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考生姓名 本科毕业学校 硕士毕业学校 考试方式 报考专业 报考类别

1 卢聪毓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硕博连读 生物学 非定向

2 刘匀毅 甘肃农业大学 湖南大学 硕博连读 生物学 非定向

3 邹肖肖 北京工商大学 湖南大学 硕博连读 生物学 非定向

4 李园园 长治学院 湖南大学 硕博连读 生物学 非定向

5 凌能 海南大学 湖南大学 硕博连读 生物学 非定向

6 刘倩 海南师范大学 湖南大学 硕博连读 生物学 非定向

7 孙俊 安庆师范大学 中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8 蒋玉红 怀化学院 中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9 杨偲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10 黎昀昀 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定向

11 李泽琦 西南林业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12 王朵 河南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13 闫伟 河北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14 马晶晶 信阳学院 郑州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15 颜久淇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16 杨付来 河南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17 唐一波 青海大学 西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18 李钊锋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南方医科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19 许广琼 烟台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20 张晨双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21 李亚 华北科技学院 福州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22 杨洋 怀化学院 暨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23 熊现秋 安徽理工大学 湖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24 倪吉乐 安徽农业大学 西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25 王俊程 安徽科技学院 福建农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26 王建 山东中医药大学 湖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27 张立转 山西医科大学 山西医科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生物学院2020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研究生复试名单

    经审核申请材料，以下考生获得生物学院2020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研究
生的复试资格，请参加复试的考生加入“湖大生物院20级博士复试”群，群号：596263529，以后
相关通知将在QQ群里公布。
 



序号 考生姓名 本科毕业学校 硕士毕业学校 考试方式 报考专业 报考类别

28 崔艳艳 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郑州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29 李伟伟 河北农业大学 南开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30 康娜 长沙理工大学 湖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31 张尔辰 湖南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32 刘双娜 华侨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33 张慧慧 长治学院 湖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34 胡晓红 河南师范大学 湖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35 张文耀 怀化学院 广东药学院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36 刘志 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37 殷小林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38 陈日荣 南京农业大学 湖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39 杨晨曦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40 傅宇婷 淮南师范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41 刘楠楠 吕梁学院 湖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42 李婷婷 怀化学院 湖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43 贺琴菊 山西大学 山西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44 卜会铜 河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大学 申请考核制 生物学 非定向

45 吴桐 长安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申请考核制 能源动力 非定向

46 黄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申请考核制 能源动力 非定向

47 申亚南 鲁东大学 广西大学 申请考核制 能源动力 非定向

48 王自强 新乡医学院 辽宁医学院 申请考核制 能源动力 非定向

49 龙晓波 吉林大学 中山大学 申请考核制 能源动力 非定向

50 张文婷 华中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申请考核制 能源动力 非定向

51 冯亚威 信阳师范学院 西北师范大学 申请考核制 能源动力 非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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