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学院 考试科目
1 20182306003 郑爽 家具设计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英语
2 20182306009 杨旸 木结构建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英语
3 20181306014 张钰禄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英语

4 20181311005 陈泯公 林业信息工程 大数据与智能工程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

语口语1

5 20201111023 欧晋良 系统科学 大数据与智能工程学院 英语听力1
6 20191111005 邓维杰 系统科学 大数据与智能工程学院 英语精读1
7 20172108042 李彪 人文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精读2、英语听力2
8 20172108043 廖鸿雁 人文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听力2
9 20172108048 谢潇 人文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精读2
10 20182318004 孙宏 人文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精读2、英语听力2

11 20182318006 吴丹 人文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精读2、英语听力1、英

语听力2

12 20182318021 陈浩 自然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学位英语
13 20182318026 杨鸿雁 自然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听力2
14 20182318029 陈杨方进 自然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学位英语
15 20182318035 张钰帆 自然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学位英语、精读2
16 20192108013 方煜 自然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学位英语、精读2
17 20172108040 杜云妹 人文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18 20202108011 普金江 人文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19 20202108013 阮盛楠 人文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20 20202108022 吴睿 自然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21 20202108028 杨龙布 自然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22 20202108034 席世美 自然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23 20202108036 王俊威 自然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24 20202108037 鲁雨 自然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25 20202108042 孙凯 自然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26 20202108044 颜阳 自然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英语听力1
27 20182318011 郑祖槐 人文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英语听力2
28 20202108043 魏贵宇 自然地理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 英语口语1
29 20201113015 邹德君 化学 化学工程学院 英语听力1
30 20202113034 牛慧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化学工程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31 20201113021 赵英伯 化学 化学工程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
32 20202113024 崔旭 化学 化学工程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33 20192113006 熊张平 生物质化学与技术 化学工程学院 英语听力2
34 20202113029 冶昕瑶 化学 化学工程学院 英语口语1
35 20192113001 陈永强 化学 化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英语
36 20202205076 贾垚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机械与交通学院 英语
37 20191205018 王瑞瑞 工业设计工程 机械与交通学院 英语

38 20182233008 郑喆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继续教育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39 20201107001 柏梦婷 技术经济及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40 20201107006 欧爱琳 农林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
41 20192207002 袁红艳 农业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42 20192207009 字靖萍 农业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43 20192207016 李涵 农业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44 20192207018 佘玲玲 农业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45 20192207025 王晶 农业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46 20192207029 左兴飞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47 20192207030 文从香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48 20192207033 葛乙民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49 20192207034 杨梅述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50 20192207037 周超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51 20192207038 李超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52 20192207039 许海彬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53 20192207042 祝增川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54 20192207043 黄天宇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55 20202207097 孙超 农业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56 20202207113 李云春 农业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57 20202207059 张云书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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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20202207075 张开权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59 20202207076 董振宇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60 20202207077 赵洪祥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61 20202207078 杜娜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62 20202207080 王泽青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63 20202207084 蔡雪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64 20191207030 田翔芳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65 20191207047 刘叶 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66 20201207095 祁正蓉 农业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67 20201207111 刘琳琳 农业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英语
68 20192101002 刘媛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林学院 学位英语
69 20191101049 毕文奇 林经理学 林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听力2、英语精读2
70 20191101008 古晓威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林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听力2
71 20202101003 杨三萍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林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72 20191101044 彭泽喜 森林经理学 林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口语1
73 20192101010 李留春 森林经理学 林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74 20192101011 李福荣 森林经理学 林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
75 20201101028 杨林 林木遗传育种 林学院 英语听力1
76 20201101030 杨雯清 森林经理学 林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77 20202101012 杜永峰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林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78 20192101008 陈金瑞 森林培育 林学院 英语听力2
79 20202101070 李明会 植物学 林学院 英语精读1
80 20201101044 陈智 森林经理学 林学院 英语精读1
81 20201101059 张慧 森林培育 林学院 英语精读1
82 20192201003 李吉富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83 20192201013 邓敏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84 20192201019 赵霁云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85 20192201024 徐乔芬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86 20192201026 王维全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87 20192201028 田贤贤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88 20192201032 曹玉婷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89 20192201044 金子鹤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90 20192201045 徐乐乐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91 20192201052 张路影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92 20202201172 付欢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93 20202201176 张定灿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94 20202201182 张媛媛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95 20202201199 蒋学路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96 20202201180 唐海鸥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97 20201201139 宁少华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98 20201201183 李木香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99 20201201213 黄小东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100 20201201148 候自强 林业 林学院 英语
101 20202115014 刘冉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102 20202115016 郭学鹏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英语听力1
103 20192103008 叶潇林 细胞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听力2
104 20202103034 陈彩云 细胞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英语听力1、英语精读1、英语口语1
105 20182221009 徐辉 食品加工与安全 生命科学学院 英语
106 20202203062 赵宏鹤 食品加工与安全 生命科学学院 英语

