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拟录取盛钰涵等 35名同学进入 

2019级金善宝实验班（动物生产类）学习的公示 

  

根据《关于 2019 级金善宝实验班选拔工作的通知》（教教

[2019]119号），动物医学院及动物科技学院组织了 2019 级金善宝

实验班（动物生产类）的选拔工作。 

根据笔试和面试结果，拟录取田陌童等 35 名同学进入 2019 级

金金善宝实验班（动物生产类）学习（见附件），现予公示。如对

录取结果存在异议，请于 2019 年 9月 23 日下午 14：00 前以实名

反馈至教务处，反映情况时请提供联系方式等信息，以便我们及时

核查并反馈情况。 

Email：jwcjwk@njau.edu.cn     电话：84395084 

  

附件：2019 级金善宝实验班（动物生产类）拟录取名单 

  

     

                                                                               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 

2019 年 9 月 19 日 



2019 级金善宝实验班（动物生产类）拟录取名单 

序

号 姓名 学号 学院  班级 方向 

1 工学院 9193010916 盛钰涵 女 机械类 1909 健康 

2 工学院 9193011001 曹亚宁 男  机械类 1910 健康 

3 工学院 9193011202 陈迎 女  机械类 1912 健康 

4 动物医学院 17119301 王艺凡 女 动医 193 健康 

5 动物科技学院 15119322 倪蓉 女 动物科学 193 健康 

6 动物医学院 17119227 卿梦诗 女 动医 192 健康 

7 动物医学院 17119216 何家伟 男 动医 192 健康 

8 动物医学院 17119115 张碧琪 女 动医 191 健康 

9 动物医学院 17119202 马润超 男 动医 192 健康 

10 动物医学院 17119123 施乐怡 女 动医 191 健康 

11 动物科技学院 15119327 彭一璇 女 动物科学 193 健康 

12 动物医学院 17119319 陈洪壮 男 动医 193 健康 

13 动物医学院 17119307 刘辰 男 动医 193 健康 

14 理学院 23319105 刘棋 女 统计 191 健康 

15 动物医学院 17119211 李奕卓 女 动医 192 健康 

16 生命科学学院 11319224 彭豪杰 男 生物技术 192 健康 

17 动物医学院 17119302 王语非 女 动医 193 健康 

18 动物科技学院 15119406 刘佳宁 女 动物科学 194 健康 

19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9191310312 张晓丹 女 环工类 1903 健康 

20 动物医学院 17119401 丁晓雪 女 动医 194 健康 

21 工学院 32119125 严送慈 男 电气 191 生产 

22 工学院 31119320 王雅涵 女 工程 193 生产 

23 工学院 9193011529 郑宇婧 女 机械类 1915 生产 

24 工学院 31419123 王毅超 男 工管 191 生产 

25 动物科技学院 15119417 周晓铧 女 动物科学 194 生产 

26 动物科技学院 15119324 高玮平 女 动物科学 193 生产 

27 动物科技学院 15119323 高艺华 女 动物科学 193 生产 

28 园艺学院 14819112 安晨昕 女 设施农业 191 生产 

29 动物科技学院 15119110 闫瑾儿 女 动物科学 191 生产 

30 园艺学院 14119117 钟沛 男 园艺 191 生产 

31 动物科技学院 15119211 李诗佳 女 动物科学 192 生产 

32 动物医学院 17119217 张杰 男 动医 192 生产 

33 动物科技学院 15119128 程超 男 动物科学 191 生产 

34 动物科技学院 15119229 潘彦悦 男 动物科学 192 生产 

35 植物保护学院 12119205 许允 女 植保 192 生产 

 



 

2019 级金善宝实验班（动物生产类）递补名单 

序号 学院 学号 姓名 性别 班级 方向 备注 

1 动物医学院 17119219 张煜庭 女 动医 192 健康 递补 1 

2 动物医学院 17119215 邱靖淇 女 动医 192 健康 递补 2 

3 工学院 9193011412 刘星雨 女 机械类 1914 生产 递补 3 

4 动物科技学院 15119414 张萱 女 动物科学 194 生产 递补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