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院校教材建设 

专家库名单 

 

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院校教材建设 

专家库普通高等教育分库 

（一）林学组  

曹翠萍 安徽农业大学  汪贵斌 南京林业大学 

董  斌 安徽农业大学  侯森林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黄  勃 安徽农业大学  彭徐剑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黄庆丰 安徽农业大学  谢春平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张龙娃 安徽农业大学  薛晓明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程广有 北华大学  闫德民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杜凤国 北华大学  张民侠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孟庆繁 北华大学  张思玉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谭  靖 
北京航天泰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张运生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冯仲科 北京林业大学  秦富仓 内蒙古农业大学 

黄华国 北京林业大学  铁  牛 内蒙古农业大学 

李  云 北京林业大学  李海防 青岛农业大学 

骆有庆 北京林业大学  李玉武 青岛农业大学 

冷平生 北京农学院  司剑华 青海大学 



迟德富 东北林业大学  曹帮华 山东农业大学 

李凤日 东北林业大学  刘会香 山东农业大学 

沈海龙 东北林业大学  郭晋平 山西农业大学 

孙  龙 东北林业大学  韩有志 山西农业大学 

杨传平 东北林业大学  王玉成 沈阳农业大学 

马祥庆 福建农林大学  李贤伟 四川农业大学 

李  毅 甘肃农业大学  朱天辉 四川农业大学 

范少辉 国际竹藤中心  黄俊轩 天津农学院 

高志民 国际竹藤中心  裴  毅 天津农学院 

张利明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
部学院 

 谢寿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赵  亭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
部学院 

 赵  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方国飞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防
治总站 

 何承忠 西南林业大学 

宋玉双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防
治总站 

 王昌命 西南林业大学 

Ling Peng 海南大学  王秋华 西南林业大学 

陈金辉 海南大学  辛培尧 西南林业大学 

龙文兴 海南大学  胥  辉 西南林业大学 

余雪标 海南大学  杨  斌 西南林业大学 

张  辉 海南大学  王振锡 新疆农业大学 

袁卉馥 河北北方学院  孙耀清 信阳农林学院 

张智婷 河北北方学院  赵师成 信阳农林学院 

黄选瑞 河北农业大学  杜华强 浙江农林大学 



李会平 河北农业大学  汤孟平 浙江农林大学 

李玉灵 河北农业大学  周国模 浙江农林大学 

齐国辉 河北农业大学  舒立福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许中旗 河北农业大学  王军辉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刘  震 河南农业大学  张建国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茹广欣 河南农业大学  白  夜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王鹏程 华中农业大学  刘君昂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周志翔 华中农业大学  孙  华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陈伏生 江西农业大学  谭晓风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欧阳勋志 江西农业大学  王瑞辉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曹福亮 南京林业大学  徐刚标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方升佐 南京林业大学  袁德义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刘  霞 南京林业大学    

（二）草学组  

董召荣 安徽农业大学  王良桂 南京林业大学 

韩烈保 北京林业大学  韩国栋 内蒙古农业大学 

崔国文 东北农业大学  王明玖 内蒙古农业大学 

白小明 甘肃农业大学  孙  娟 青岛农业大学 

花立民 甘肃农业大学  陈翠霞 山东农业大学 

王志勇 海南大学  陈为峰 山东农业大学 

高立杰 河北农业大学  赵  祥 山西农业大学 



李秋凤 河北农业大学  白  龙 沈阳农业大学 

王明亚 河北农业大学  张新全 四川农业大学 

史莹华 河南农业大学  呼天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张建国 华南农业大学  龙明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张巨明 华南农业大学  孙宗玖 新疆农业大学 

朱龙付 华中农业大学  孙振元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刘志鹏 兰州大学  张万军 中国农业大学 

