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学校 专业

1 姜爱钧 144300109500001 北京科技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 张惠铭 144300109500002 江苏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

3 王情 144300109500003 东北林业大学 生理专业

4 韩挺翰 144300109500004 江苏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

5 杨姣博 144300109500005 河北工业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6 龚雪梅 144300109500006 江苏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

7 孙帅 144300109500008 华中农业大学 生物工程

8 苏茜 144300109500009 墨尔本大学 生物统计

9 任欣 144300109500010 北京师范大学 生态学

10 彭超 144300109500011 海南大学 水产养殖

11 梁真真 144300109500013 山东大学 微生物学

12 韩鹏 144300109500014 哈尔滨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

13 李巧珍 144300109500015 香港中文大学 基因组学及生物信息学

14 黄鑫 144300109500016 华中农业大学 茶学

15 伍春仪 144300109500017 华南师范大学 运动人体科学

16 晋家正 144300109500018 四川大学 动物学

17 张睿 144300109500019 中国海洋大学 生物工程

18 毛初阳 144300109500020 四川农业大学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19 徐伟南 144300109500021 福建农林大学 蔬菜学

20 宁小莲 144300109500022 中山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1 叶晶晶 144300109500024 华南农业大学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22 战丽萍 14430010950002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临床兽医学

23 祝中一 144300109500026 华南理工大学 生物工程

24 向嘉乐 144300109500027 赫尔辛基大学 植物生产专业

25 范林圆 144300109500028 吉林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6 王琳 144300109500029 兰州大学 植物学

27 陈智超 144300109500030 福州大学 食品科学

28 孙宇欣 144300109500031 南京农业大学 作物遗传育种

29 任丙昭 144300109500032 新疆医科大学 药物化学

30 李飞飞 144300109500033 中国海洋大学 制药工程

31 季翔 144300109500034 扬州大学 生物学

32 孙雨浓 144300109500035 伦敦大学学院 生物材料

33 刘欢欢 144300109500037 山东大学 发育生物学

34 鲍冬芹 144300109500038 湖南农业大学 生物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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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陈军辉 144300109500039 华南理工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36 董国艺 144300109500040 广东药科大学 生物科学

37 高明英 144300109500041 上海海洋大学 水产养殖

38 周世怡 144300109500042 华南师范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39 李春华 144300109500044 哈尔滨医科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40 郑东敏 144300109500046 华南理工大学 生物工程

41 黄康 144300109500047 华中农业大学 水产养殖学

42 谢中圆 144300109500048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大学
统计学

43 张彩 144300109500050 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工程

44 樊春娜 144300109500051 天津大学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45 刘博 144300109500052 华中农业大学 理学

46 李毅坚 144300109500053 厦门大学 生物学

47 杨少森 144300109500054 华南师范大学 水产养殖

48 陈超 144300109500055 吉林大学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49 陈冬菊 144300109500056 天津科技大学 药理学

50 张喜喜 144300109500057 北京农学院 基础兽医学

51 李东文 144300109500058 中国农业大学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52 刘小敏 144300109500059 华南理工大学 生物工程

53 危金普 144300109500060 北京理工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54 刘伟庆 144300109500061 香港中文大学 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

55 孙宇辉 144300109500062 华南理工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56 刘田宾 144300109500063 深圳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57 井晓欢 144300109500064 浙江万里学院 生物工程

58 邵志龙 144300109500065 南京林业大学 林木遗传育种

59 许春艳 144300109500067 香港中文大学 基因组学及生物信息学

60 黄刚 144300109500068 深圳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61 王声鹏 144300109500070 昆明理工大学 生物化工

62 宋立洁 144300109500071 南开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63 张欣 144300109500072 中国农业科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64 周思 144300109500073 华中农业大学 微生物学

65 项海涛 144300109500074 华南理工大学 生物工程

66 唐岳 14430010950007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微生物学

67 阮凤英 144300109500077 华中农业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68 尹琳微 144300109500078 哈尔滨师范大学 遗传学

69 尹成亮 144300109500079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生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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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朱远方 144300109500081 华南理工大学 生物工程领域工程

71 李登辉 144300109500082 中国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

72 辛榕 144300109500083
中国科学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
工程硕士

73 杨献伟 14430010950008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医学科学院
军事预防医学

74 李彬 144300109500085 厦门大学 细胞生物学

75 渠坤丽 144300109500086 大连理工大学 生物学

76 王学斌 144300109500087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数学

77 张坤 144300109500088 温州医科大学 生物学

78 谭福建 144300109500090 哈尔滨医科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79 赵霞 144300109500092 深圳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0 刘辉 144300109500095 暨南大学 水生生物学

81 宋跃 144300109500097 南京农业大学 果树学

82 高鹤 144300109500098
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

植物学

83 李梅艳 14430010950009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应用数学

84 赵雅坤 144300109500100 天津科技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

85 赵艳敏 144300109500101 湖南师范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6 苏小珊 144300109500102 厦门大学 动物学

87 王勇 144300109500103 江南大学 生物化工

88 王春丽 144300109500106 哈尔滨工程大学 应用数学

89 李楠 144300109500107 北京理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90 邵利彬 144300109500108 华南理工大学 生物工程

91 熊子军 144300109500109 西安交通大学 法医学

92 李英镇 144300109500110 暨南大学 细胞生物学

93 蔡宇航 144300109500111 天津大学 生物化工

94 谢露 144300109500112 华南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

95 董燕 144300109500113 天津大学 生物工程

96 李南南 144300109500114 华南理工大学 生物工程

97 陈颖 144300109500115 东北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