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下半年博士学位论文匿名评审评阅意见书返回情况

序号 学院 专业 导师姓名 学号
研究生
姓名

返回份
数

答辩秘书 返回批次

2 农学院 作物遗传育种 陈志强 2016101508 杨靖 3 杨瑰丽

5 植物保护学院 农药学 曾鑫年 2016102305 熊婷 3 刘家莉

6 植物保护学院 农药学 张志祥 2016102304 王世英 3 伍欣宙

7 植物保护学院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

治
陆永跃 2016102208 赵晓峰 3 王磊

8 植物保护学院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

治
陆永跃 20171022001 高旭渊 3 王磊

9 植物保护学院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

治
邱宝利 2016102202 郭长飞 3 桑文

15 园艺学院 果树学 夏瑞 20171016001 陈程杰 3 曾灶海

16 园艺学院 果树学 朱世江 2016101605 文明 3 王光

17 园艺学院 蔬菜学 陈日远 2016101703 李丹丹 3 苏蔚

18 动物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曹阳 2013100309 沈文 3 易辉玉

20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黄巍 20171003015 张会 3 陈亮

24 生命科学学院 微生物学 王海洪 20171047008 郭巧巧 3 张文彬

27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学 吴鸿 2016100204 仝盼盼 3 白玫

31 资源环境学院 ★农业环境保护 崔理华 2016112102 张淑红 3 高婷

33 资源环境学院 生态学 黎华寿 2016100503 许杨贵 3 秦俊豪

34 资源环境学院 生态学 黎华寿 20171005006 杨旭 3 秦俊豪

35 资源环境学院 生态学 章家恩 2013100501 蒋艳萍 3 向慧敏

37 资源环境学院 植物营养学 田江 20171020002 朱胜男 3 陆星

38 动物科学学院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

殖
王翀 2013102404 蒋治国 3 袁晓龙

39 动物科学学院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

学
张永亮 2014102505 魏立民 3 孙加节

40 动物科学学院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

学
张永亮 20171025005 曾斌 3 陈婷

41 动物科学学院 遗传学 聂庆华 2016104004 罗威 3 刘满清

42 动物科学学院 遗传学 聂庆华 20171040003 陈小兰 3 刘满清

43 动物科学学院 遗传学 聂庆华 20181040004 蔡柏林 3 刘满清

44 兽医学院 基础兽医学 方炳虎 2016102702 康健 3 周宇峰

46 兽医学院 临床兽医学 李守军 20171029002 陶攀 3 卢刚

52 食品学院 ★食品安全与营养 王弘 2016112301 宋亚 3 温棚

54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
蒋爱民、
吴清平

20171039005 焦春伟 3 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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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 孙远明 2016103902 陈子键 3 黄日明

57 工程学院 农业机械化工程
陆华忠、
吕恩利

20171009005 李斌 3 刘妍华

62 经济管理学院 ★食物经济与管理 何勤英 2015111702 孟繁邨 3 陈旺南

63 经济管理学院 ★食物经济与管理 谭砚文 2016111702 岳瑞雪 3 陈旺南

64 经济管理学院 林业经济管理 高岚 2016104302 李勇 3 陈旺南

65 经济管理学院 林业经济管理 江华 2016104301 李明川 3 陈旺南

67 经济管理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罗必良 20171034001 洪炜杰 3 陈旺南

69 经济管理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张乐柱 2015103404 陶玲 3 陈旺南

70 经济管理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张日新 20171034006 郑纪刚 3 陈旺南

72 经济管理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 庄丽娟 2016103409 郑旭芸 3 陈旺南

74 兽医学院 兽医 唐兆新 VD20121001 崔建鑫 3 张辉

75 兽医学院 兽医
唐兆新、
孙红祥

VD20140005 季艳菊 3 张辉

注：1、评阅意见的采信标准详见《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管理办法》（华南农办[2015]120号）。

   2、三份结果全部返回后请答辩秘书本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到学院答辩负责老师处领取，限工作时间内，不得代
领和冒领。

   3、评阅意见由答辩秘书领回后，研究生可登录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查看具体结果，如无结果请耐心等待。

   4、评阅意见书原件由秘书保管，不得随便折叠、涂改和污损，答辩结束后归入学位档案存档，研究生使用复
印件进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