王锁民 兰州大学    

（三）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组  

王毅力 北京林业大学  董  智 山东农业大学 

王玉杰 北京林业大学  李传荣 山东农业大学 

徐基良 北京林业大学  樊文华 山西农业大学 

张志强 北京林业大学  张志伟 山西农业大学 

付玉杰 东北林业大学  李炳学 沈阳农业大学 

戎  可 东北林业大学  苏芳莉 沈阳农业大学 

孙彦坤 东北农业大学  谢立勇 沈阳农业大学 

王传宽 东北林业大学  周永斌 沈阳农业大学 

张明海 东北林业大学  张世熔 四川农业大学 

郑  冬 东北林业大学  王进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张  颖 东北农业大学  陈奇伯 西南林业大学 

黄炎和 福建农林大学  熊好琴 西南林业大学 



刘学录 甘肃农业大学  罗艳丽 新疆农业大学 

黄巧云 华中农业大学  姜培坤 浙江农林大学 

谭文峰 华中农业大学  李永夫 浙江农林大学 

刘苑秋 江西农业大学  秦  华 浙江农林大学 

阮宏华 南京林业大学  徐秋芳 浙江农林大学 

张崇波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张传清 浙江农林大学 

包海柱 内蒙古农业大学  赵科理 浙江农林大学 

段立清 内蒙古农业大学  江泽平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红  梅 内蒙古农业大学  王  平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丁效东 青岛农业大学  闫文德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四）生物科学与技术组  

蔡永萍 安徽农业大学  施建敏 江西农业大学 

宋兴舜 东北林业大学  尹佟明 南京林业大学 

滕春波 东北林业大学  高润宏 内蒙古农业大学 

常  缨 东北农业大学  杨建明 青岛农业大学 

汪世华 福建农林大学  梁建萍 山西农业大学 

魏道智 福建农林大学  曲  波 沈阳农业大学 

李  胜 甘肃农业大学  韩召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白志英 河北农业大学  姜在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顾玉红 河北农业大学  谭敦炎 新疆农业大学 

侯春燕 河北农业大学  林海萍 浙江农林大学 



周  岩 河南科技学院  曾庆银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刘林川 华南农业大学  董江丽 中国农业大学 

陈雯莉 华中农业大学  曾柏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胡颂平 江西农业大学  周  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五）林业工程组  

陈玉霞 安徽农业大学  王宗德 江西农业大学 

高  慧 安徽农业大学  戴红旗 南京林业大学 

王传贵 安徽农业大学  梅长彤 南京林业大学 

汪佑宏 安徽农业大学  王  飞 南京林业大学 

徐  斌 安徽农业大学  周宏平 南京林业大学 

李翔宇 北华大学  周晓燕 南京林业大学 

时君友 北华大学  黄金田 内蒙古农业大学 

蒋建新 北京林业大学  王春光 内蒙古农业大学 

母  军 北京林业大学  王喜明 内蒙古农业大学 

于志明 北京林业大学  李永峰 山东农业大学 

陈立君 东北林业大学  路则光 山东农业大学 

郭明辉 东北林业大学  崔清亮 山西农业大学 

李淑君 东北林业大学  宋孝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刘守新 东北林业大学  杜官本 西南林业大学 

邱仁辉 福建农林大学  雷  洪 西南林业大学 

费本华 国际竹藤中心  邱  坚 西南林业大学 



王  戈 国际竹藤中心  金春德 浙江农林大学 

郝建军 河北农业大学  李光耀 浙江农林大学 

孙照斌 河北农业大学  傅  峰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焦有宙 河南农业大学  戴向东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任述光 湖南农业大学  李贤军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高振忠 华南农业大学  刘文金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胡传双 华南农业大学  吴义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陈尚钘 江西农业大学  张仲凤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六）园林与风景园林组  

陈永生 安徽农业大学  孔德政 河南农业大学 

张云彬 安徽农业大学  甘德欣 湖南农业大学 

戚继忠 北华大学  龙岳林 湖南农业大学 

王洪俊 北华大学  刘海涛 华南农业大学 

李  翅 北京林业大学  包满珠 华中农业大学 

李  雄 北京林业大学  高  翅 华中农业大学 

刘  燕 北京林业大学  张  斌 华中农业大学 

王向荣 北京林业大学  潘  健 黄山学院 

张启翔 北京林业大学  赵昌恒 黄山学院 

郑  曦 北京林业大学  刘纯青 江西农业大学 

马晓燕 北京农学院  田如男 南京林业大学 

张克中 北京农学院  张青萍 南京林业大学 



何  淼 东北林业大学  刘庆华 青岛农业大学 

许大为 东北林业大学  王洪涛 山东农业大学 

车代弟 东北农业大学  臧德奎 山东农业大学 

闫永庆 东北农业大学  张  智 沈阳农业大学 

董建文 福建农林大学  潘远智 四川农业大学 

兰思仁 福建农林大学  宋军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田  青 甘肃农业大学  陈龙清 西南林业大学 

