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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序号 一级学科/类别 二级学科/领域 姓名 考核结果 

1 艺术 广播电视 姜海 资格保留至学生毕业 

2 艺术 广播电视 李立 合格 

3 艺术 广播电视 谭筱玲 合格 

4 艺术 广播电视 王小军 合格 

5 艺术 美术 郭道荣 合格 

6 艺术 美术 刘颖 合格 

7 艺术 美术 罗徕 合格 

8 艺术 美术 王兴国 合格 

9 艺术 美术 杨冬 合格 

10 艺术 美术 郑晓东 合格 

11 艺术 戏剧 王涛 资格保留至最后一届学生毕业 

12 艺术 戏剧 殷晓燕 资格保留至最后一届学生毕业 

13 艺术 戏剧 张建锋 资格保留至最后一届学生毕业 

14 艺术 艺术设计 代钰洪 合格 

15 艺术 艺术设计 贾玉平 合格 

16 艺术 艺术设计 马丽娃 合格 

17 艺术 艺术设计 孙哲 合格 

18 艺术 艺术设计 许燎源 合格 

19 艺术 艺术设计 张蔚 合格 

20 艺术 艺术设计 郑晓东 合格 

21 艺术 艺术设计 钟远波 合格 

22 艺术 音乐 胡郁青 合格 

23 艺术 音乐 李天义 资格保留至退休，不再招生 

24 艺术 音乐 唐榕 合格 

25 农业 农村与区域发展 白莹 资格保留至最后一届学生毕业 

26 农业 农村与区域发展 陈建西 资格保留至最后一届学生毕业 

27 农业 农村与区域发展 胡世强 终止资格 

28 农业 农村与区域发展 马胜 资格保留至最后一届学生毕业 

29 农业 农村与区域发展 唐凯江 资格保留至最后一届学生毕业 

30 农业 农业机械化 董万福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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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学科/类别 二级学科/领域 姓名 考核结果 

31 农业 农业机械化 樊学良 合格 

32 农业 农业机械化 龚一龙 资格保留至退休，不再招生 

33 农业 农业机械化 李俭 合格 

34 农业 农业机械化 李玉龙 合格 

35 农业 农业机械化 彭建设 合格 

36 农业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陈建西 资格保留至最后一届学生毕业 

37 农业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胡世强 终止资格 

38 农业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黄洪 终止资格 

39 农业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马胜 资格保留至最后一届学生毕业 

40 农业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唐凯江 资格保留至最后一届学生毕业 

41 农业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汪令江 资格保留至最后一届学生毕业 

42 农业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文华 资格保留至最后一届学生毕业 

43 农业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朱盈盈 资格保留至最后一届学生毕业 

44 农业 农业信息化 程皓 合格 

45 农业 农业信息化 高朝邦 合格 

46 农业 农业信息化 黎忠文 合格 

47 农业 农业信息化 李小玲 合格 

48 农业 农业信息化 刘昶 合格 

49 农业 农业信息化 罗正华 合格 

50 农业 农业信息化 苗放 合格 

51 农业 农业信息化 邵泽辉 终止资格 

52 农业 农业信息化 易发胜 合格 

53 农业 农业信息化 易勇 资格保留至退休，不再招生 

54 农业 食品加工与安全 郭秀兰 合格 

55 农业 食品加工与安全 李翔 合格 

56 农业 食品加工与安全 刘达玉 合格 

57 农业 食品加工与安全 孙雁霞 合格 

58 农业 食品加工与安全 王卫 合格 

59 农业 食品加工与安全 严俊 合格 

60 农业 食品加工与安全 张崟 合格 

61 农业 食品加工与安全 赵钢 合格 

62 农业 食品加工与安全 赵江林 合格 

63 农业 食品加工与安全 邹亮 合格 

64 药学 生药学 陈封政 资格保留至学生毕业 

65 药学 生药学 宋芹 合格 

66 药学 生药学 王跃华 合格 

67 药学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曾志刚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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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学科/类别 二级学科/领域 姓名 考核结果 

68 药学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褚以文 合格 

69 药学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苟小军 合格 

70 药学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苟兴华 合格 

71 药学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孙敏 暂停招生两年 

72 药学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田敏 资格保留至退休，不再招生 

73 药学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王辂 合格 

74 药学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王欣荣 合格 

75 药学 药剂学 邓盛齐 合格 

76 药学 药剂学 何正有 合格 

77 药学 药剂学 姬海红 资格保留至退休，不再招生 

78 药学 药剂学 刘涛 合格 

79 药学 药剂学 任静 合格 

80 药学 药剂学 陶静 合格 

81 药学 药剂学 杨放 终止资格 

82 药学 药剂学 姚倩 合格 

83 药学 药剂学 张亦斌 合格 

84 药学 药剂学 张颖 合格 

85 药学 药剂学 邹亮 合格 

86 药学 药理学 曾文 暂停招生两年 

87 药学 药理学 程强 合格 

88 药学 药理学 龚立 暂停招生两年 

89 药学 药理学 王昉彤 暂停招生两年 

90 药学 药理学 王平 终止资格 

91 药学 药理学 张舒 合格 

92 药学 药物分析学 李波 资格保留至学生毕业，不再招生 

93 药学 药物分析学 李楠 合格 

94 药学 药物分析学 刘坤平 合格 

95 药学 药物分析学 唐克慧 合格 

96 药学 药物分析学 颜军 合格 

97 药学 药物分析学 杨红 终止资格 

98 药学 药物化学 曹胜华 合格 

99 药学 药物化学 陈林 合格 

100 药学 药物化学 陈宇瑛 合格 

101 药学 药物化学 郭晓强 合格 

102 药学 药物化学 胡建平 合格 

103 药学 药物化学 孙晓华 合格 

104 药学 药物化学 游莉 资格保留至学生毕业，不再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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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学科/类别 二级学科/领域 姓名 考核结果 

105 药学 药物化学 郑哲彬 合格 

106   生物化工 曾志刚 终止资格 

107   生物化工 田敏 终止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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