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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环 2019303110047 靳婕仔 女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土壤学 谭文峰 农业环境工程 汪明霞

2 资环 2018303110015 寇萌 女 学硕 湖北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谭文峰 农业环境工程 谭文峰

3 资环 2019303120034 周雨倩 女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环境工程 谭中欣 农业环境工程 谭中欣

4 资环 2019303120017 卢涛 男 学硕 海南大学 环境工程 邱国红 农业环境工程 邱国红

5 资环 2019303120027 王宜 女 学硕 武汉轻工大学 环境工程 邱国红 农业环境工程 邱国红

6 资环 2019303110018 李冰雪 女 学硕 东北农业大学 环境科学 刘名茗 农业环境工程 刘名茗

7 资环 2019303110093 李念 女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资源环境信息工程 王天巍 资源环境信息工程 王天巍

8 资环 2019303110095 孙瑞 女 学硕 山西农业大学 资源环境信息工程 孟冉 资源环境信息工程 孟冉

9 资环 2019303110100 徐斌元 男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资源环境信息工程 孟冉 资源环境信息工程 孟冉

10 资环 2019303110016 范宇科 男 学硕 东北农业大学 环境科学 王荔军 植物营养学 王荔军

11 资环 2019303120047 姜哲轩 男 学硕 江西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学 徐芳森 植物营养学 徐芳森

12 资环 2019303120066 杨丞 男 专硕 华中农业大学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李小坤 植物营养学 李小坤

13 资环 2018303110066 刘小曼 女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学 谭启玲 植物营养学 胡承孝

14 资环 2019303110075 马雯雯 女 学硕 山东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学 徐芳森 植物营养学 徐芳森

15 资环 2019303110081 谢发萍 女 学硕 河南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学 鲁剑巍 植物营养学 鲁剑巍

16 资环 2018303110073 杨旭 女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学 王创 植物营养学 王创

17 资环 2019303120040 陈添 女 专硕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赵竹青 植物营养学 赵竹青

18 资环 2019303110071 冷巧丽 女 学硕 江西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学 郭再华 植物营养学 耿明建

19 资环 2019303110068 谷贺贺 男 学硕 河南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学 任涛 植物营养学 任涛

20 资环 2019303110066 程锦 女 学硕 河南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学 姜存仓 植物营养学 姜存仓



21 资环 2019303120080 蔡志文 男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徐保东 生态学 史志华

22 资环 2019303110035 李华彬 女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环境工程 胡荣桂 生态学 胡荣桂

23 资环 2019303120091 栗珂珂 女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张文婷 生态学 王真

24 资环 2019303110020 王梦青 女 学硕 山东师范大学 环境科学 侯静涛 生态学 侯静涛

25 资环 2018303110032 陈亢华 女 学硕 山西农业大学 土壤学 刘玉荣 生态学 刘玉荣

26 资环 2019303110103 陈新 女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蔡崇法 生态学 郭忠录

27 资环 2019303110106 郝芮 女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史志华 生态学 史志华

28 资环 2019303120005 甘偲 男 学硕 中南民族大学 环境工程 胡荣桂 生态学 胡荣桂

29 资环 2019304120037 贾明慧 女 学硕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生物工程 何进 生态学 谭文峰

30 资环 2019303120003 付承霞 女 专硕 安徽理工大学 环境工程 吴一超 土壤学 蔡鹏

31 资环 2019303110053 秦璐 女 学硕 山西农业大学 土壤学 田正超 土壤学 陈家宙

32 资环 2019303110061 杨昕 女 学硕 江西农业大学 土壤学 朱俊 土壤学 鲁剑巍

33 资环 2018303110049 张鑫 男 学硕 河南农业大学 土壤学 付庆灵 土壤学 胡红青

34 资环 2019303110043 陈今朝 男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土壤学 蔡鹏 土壤学 蔡鹏

35 资环 2018303110041 吕振光 女 学硕 河南农业大学 土壤学 黄巧云 郝秀丽 土壤学 黄巧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