宋希强 海南大学  黄海泉 西南林业大学 

王  健 海南大学  金荷仙 浙江农林大学 

许先升 海南大学  赵宏波 浙江农林大学 

史宝胜 河北农业大学  张常青 中国农业大学 

张  芹 河北农业大学    

（七）动物生产组  

李和平 东北林业大学  齐景伟 内蒙古农业大学 

刘伟石 东北林业大学  张  玉 内蒙古农业大学 

张忠远 东北农业大学  林英庭 青岛农业大学 

苏松坤 福建农林大学  林  海 山东农业大学 

滚双宝 甘肃农业大学  胥保华 山东农业大学 

陈宝江 河北农业大学  刘彦群 沈阳农业大学 

田亚东 河南农业大学  张红平 四川农业大学 

万发春 湖南农业大学  马吉飞 天津农学院 



蒋思文 华中农业大学  任战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杨利国 华中农业大学  孙  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陈从英 江西农业大学  毕保良 云南农业大学 

鲁长虎 南京林业大学  赵阿勇 浙江农林大学 

芒  来 内蒙古农业大学    

（八）动物医学组  

高  利 东北农业大学  单  虎 青岛农业大学 

陈吉龙 福建农林大学  姜世金 山东农业大学 

张  勇 甘肃农业大学  邓俊良 四川农业大学 

初  冬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防
治总站 

 金天明 天津农学院 

张  铁 河北农业大学  童德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  奎 河南农业大学  张彦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胡国良 江西农业大学  邹丰才 云南农业大学 

王凤龙 内蒙古农业大学  宋厚辉 浙江农林大学 

杨银凤 内蒙古农业大学  张国中 中国农业大学 

高  利 东北农业大学  单  虎 青岛农业大学 

（九）食品科学与工程组  

孙爱东 北京林业大学  陈忠军 内蒙古农业大学 

包怡红 东北林业大学  陈海华 青岛农业大学 

李晓东 东北农业大学  王树林 青海大学 

庞  杰 福建农林大学  武俊瑞 沈阳农业大学 



桑亚新 河北农业大学  辛  广 沈阳农业大学 

张  伟 河北农业大学  岳喜庆 沈阳农业大学 

黄现青 河南农业大学  何新益 天津农学院 

宋莲军 河南农业大学  杜双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吴振先 华南农业大学  徐怀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  斌 华中农业大学  刘鸿高 云南农业大学 

王  凌 华中农业大学  廖国周 云南农业大学 

王文君 江西农业大学  殷丽君 中国农业大学 

吴彩娥 南京林业大学    

（十）植物生产组  

林金星 北京林业大学  谢寅峰 南京林业大学 

姚允聪 北京农学院  苑兆和 南京林业大学 

郑宝江 东北林业大学  黄金光 青岛农业大学 

樊  东 东北农业大学  杨锦忠 青岛农业大学 

王傲雪 东北农业大学  郑成淑 山东农业大学 

林文雄 福建农林大学  温鹏飞 山西农业大学 

吴祖建 福建农林大学  段玉玺 沈阳农业大学 

李文香 河北北方学院  于海秋 沈阳农业大学 

赵海超 河北北方学院  龙  鸿 天津农学院 

陈雪平 河北农业大学  王  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存东 河北农业大学  徐  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瑞奇 河北农业大学  华  燕 西南林业大学 

