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编号 考生姓名 拟录取学院名称 拟录取学科名称 录取类别 备注

100221101211733 和*渊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780 苏*颖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927 雷*婷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2015 丁*丹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723 李*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646 孙*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533 李*双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2098 杨*灿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773 熊*娜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714 赵*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693 王*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829 程*山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524 张*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551 李*霞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734 胡*利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0220306 刘*慧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非定向就业 直博生
100221100220281 赵*飞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非定向就业 直博生
100221100220118 杨*馨 林学院 森林经理学 非定向就业 直博生
100221101211736 周*婷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519 余*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608 张*男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804 邵*曦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494 徐*望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581 詹*易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507 孙*文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899 彭*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626 季*拽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621 武*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2265 罗*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681 丁*程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919 丁*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 定向就业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100221101211854 郑*怡 林学院 森林保护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656 张*哲 林学院 森林土壤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537 周*志 林学院 森林土壤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753 何*兵 林学院 森林土壤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2076 蔡*辉 林学院 森林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742 曹*燕 林学院 森林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793 王*翼 林学院 森林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884 张*媛 林学院 森林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560 陈*歆 林学院 森林培育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710 刘* 林学院 森林培育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546 冯* 林学院 森林培育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604 王*宪 林学院 森林培育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739 沈*初 林学院 森林培育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578 聂*华 林学院 森林培育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2056 孙*慧 林学院 森林培育 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999 李*苗 林学院 森林培育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1211915 张* 林学院 森林培育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0220457 裴*琦 林学院 森林培育 非定向就业 直博生
100221100220416 朱*帆 林学院 森林培育 非定向就业 直博生
100221103890009 章*瑛 林学院 森林培育 非定向就业 直博生
10022110121036 郭* 林学院 城市林业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914 张*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植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563 于*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植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565 牛*雪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植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865 刘*佩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植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576 刘*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植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792 殷*欣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植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866 孙*丹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植物学 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495 徐*人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植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2058 安*杰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植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687 何*邹洪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细胞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796 钱*萍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细胞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588 沈*雅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细胞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782 卢*静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细胞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2071 赵*南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细胞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797 陈*路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细胞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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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21102212138 刘*晶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细胞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2062 边*慧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细胞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583 徐*铭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592 陈*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531 范*为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924 吴*群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684 孙*倩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809 徐*凡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森林生物资源利用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605 刘*琦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森林生物资源利用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599 张*敏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森林生物资源利用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939 熊*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森林生物资源利用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543 车*灿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795 桑*茹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958 夏*飞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2067 杨*倩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570 宋*桐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788 陈*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637 潘*军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933 周*旋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752 史*乐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971 杨*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2090 钟*航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893 李*晶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634 陈*思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826 芦*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定向就业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100221102211680 田*蝉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2097 杨*璋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951 李*萱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906 刘*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2083 张*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502 周*城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838 张*康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2016 曲*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2018 李*楠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2038 刘*伟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2075 王*蕾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2133 裴*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2226 李*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2031 张*科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1553 邓*银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2212175 李*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木遗传育种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3212013 马*怡 工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3212035 朱* 工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3211932 李*风 工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3211708 甄* 工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3211720 陈*强 工学院 机械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3211953 曹*乐 工学院 林业装备与信息化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3211952 陈*冲 工学院 林业装备与信息化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3211573 班*琛 工学院 林业装备与信息化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3211962 杨*合 工学院 林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3211762 朱*岩 工学院 林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3211663 许*海 工学院 林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4211979 刘* 信息学院 林业信息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4211819 马*斌 信息学院 林业信息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4212061 陈*强 信息学院 林业信息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4212088 张*健 信息学院 林业信息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4212116 王*天 信息学院 林业信息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4212233 徐*峰 信息学院 林业信息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589 张*业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712 李*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2027 冉*杨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2007 严*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2019 刘*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726 张*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717 黄*鑫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843 高*钦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803 刘*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761 李*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2213 高*晶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535 雒*梅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607 杨*英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2072 陈*清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2074 赵*琪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677 胡*红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981 杜*珂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855 刘*洋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986 张*新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2040 李*怡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959 王*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491 沈*如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747 郝*伟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530 于*涛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2037 孙*超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812 孙*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851 张*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940 汪*林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493 张*平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542 宁*霞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510 王*山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2047 张*梅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849 程*闯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2163 徐*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2162 叶*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2225 