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专业班级 姓名 学号 性别 第一志愿导师

1 植保1901班 李淏航 2019010189 女 袁向群

2 植保1901班 李泽晨 2019010197 男 刘德广

3 植保1901班 游子涵 2019010198 男 袁向群

4 植保1901班 李陈贝 2019010193 女 康振生

5 植保1901班 索金博 2019010196 男 李怡萍

6 植保1901班 邢可妍 2019010188 女 王阳

7 植保1901班 张潇文 2018010299 女 张雅林

8 植保1901班 于凤萍 2019010184 女 龙书生

9 植保1901班 张景锋 2019010201 男 汤春蕾

10 植保1901班 陈乐陶 2019010182 女 郝兴安

11 植保1901班 陶倩倩 2019010195 女 花保祯

12 植保1901班 曾娜 2019010192 女 江聪

13 植保1901班 连鹏程 2019010205 男 汤春蕾

14 植保1901班 李沅哲 2019010199 男 黄丽丽

15 植保1901班 王雪敏 2019010190 女 毛虎德

16 植保1901班 王嘉雯 2019010181 女 王光辉

17 植保1901班 杨莉 2019010186 女 陈茂华

18 植保1901班 仇欢 2019010185 女 魏琮

19 植保1901班 李晋 2019010187 女 张荣

20 植保1901班 林智 2019010203 男 杨兆富

21 植保1901班 杨晨飞 2019010204 男 张雪

22 植保1901班 邓华文 2019010202 男 杨兆富

23 植保1901班 魏可欣 2019015099 女 胡小平

24 植保1901班 牟颖 2019010194 女 孙广宇

25 植保1901班 阿姆 2019010200 男 李怡萍

1 植保1902班 骆旬 2019010225 男 冯毅

2 植保1902班 于乔 2019010230 男 曾庆东

3 植保1902班 谭皓予 2019010226 男 张春妮

4 植保1902班 施欢芮 2019010221 女 金巧军

5 植保1902班 汤雨晴 2019010207 女 秦道正

6 植保1902班 魏瑞欣 2019010222 女 魏琮

7 植保1902班 王妍 2019010212 女 刘西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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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植保1902班 聂英雄 20119010228 男 毛虎德

9 植保1902班 张宇 2019010209 女 刘西莉

10 植保1902班 祝晨曦 2019010213 女 吴云锋

11 植保1902班 梅钰雪 2019010218 女 曾庆东

12 植保1902班 屠晓琴 2019010217 女 吴云锋

13 植保1902班 代华旭 2019010223 男 梁晓飞

14 植保1902班 伍雨垚 2019010208 女 朱明旗

15 植保1902班 杜高涵 2019010210 女 李强

16 植保1902班 王纪峰 2019010229 男 孙丽英

17 植保1902班 张龙 2019010227 男 冯毅

18 植保1902班 韩江娜 2019010216 女 刘慧泉

19 植保1902班 位佳靓 2019010215 女 康振生

20 植保1902班 余政德 2019010224 男 郭云忠

21 植保1902班 王丽萍 2019010214 女 胡祖庆

22 植保1902班 李俊燕 2019010211 女 张世泽

23 植保1902班 贾静茹 2019010220 女 郭云忠

24 植保1902班 杨晨旭 2019010231 男 李朝飞

1 植保1903班 何梦欢 2019010232 女 徐亮胜

2 植保1903班 黄滢奥 2019010233 女 徐亮胜

3 植保1903班 唐嘉薇 2019010234 女 邹志荣（园艺）

4 植保1903班 李文 2019010235 女 郭军

5 植保1903班 郭建鑫 2019010236 女 郭军

6 植保1903班 付圆 2019010237 女 郝兴安

7 植保1903班 沈佳依 2019010238 女 刘慧泉

8 植保1903班 李箐文 2019010239 女 王秦虎

9 植保1903班 刘淑婧 2019010240 女 黄丽丽

10 植保1903班 王语嫣 2019010241 女 靖湘峰

11 植保1903班 张若彤 2019010242 女 王秦虎

12 植保1903班 黄永清 2019010243 女 江聪

13 植保1903班 陈漪漪 2019010244 女 张荣

14 植保1903班 何心怡 2019010246 女 马青

15 植保1903班 巩寒茹 2019010247 女 王保通

16 植保1903班 张冰冰 2019010248 女 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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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植保1903班 王嘉翔 2019010249 男 冯浩

