美洁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

作学 
 

22 1053799845 刘少荣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

作学 
 

23 1053799483 任毛飞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

作学 
 

24 1053799963 周行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

作学 
 

25 1053799836 袁帅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

作学 
 

26 1053799999 马国柱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

作学 
 

27 1053799998 祝海竣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

作学 
 

28 1053799781 邓方宁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

作学 
 



29 1053799676 解嘉鑫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

作学 
 

30 1053799812 石好琪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31 1053799394 田闵玉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32 1053799824 郭新睿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33 1053799738 李秦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34 1053799552 姚威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35 1053799450 顾帅磊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36 1053799919 王钻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37 1053799946 吕丹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38 1053799910 赵东方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39 1053799917 徐世龙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40 1053799778 赫臣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41 1053799692 王志恒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42 1053799989 戴力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43 1053799489 周煌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44 1053799660 彭锐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45 1053799593 李磊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46 1053799970 张丹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47 1053799920 惠索祯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48 1053799672 马肖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49 1053799937 蒋素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50 1053799669 王英锋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51 1053799360 刘霄霏 作物学 草业科学与技术  

52 1053799701 任凤芸 作物学 草业科学与技术  

53 1053799775 叶晓星 作物学 草业科学与技术  

54 1053799671 彭文仙 作物学 草业科学与技术  

55 1053799616 田祥珅 作物学 烟草学  

56 1053799579 王新月 作物学 烟草学  

57 1053799487 廖剑锋 作物学 烟草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