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名单（硕士） 

序号 姓名 研究所 专业 学号 攻读学位 

1 李仔博 植物保护研究所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专业 
82101172319 硕士 

2 朱佳红 植物保护研究所 农药学 82101172328 硕士 

3 蔡霓 植物保护研究所 生物防治学 82101172337 硕士 

4 李一梅 植物保护研究所 植物保护 82101175109 硕士 

5 朱红振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预防兽医学 82101172430 硕士 

6 范林进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兽医 82101175217 硕士 

7 昝亚楠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预防兽医学 82101162435 硕士 

8 邹茸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

研究所 
环境科学 82101172112 硕士 

9 张晓丽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

研究所 
生态学 82101172085 硕士 

10 曹小霞 
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 
土壤学 82101172264 硕士 

11 刘杨 
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 
农业水资源与环境 82101172274 硕士 

12 耿栋辉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食品科学专业 82101172135 硕士 

13 任文博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食品科学 82101172139 硕士 

14 许肖枫 兰州兽医研究所 兽医 82101175248 硕士 

15 王立群 兰州兽医研究所 预防兽医学 82101172451 硕士 

16 易正飞 上海兽医研究所 兽医 82101175212 硕士 

17 李雪雁 上海兽医研究所 兽药学 82101172454 硕士 



18 李宏博  蔬菜花卉研究所 蔬菜学 82101172233 硕士 

19 何艳艳 蔬菜花卉研究所 植物保护 82101175097 硕士 

20 张晓林 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环境科学 82101172116 硕士 

21 荣梦杰 棉花研究所 作物专业 82101175019 硕士 

22 陈芙蓉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

所 
农业经济管理 82101172467 硕士 

23 郭位军 生物技术研究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专业 
82101172045 硕士 

24 蒲伟军 生物技术研究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专业 
82101172049 硕士 

25 刘云龙 饲料研究所 养殖 82101175127 硕士 

26 郝夏晖 油料作物研究所 微生物学 8210172020 硕士 

27 倪妍霞 中国水稻研究所 
农产品质量与食物安

全 
82101172213 硕士 

28 罗伟文 
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

所 
农业机械化工程 82101172091 硕士 

29 代金霞 茶叶研究所 茶学专业 82101172255 硕士 

30 褚程 烟草研究所 
农产品质量与食物安

全 
82101172216 硕士 

31 黄瑞环 烟草研究所 植物病理学 82101172305 硕士 

32 路晓荣 
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

所 
基础兽医学 82101172386 硕士 

33 刘美娟 蜜蜂研究所 特种经济动物饲养 82101172380 硕士 

34 尚世龙 农田灌溉研究所 农业水土工程 82101172102 硕士 

35 肖顺夫 农业信息研究所 信息技术与数字农业 82101172487 硕士 

36 王虹 沼气科学研究所 环境科学 82101172117 硕士 



37 解昆仑 郑州果树研究所 植物病理学 82101172301 硕士 

38 曹静 
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

技术研究所 
食品科学 82101172127 硕士 

39 宫瑞泽 特产研究所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

用 
82101172456 硕士 

40 张艳丽 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82101172344 硕士 

41 张壮彪 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专业 
82101172352 硕士 

42 邢爽 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养殖 82101175140 硕士 

43 高媛 作物科学研究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82101172028 硕士 

44 赵梦洁 作物科学研究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82101182032 硕士 

45 罗金满 作物科学研究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82101182021 硕士 

46 肖友乾 沼气科学研究所 环境工程 82101172122 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