107 20172102042 罗会兰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生态与环境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精读1、英语精读2、英

语听力2

108 20182302010 霍跃 恢复生态学 生态与环境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精读2、英语听力2
109 20182302013 吴玭 恢复生态学 生态与环境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精读2、英语听力2

110 20182302033 马文文 生态学 生态与环境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精读1、英语精读2、英

语听力2

111 20192102004 郭锁娜 恢复生态学 生态与环境学院 学位英语
112 20192102010 张伟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生态与环境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听力1
113 20181302004 黄颖 环境生态学 生态与环境学院 学位英语
114 20191102021 罗维纲 土壤生态学 生态与环境学院 学位英语
115 20191102027 何小康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生态与环境学院 学位英语
116 20191102029 张建龙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生态与环境学院 学位英语
117 20191102031 王虎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生态与环境学院 学位英语
118 20182302032 曾强 生态学 生态与环境学院 英语听力2
119 20182302047 姜明正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生态与环境学院 英语听力2



120 20202102019 王焕栋 生态学 生态与环境学院 英语口语1
121 20191116031 杨维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生物多样性保护学院 学位英语、精读2
122 20191116020 肖开然 森林保护学 生物多样性保护学院 学位英语
123 20191116034 罗雨薇 园林植物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学院 学位英语
124 20201116013 杨安锦 森林保护学 生物多样性保护学院 英语听力1
125 20201116021 杨龙昆 森林保护学 生物多样性保护学院 英语听力1
126 20201116042 邓重梨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生物多样性保护学院 英语听力1
127 20192216001 陈光建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学院 英语
128 20192216002 苏湛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学院 英语
129 20192216004 姚伦富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学院 英语
130 20192216007 王博耀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学院 英语
131 20192216008 潘俊良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学院 英语
132 20201216047 陈蔚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学院 英语
133 20181312003 曾哲飞 湿地生态学 湿地学院 学位英语
134 20191112013 刘宏强 湿地生态学 湿地学院 学位英语

135 20192109003 肖帅 林区建筑与结构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精读1、英语精读2、英

语听力2

136 20201109003 陶百归 林区建筑与结构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英语听力1
137 20181314003 马静芸 生态法学 文法学院 学位英语

138 20171110003 窦志杰 设计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精读1、英语精读2、英

语听力2、英语口语1、英语写作2

139 20172110030 郭萌 设计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学位英语
140 20192110011 张伟 设计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学位英语、英语精读2、英语听力2
141 20202106014 张婷 家具设计与工程 艺术与设计学院 英语听力1
142 20202106017 岳坤 家具设计与工程 艺术与设计学院 英语精读1
143 20181304016 汤佳威 风景园林学 园林园艺学院 学位英语、精读2
144 20201104026 高丹 风景园林学 园林园艺学院 英语听力1
145 20172204179 肖先超 风景园林 园林园艺学院 英语
146 20172204191 张淼 风景园林 园林园艺学院 英语
147 20182204094 王丽婷 风景园林 园林园艺学院 英语
148 20192204034 钟娜娜 风景园林 园林园艺学院 英语
149 20192204045 郭通 风景园林 园林园艺学院 英语
150 20192204046 杨斌 风景园林 园林园艺学院 英语
151 20202204176 杨泽坤 农艺与种业 园林园艺学院 英语
152 20202204194 罗翠娟 农艺与种业 园林园艺学院 英语
153 20202204109 刘清宇 风景园林 园林园艺学院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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