申书兴 河北农业大学  孙万慧 信阳农林学院 

符云鹏 河南农业大学  胡先奇 云南农业大学 

许自成 河南农业大学  刘雅婷 云南农业大学 

尹新明 河南农业大学  徐  凯 浙江农林大学 

陈国菊 华南农业大学  赵光武 浙江农林大学 

黄雪梅 华南农业大学  吴学宏 中国农业大学 

李维林 南京林业大学    

（十一）农林经济管理组  

陈建成 北京林业大学  张心灵 内蒙古农业大学 

温亚利 北京林业大学  李敬锁 青岛农业大学 

曹玉昆 东北林业大学  王闰平 山西农业大学 

耿玉德 东北林业大学  吕  杰 沈阳农业大学 

王杜春 东北农业大学  傅新红 四川农业大学 

张永强 东北农业大学  曲福玲 天津农学院 

王林萍 福建农林大学  李  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罗掌华 广西财经学院  龙  勤 西南林业大学 

李智勇 国际竹藤中心  邱守明 西南林业大学 

李俊魁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
部学院 

 张连刚 西南林业大学 

刘  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经济发
展研究中心 

 刘维忠 新疆农业大学 

李建民 河北农业大学  姚  娟 新疆农业大学 



赵邦宏 河北农业大学  张德亮 云南农业大学 

周志军 河北农业大学  李兰英 浙江农林大学 

刘向华 河南农业大学  蒋琴儿 浙江农林大学 

廖文梅 江西农业大学  沈月琴 浙江农林大学 

翁贞林 江西农业大学  徐秀英 浙江农林大学 

杨加猛 南京林业大学  朱永法 浙江农林大学 

张智光 南京林业大学  陈幸良 中国林学会 

陈积敏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王登举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乔光华 内蒙古农业大学  任金政 中国农业大学 

（十二）通识课组  

张东艳 云南农业大学  黄大乾 广东白云学院 

刘  旭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徐丽萍 广东白云学院 

何云峰 山西农业大学  赵  霖 广东白云学院 

张高文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林贤明 福建农林大学 

王  锋 南京林业大学  刘经纬 东北林业大学 

王全权 南京林业大学  翁  强 北京林业大学 

田北海 华中农业大学  薛永基 北京林业大学 

杨红朝 河南农业大学  乐  磊 北华大学 

（十三）公共基础课组  

淮永建 北京林业大学  肖  飞 南京林业大学 

许  福 北京林业大学  盛显良 内蒙古农业大学 

张祥雪 北京林业大学  吴国荣 内蒙古农业大学 



李  斌 东北林业大学  闫祖威 内蒙古农业大学 

叶  非 东北农业大学  陈龙猛 青岛农业大学 

李德新 福建农林大学  王志军 山东农业大学 

伍国兴 广东白云学院  杜慧玲 山西农业大学 

曹殿立 河南农业大学  石  军 天津农学院 

管勇生 河南农业大学  段志刚 西南林业大学 

王  运 华中农业大学    

（十四）设计学组  

韩静华 北京林业大学  肖学健 江西农业大学 

牛晓霆 东北林业大学  祝遵崚 南京林业大学 

余继宏 东华大学  高晓霞 内蒙古农业大学 

陈祖建 福建农林大学  段渊古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陈华钢 广东白云学院  郑绍江 西南林业大学 

成  骏 广东白云学院    

 

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院校教材建设 

专家库职业教育分库 

（一）森林和草原资源组  

高景斌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林仲桂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
院 

韩久同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苏安祥 吉林省林业技师学院 

张余田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焉域金 吉林省林业技师学院 

张海军 北京东方兴源林业生态研究院  刘南清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夏成财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王永平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黄勤坚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董新春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廖建国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郁林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叶世森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宋墩福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范繁荣 福建三明林业学校  王协斌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黄云鹏 福建三明林业学校  肖忠优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沈琼桃 福建三明林业学校  张维玲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何彦峰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俊辉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李鸿杰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艳杰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罗广元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巨斌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文  云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胡志东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林石狮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向  民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陈日东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王世昌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黎良财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刚狮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苏杰南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杨秀英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孙丹萍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刘学军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武亚莉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李  红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王  建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高均利 榆林市林木种苗工作站 

卢伟娜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林向群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万书成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毛芳芳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晓春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崔  彤 扎兰屯职业学院 