18 植保1903班 左宏旭 2019010250 男 王保通

19 植保1903班 李雪飞 2019010251 男 李朝飞

20 植保1903班 史丁佳诺 2019010252 男 胡祖庆

21 植保1903班 康彦淇 2019010253 男 金巧军

22 植保1903班 林嘉豪 2019010254 男 胡小平

23 植保1903班 俄力达·艾则孜 2019010255 男 戴武

24 植保1903班 孔欣宇 2019010256 男 赵杰

25 植保1903班 孙天祥 2019010257 男 张世泽

1 植保1904班 马伟民 2017010279 男 郭嘉

2 植保1904班 张洁 2019010261 女 詹刚明

3 植保1904班 司尧尧 2019010270 女 张雅林

4 植保1904班 蔡梦梦 2019010267 女 王建锋

5 植保1904班 任佳仪 2019010260 女 花保祯

6 植保1904班 吾力帕恩·吐尔逊别克 2019010266 女 王敦

7 植保1904班 刘欣荣 2019010264 女 孙丽英

8 植保1904班 扎西拉姆 2019010258 女 李强

9 植保1904班 王晖 2019010265 女 赵晶

10 植保1904班 俞皓楠 2019010272 女 秦君

11 植保1904班 文秀结 2019010268 女 赵磊

12 植保1904班 陈礼钰 2019010283 男 王晨芳

13 植保1904班 汪莉 2019010269 女 刘德广

14 植保1904班 张睿 2019010263 女 冯浩

15 植保1904班 潘哲宇 2019010273 女 秦君

16 植保1904班 夏林海 2019010280 男 赵晶

17 植保1904班 王梦星 2019010259 女 王阳

18 植保1904班 叶尔那·阿扎提 2019010281 男 詹刚明

19 植保1904班 扎西次旺 2019010275 男 赵杰

20 植保1904班 刘玉玲 2019010262 女 赵磊

21 植保1904班 高新培 2019010279 男 郭付振

22 植保1904班 安俊龙 2019010282 男 左亚运

23 植保1904班 殷旭 2019010278 男 詹刚明

24 植保1904班 李昊泽 2019010277 男 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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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保1902班 于乔 2019010230 男 曾庆东

2 植保1902班 梅钰雪 2019010218 女 曾庆东

3 植保1901班 杨莉 2019010186 女 陈茂华

4 植保1903班 俄力达·艾则孜 2019010255 男 戴武

5 植保1903班 王嘉翔 2019010249 男 冯浩

6 植保1904班 张睿 2019010263 女 冯浩

7 植保1902班 骆旬 2019010225 男 冯毅

8 植保1902班 张龙 2019010227 男 冯毅

9 植保1904班 高新培 2019010279 男 郭付振

10 植保1904班 马伟民 2017010279 男 郭嘉

11 植保1903班 李文 2019010235 女 郭军

12 植保1903班 郭建鑫 2019010236 女 郭军

13 植保1902班 余政德 2019010224 男 郭云忠

14 植保1902班 贾静茹 2019010220 女 郭云忠

15 植保1901班 陈乐陶 2019010182 女 郝兴安

16 植保1903班 付圆 2019010237 女 郝兴安

17 植保1901班 魏可欣 2019015099 女 胡小平

18 植保1903班 林嘉豪 2019010254 男 胡小平

19 植保1902班 王丽萍 2019010214 女 胡祖庆

20 植保1903班 史丁佳诺 2019010252 男 胡祖庆

21 植保1901班 陶倩倩 2019010195 女 花保祯

22 植保1904班 任佳仪 2019010260 女 花保祯

23 植保1901班 李沅哲 2019010199 男 黄丽丽

24 植保1903班 刘淑婧 2019010240 女 黄丽丽

25 植保1904班 李昊泽 2019010277 男 黄敏

26 植保1901班 曾娜 2019010192 女 江聪

27 植保1903班 黄永清 2019010243 女 江聪

28 植保1902班 施欢芮 2019010221 女 金巧军

29 植保1903班 康彦淇 2019010253 男 金巧军

30 植保1903班 王语嫣 2019010241 女 靖湘峰

31 植保1901班 李陈贝 2019010193 女 康振生

32 植保1902班 位佳靓 2019010215 女 康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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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植保1902班 杨晨旭 2019010231 男 李朝飞

