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盲审名单

依照《关于 2019 年上半年学位论文答辩日程安排的预通知》要

求，学位办抽取部分名单，由学院组织对其学位论文盲审，名单见附

表。

除附表中名单外，以下硕士学位申请者的学位论文应该由学院组

织进行盲审：

1、未取得规定科研成果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2、导师的首届硕士毕业生；

3、提前毕业硕士研究生；

4、论文首次查重复制比≥20%；

各学院学位论文送审情况报学位办备案。

学位办

2019 年 4 月 24 日



附表

学位办抽取的 2019 年上半年申请学位论文盲审名单

编号 所在院系 学号 姓名 专业名称

1 农学院 16720002 黄波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2 农学院 16720014 周祥宇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3 农学院 16720031 赵敬会 作物遗传育种

4 农学院 16720017 常井明 作物遗传育种

5 农学院 17721005 焦显迪 作物

6 植物保护学院 16720038 杜亚楠 植物病理学

7 植物保护学院 16720045 汤召召 植物病理学

8 植物保护学院 16720056 陈亚亚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9 植物保护学院 16720069 叶良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10 植物保护学院 17721011 蔡春霞 植物保护

11 植物保护学院 17721016 李金鹏 植物保护

12 植物保护学院 17721023 薛泽雨 植物保护

13 园艺学院 16720078 李双荣 果树学

14 园艺学院 16720093 沈智 蔬菜学

15 园艺学院 16720097 袁玉阶 蔬菜学

16 园艺学院 17721094 刘姗姗 风景园林

17 园艺学院 17721039 李健 园艺(果树学方向)

18 园艺学院 17721036 何重阳 园艺(蔬菜学方向)

19 林学与园林学院 16720102 李文奇 木材科学与技术

20 林学与园林学院 16720119 廖欣宇 风景园林学

21 林学与园林学院 16720160 李飞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22 动物科技学院 15720265 杨龙斌 预防兽医学

23 动物科技学院 16720180 刘成雪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24 动物科技学院 16720209 王文静 基础兽医学

25 动物科技学院 16720200 赵晓惠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26 动物科技学院 16720217 林海斌 预防兽医学

27 动物科技学院 16720241 明鹏飞 临床兽医学

28 动物科技学院 17721174 陈铃霞 兽医

29 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16720258 库秀平 茶学

30 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16720286 项雅婷 茶学

31 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16720293 杨一泓 茶学

32 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16720278 王文芝 茶学

33 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16720270 孙琪璐 茶学

34 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16720332 朱玲玉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35 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16720315 尹雨亭 食品科学

36 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16720307 韩三青 食品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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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16720310 乔勤勤 食品科学

38 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16720330 张加干 农产品加工与贮藏工程

39 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16720333 陈楠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40 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16720334 陈星星 营养与食品卫生

41 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16720340 王佳佳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42 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16720339 卢伟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43 茶与食品科技学院 17721244 殷长玉 食品加工与安全

44 生命科学学院 学院规定全部盲审

45 资源与环境学院 16720442 董世杰 气象学

46 资源与环境学院 16720452 余燕 生态学

47 资源与环境学院 16720461 刘娜 土壤学

48 资源与环境学院 16720481 刘玉莹 农药学

49 工学院 16720492 蒋兰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50 工学院 16720498 吴佳胜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51 工学院 16720507 刘学成 车辆工程

52 工学院 16720521 魏芳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53 工学院 17721273 樊春春 农业机械化

54 经济管理学院 学院规定全部盲审

55 信息与计算机学院 17721404 傅运之 农业信息化

56 信息与计算机学院 17721420 张加俊 农业信息化

57 信息与计算机学院 16720621 史先章 计算机应用技术

58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7721354 盛乐 农村区域发展

59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7721368 魏来 农村区域发展

60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720595 万世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6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720600 单子贤 思想政治教育

62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720607 刘云 思想政治教育

63 轻纺工程与艺术学院 按规定全部盲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