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 姓名 毕业院校 专业 学历

1 中国林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倪禾田 北京服装学院 设计学 硕士研究生

2 中国林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李静 黑龙江大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硕士研究生

3 中国林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王奕丹 北京林业大学 森林经理学 硕士研究生

4 中国林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荆鸿宇 北京大学 中国哲学 硕士研究生

5 中国林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王宇瑶 东北农业大学 农村发展 硕士研究生

6 中国林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刘煜 中国传媒大学 数字媒体艺术 硕士研究生

7 中国林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李丽菁 北京林业大学 草学 硕士研究生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张灵曼 北京林业大学 农村发展 硕士研究生

9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刘诗琦 北京林业大学 森林培育 博士研究生

1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 李金 北京农学院 林业 硕士研究生

1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 闫冬晴 中央财经大学 国际商务 硕士研究生

1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 董雪莹 北京林业大学 风景园林 硕士研究生

1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 严茂林 北京林业大学 林业经济管理 硕士研究生

1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 宋婷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学理论 硕士研究生

15 国际竹藤中心 王倩 北京交通大学 审计学 硕士研究生

16 国际竹藤中心 叶翰舟 北京林业大学 木材科学与技术 博士研究生

17 国际竹藤中心 王紫晔 北京林业大学 旅游管理 硕士研究生

18 国际竹藤中心 孟宇飞 北京林业大学 风景园林学 博士研究生

1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部 张硕 江南大学 金融学 大学本科

2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部 刘思宇 北京化工大学 会计学 大学本科

2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部 孙浩楠 北京城市学院 城市管理 大学本科

2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部 朱媛君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荒漠生态学 博士研究生

2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部 杜宇皎 福建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 大学本科

24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部 习曼洁 北京外国语大学 政治学理论 硕士研究生

2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部 黄敏 中国人民大学 档案学 大学本科

26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部 刘志博 北京林业大学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博士研究生

2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部 贾紫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行政管理 硕士研究生

2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部 王甜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经理学 硕士研究生

2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部 尤永鑫
北京工业大学
耿丹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大学本科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21年度拟接收毕业生情况公示

附件：



序号 单位 姓名 毕业院校 专业 学历

3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材工业研究所

李珠 北京林业大学 木材科学与技术 博士研究生

3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材工业研究所

史妍桐 北京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 硕士研究生

3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材工业研究所

曹静云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大学本科

3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材工业研究所

朱黎明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材科学与技术 硕士研究生

34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材工业研究所

耿奥博 南京林业大学 木材科学与技术 博士研究生

3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木材工业研究所

马灵玉 北京林业大学 细胞生物学 博士研究生

36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李天娇 北京城市学院 会计学 大学本科

3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司莉青 北京林业大学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博士研究生

3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姜宁 北京林业大学 森林保护学 博士研究生

3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方加兴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保护学 博士研究生

4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于艺鹏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生态学 博士研究生

4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
张美男 清华大学 生态学 博士研究生

4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研究所
林乐乐 北京林业大学 自然保护区学 博士研究生

43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研究所
李田 北京农学院 林学 硕士研究生

44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新技术研究所

才琪 北京林业大学 林业经济管理 博士研究生

4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

王建军 北京林业大学 森林经理学 博士研究生

46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

沈伟航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经济管理 硕士研究生

4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资源信息研究所

魏胜蓉 中国科学院大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硕士研究生

4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资源信息研究所

刘思琦 天津财经大学 会计学 大学本科

4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华北林业实验中心

陈盼飞 北京林业大学 林木遗传育种 博士研究生

5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华北林业实验中心

周子渊 北京林业大学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博士研究生

5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 王瑞 西南林业大学 森林经理学 硕士研究生

5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 贺怡宁 中央财经大学 会计学 大学本科

5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 李兴福 北京林业大学 草业科学 博士研究生

5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 吕威皓 西南林业大学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大学本科

5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张晓波 北京林业大学 湿地生态学 博士研究生

56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王诗童 北京林业大学 自然保护区学 硕士研究生

5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董斯齐 中国科学院大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硕士研究生

5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蒋育昊 中国科学院大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博士研究生

59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秦立厚 北京林业大学 森林经理学 博士研究生

6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刘晓彤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经理学 硕士研究生

6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刘自搏 北京林业大学 森林保护 大学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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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谢晶杰 北京林业大学 草业科学 博士研究生

6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刘樯漪 中国科学院大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博士研究生

6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和草原

基金管理总站
孙春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工商管理 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