熊*俊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619 任*婷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2053 鄂*羽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557 徐*红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489 张*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554 杨*有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609 李*潮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635 张*康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745 李*君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492 杨*颖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799 袁*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658 韩*文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2252 高*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874 郑*秋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630 何*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751 吴*林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5211501 叶*船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642 李*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683 邓*云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686 苏*伊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716 贾*媛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729 钱*西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760 张*菲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767 杨*莹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771 王*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861 艾*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898 刘*彤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905 刘*睿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937 吕*烁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520 蔺*远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2152 刘*若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737 刘*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685 赵*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522 赵*月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515 汪*泽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2229 张*灿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784 崔*淇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514 李*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工学） 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885 李*飞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904 王*颖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755 崔*萱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862 姜*舟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889 刘*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886 李*伟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678 董*君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704 汪*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840 马*杰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2106221735 蒙*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2199 张*燕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2185 孙*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652 孙*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2143 申*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832 李*璐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1801 蔡*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6212114 耿*雯 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学（农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1766 马*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1697 闫*聪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1662 陈*绮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1688 陈*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2063 周*佳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1949 解*玮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1496 张*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1529 王*雪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1719 陈*宇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2122 晋*铭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2043 肖*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1670 武*辉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1682 管*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1517 朱*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2017 万*含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1810 张*义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1993 马*亚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2221 孟*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1706 王*芳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1499 周*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7212107 吕*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967 赵*杉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639 吴*云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528 刘*赫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831 左*凡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508 缪*典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858 赵*阳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2005 黄*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835 朱*男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503 刘*月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985 郑*浩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511 姜*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902 胡*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512 肖*颖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776 刘*奇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846 邱*霄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754 朱*方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957 窦*婷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2049 赵*坤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834 李*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505 何*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800 杨*麟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定向就业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100221108211556 徐*风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631 郭*繁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882 李*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2078 王*妮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584 莫*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823 汪*娇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644 李*衡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8211942 赵*昌 水土保持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555 代*熠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929 陈*含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868 董*盼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2103 蔡*芳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591 李*丽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2073 郭*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691 于*洋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2258 王*朋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750 葛*强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764 闫*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590 妙*豪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632 祁*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2261 樊*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2033 叶*懿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672 周*敏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666 张*月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668 宋*阁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923 张*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616 赵*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759 徐*琳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生态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568 胡*祥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自然保护区学 定向就业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100221109211550 胡*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自然保护区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2128 曹*铄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自然保护区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781 胡*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自然保护区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890 李*泽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2254 贾*平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2023 张*棵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818 汪*慧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847 张*峰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643 温*嘉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707 王*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987 鲁*杰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非定向就业
100221109211824 邹*玉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定向就业
100221109212030 胡*媛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2080 刘*奇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594 王*谚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611 汪*菱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934 冯*露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711 刘*奇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806 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623 仝*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830 刘*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651 桂*蓉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627 石*晶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612 杨*帆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844 何*琴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841 李*锐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2158 谢*玉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871 王*玺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968 陆*灵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498 李*莹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2188 辛*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2026 王*焱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2050 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980 贾*翰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664 于*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3211778 张*杰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工程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5212263 陈*岩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5212140 曹*龙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5212237 陈*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5212069 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5212168 马*玄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5212141 王*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定向就业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100221115211579 肖*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定向就业
100221116211921 张* 草业与草原学院 草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6212089 牛*尘 草业与草原学院 草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6211597 任*杰 草业与草原学院 草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6211727 张*豪 草业与草原学院 草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6211916 李*文 草业与草原学院 草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6211833 艾* 草业与草原学院 草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6212193 孙*慧 草业与草原学院 草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6211628 张* 草业与草原学院 草学 非定向就业
100221116211722 赫*彩 草业与草原学院 草学 非定向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