管  健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刘玉娟 扎兰屯职业学院 

景向欣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牟玉杰 扎兰屯职业学院 

闵水发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汪  丽 扎兰屯职业学院 

唐志强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金传 扎兰屯职业学院 

杨  旭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曹  剑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农林科
技学院 

（二）林业工程组  

廖金铃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徐庆福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冯昌信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振明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龙大军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宫灵娟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郝华涛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万存义 吉林省林业技师学院 

李丹丹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巍巍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石晓波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曾传柯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司  阳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曾东东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孙丙虎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  琦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张志刚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晓红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李永喜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张英杰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齐向东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黄荣文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园林园艺组  

陶  涛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曹仁勇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李玉舒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刘玉华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李志强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卫佩行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夏振平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周兴元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孙志权 北京市房山区房山职业学校  李成忠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林玉宝 北京市园林学校  张衡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乔  程 北京市园林学校  陈卫连 
江苏山水环境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徐  荣 北京市园林学校  苏青峰 
江苏山水环境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于红立 北京市园林学校  曾  斌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张  青 北京市园林学校  陈茂铨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陈振锋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张建新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刘忠智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佘德松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方金生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魏  岩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汪诗德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易官美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许信旺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吴立威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黄华明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祝志勇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黄云玲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  和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永武 福建三明林业学校  赵立曦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  斌 福建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邓景飞 
陕西三木城市生态发展有
限公司 

陈锦忠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朱红霞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何司彦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朱迎迎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汤  历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刘秀云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袁素芬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李双全 
上海市城市建设工程学校
（上海市园林学校） 

黄东兵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刘铁柱 
上海市城市建设工程学校
（上海市园林学校） 



薛  菊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黄东光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 

陈科东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谢利娟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苏付保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仇恒佳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左金富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马国胜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韩良 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  王  莹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崔向东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余  俊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  涛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周  军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路买林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石红旗 太原市园林植物研究中心 

陶良如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陈功楷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张少伟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仝玉琴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张树宝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新燕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刘新晶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赵建民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郑宝仁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朱震宇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林学院 

钟昌龙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永宽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盛彬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王  琳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彭劲松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赖娜娜 中国园林博物馆 

石玉波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陈  友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四）财经商贸组  

鲍淑芬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马剑锋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蔡  敏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  军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张秀媚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国胜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曾文水 福建三明林业学校  夏守慧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高琳珍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永良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王永富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丽芳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金  鑫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李广述 扎兰屯职业学院 

牛永超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五）畜牧业组  

曹授俊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陈  明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张凡建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张响英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杨  艳 北京市园林学校  熊忙利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冯会中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朱小甫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方振华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张文娟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邵明英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沈文正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丁  威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六）食品工业组  

徐亚平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刘莉萍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薛娟萍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应苗苗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冉  娜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郑晓杰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刘  萍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祝战斌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王正云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聂青玉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农林科
技学院 

巩  强 
山西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
验研究院 

   

（七）艺术设计与土木建筑组  



苏晓敬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肖琼霞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邵淑河 北京市园林学校  范洲衡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
院 

郭继和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袁  浩 
江苏山水环境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王学龙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吕耀华 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彭忠伟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赵茂锦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建华 福建三明林业学校  雷海涛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裴俊华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军利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邓  腾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郭江涛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冯光澍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周锁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史永纯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张  迪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八）植物生产与生物技术组  

肖海峻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谢兴刚 太原市园林植物研究中心 

温中林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晓娥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周  鑫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宏辉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张成霞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周济铭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陈立人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  丹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农林科技学
院 

王化坤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九）公共基础和通识课组  

张培艳 北京市园林学校  李英杰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李  莉 朝阳工程技术学校  梅  霞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曾秀云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冯  颖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牟海美 福建三明林业学校  刘海明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立晴 福建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赵新战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陈逸平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双浪花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林学院 

黄潮华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张云霞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建铁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十）旅游和其他专业组  

马继红 北京市园林学校  董文龙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赵  静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石海云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  娜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  鑫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徐堂忠 贵州科测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阎文实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杨  华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问建军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