34 植保1903班 李雪飞 2019010251 男 李朝飞

35 植保1902班 杜高涵 2019010210 女 李强

36 植保1904班 扎西拉姆 2019010258 女 李强

37 植保1901班 索金博 2019010196 男 李怡萍

38 植保1901班 阿姆 2019010200 男 李怡萍

39 植保1902班 代华旭 2019010223 男 梁晓飞

40 植保1901班 李泽晨 2019010197 男 刘德广

41 植保1904班 汪莉 2019010269 女 刘德广

42 植保1902班 韩江娜 2019010216 女 刘慧泉

43 植保1903班 沈佳依 2019010238 女 刘慧泉

44 植保1902班 王妍 2019010212 女 刘西莉

45 植保1902班 张宇 2019010209 女 刘西莉

46 植保1901班 于凤萍 2019010184 女 龙书生

47 植保1903班 何心怡 2019010246 女 马青

48 植保1903班 张冰冰 2019010248 女 马青

49 植保1901班 王雪敏 2019010190 女 毛虎德

50 植保1902班 聂英雄 20119010228 男 毛虎德

51 植保1902班 汤雨晴 2019010207 女 秦道正

52 植保1904班 俞皓楠 2019010272 女 秦君

53 植保1904班 潘哲宇 2019010273 女 秦君

54 植保1901班 牟颖 2019010194 女 孙广宇

55 植保1902班 王纪峰 2019010229 男 孙丽英

56 植保1904班 刘欣荣 2019010264 女 孙丽英

57 植保1901班 张景锋 2019010201 男 汤春蕾

58 植保1901班 连鹏程 2019010205 男 汤春蕾

59 植保1903班 巩寒茹 2019010247 女 王保通

60 植保1903班 左宏旭 2019010250 男 王保通

61 植保1904班 陈礼钰 2019010283 男 王晨芳

62 植保1904班 吾力帕恩·吐尔逊别克 2019010266 女 王敦

63 植保1901班 王嘉雯 2019010181 女 王光辉

64 植保1904班 蔡梦梦 2019010267 女 王建锋

65 植保1903班 张若彤 2019010242 女 王秦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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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植保1903班 李箐文 2019010239 女 王秦虎

67 植保1901班 邢可妍 2019010188 女 王阳

68 植保1904班 王梦星 2019010259 女 王阳

69 植保1901班 仇欢 2019010185 女 魏琮

70 植保1902班 魏瑞欣 2019010222 女 魏琮

71 植保1902班 祝晨曦 2019010213 女 吴云锋

72 植保1902班 屠晓琴 2019010217 女 吴云锋

73 植保1903班 何梦欢 2019010232 女 徐亮胜

74 植保1903班 黄滢奥 2019010233 女 徐亮胜

75 植保1901班 林智 2019010203 男 杨兆富

76 植保1901班 邓华文 2019010202 男 杨兆富

77 植保1901班 李淏航 2019010189 女 袁向群

78 植保1901班 游子涵 2019010198 男 袁向群

79 植保1904班 张洁 2019010261 女 詹刚明

80 植保1904班 叶尔那·阿扎提 2019010281 男 詹刚明

81 植保1904班 殷旭 2019010278 男 詹刚明

82 植保1902班 谭皓予 2019010226 男 张春妮

83 植保1901班 李晋 2019010187 女 张荣

84 植保1903班 陈漪漪 2019010244 女 张荣

85 植保1902班 李俊燕 2019010211 女 张世泽

86 植保1903班 孙天祥 2019010257 男 张世泽

87 植保1901班 杨晨飞 2019010204 男 张雪

88 植保1901班 张潇文 2018010299 女 张雅林

89 植保1904班 司尧尧 2019010270 女 张雅林

90 植保1903班 孔欣宇 2019010256 男 赵杰

91 植保1904班 扎西次旺 2019010275 男 赵杰

92 植保1904班 王晖 2019010265 女 赵晶

93 植保1904班 夏林海 2019010280 男 赵晶

94 植保1904班 文秀结 2019010268 女 赵磊

95 植保1904班 刘玉玲 2019010262 女 赵磊

96 植保1902班 伍雨垚 2019010208 女 朱明旗

97 植保1903班 唐嘉薇 2019010234 女 邹志荣（园艺）

98 植保1904班 安俊龙 2019010282 男 左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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