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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HGL001 绿化管理 艾帅 男 1992-08-25 2015-06-30 华中农业大学楚天学院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

计）

JLHGL002 绿化管理 艾曦 女 1996-02-25 2018-06-30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园林

JLHGL003 绿化管理 曹博 男 1993-03-12 2016-06-30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环境工程

JLHGL004 绿化管理 陈炳全 男 1991-10-24 2019-06-10 长江大学 风景园林学

JLHGL005 绿化管理 陈灿 女 1993-09-03 2014-06-20 武汉工程大学 艺术设计

JLHGL006 绿化管理 陈东 男 1989-07-15 2012-06-30 华中农业大学楚天学院
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

计方向）

JLHGL007 绿化管理 陈浩 男 1997-07-16 2019-06-13 中原工学院 环境设计

JLHGL008 绿化管理 陈爽 女 1999-09-10 2018-06-21 华中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

JLHGL009 绿化管理 陈欣 女 1990-07-25 2013-06-30 华中农业大学楚天学院 环境艺术与设计

JLHGL010 绿化管理 陈亦帆 男 1997-01-14 2019-07-01 武汉工程大学 环境艺术设计

JLHGL011 绿化管理 陈莹 女 1991-11-06 2014-06-30 华中农业大学 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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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HGL012 绿化管理 陈悦 女 1993-02-24 2017-06-13 甘肃农业大学 园艺

JLHGL013 绿化管理 程道明 男 1995-08-22 2018-06-30 江汉大学文理学院 园艺

JLHGL014 绿化管理 程杰 男 1995-08-21 2018-06-30 武昌工学院 环境工程

JLHGL015 绿化管理 褚辰 男 1990-01-11 2019-06-14 湖北大学 艺术设计

JLHGL016 绿化管理 丁飞霞 女 1994-07-27 2019-07-01 华中农业大学 林学

JLHGL017 绿化管理 丁恒 男 1991-09-17 2017-03-10 浙江农林大学 林业

JLHGL018 绿化管理 丁雨婷 女 1995-10-20 2017-06-30 武汉纺织大学 环境设计

JLHGL019 绿化管理 董幻 女 1991-06-24 2013-07-01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设计

JLHGL020 绿化管理 董振宇 男 1997-12-17 2019-07-01 山西大学 环境生态工程

JLHGL021 绿化管理 范舒育 女 1993-02-04 2015-07-01 天津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设计管理）

JLHGL022 绿化管理 方玲 女 1995-06-14 2017-07-15 武汉东湖学院 环境与艺术设计

JLHGL023 绿化管理 方雄 男 1996-12-15 2017-06-30 湖北工程学院 环境设计

JLHGL024 绿化管理 方益 女 1993-10-12 2019-06-30 延边大学 环境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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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HGL025 绿化管理 方子扬 男 1994-10-14 2019-07-10 太原理工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JLHGL026 绿化管理 高菲 女 1990-06-28 2016-06-30 武汉工程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027 绿化管理 龚毅帆 女 1993-11-02 2019-06-01 西北师范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028 绿化管理 郭旭林 男 1993-09-09 2016-06-30 湖北工程学院 园林

JLHGL029 绿化管理 郭喻婉 女 1996-08-30 2019-06-10 湖北工程学院 风景园林

JLHGL030 绿化管理 韩乐乐 女 1992-01-01 2019-06-30 长江大学 园艺

JLHGL031 绿化管理 何婧雯 女 1988-08-07 2013-02-01 美国南加州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032 绿化管理 何涛 男 1987-08-07 2014-06-30 安徽农业大学 植物病理学

JLHGL033 绿化管理 何薇 女 1985-05-09 2008-06-30 湖北民族学院 环境科学

JLHGL034 绿化管理 贺洪明 男 1991-10-17 2014-06-30 三峡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035 绿化管理 侯雨桐 女 1993-11-09 2019-06-20 浙江工业大学 设计学

JLHGL036 绿化管理 胡明龙 男 1989-08-08 2013-07-01 湖北理工 环境工程

JLHGL037 绿化管理 胡宇明 男 1993-03-17 2015-06-30 三亚学院 艺术设计（平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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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HGL038 绿化管理 胡知临 女 1994-05-17 2019-06-30 武汉大学 环境科学

JLHGL039 绿化管理 黄蓓 女 1993-06-02 2019-07-01 山西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

JLHGL040 绿化管理 黄波 男 1987-10-19 2013-06-20 华中农业大学 林业硕士

JLHGL041 绿化管理 黄丹 女 1990-06-29 2014-06-25 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JLHGL042 绿化管理 黄苏 男 1992-11-20 2017-06-30 湖北工业大学 产品设计

JLHGL043 绿化管理 黄曦 女 1993-08-10 2017-06-30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环境设计

JLHGL044 绿化管理 黄子扬 男 1993-03-13 2018-12-11 武汉理工大学 艺术设计

JLHGL045 绿化管理 蹇俊 女 1992-01-20 2018-06-30 广西大学 风景园林

JLHGL046 绿化管理 蒋雯 女 1992-07-11 2013-06-30 华中农业大学楚天学院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

计方向）

JLHGL047 绿化管理 靳萌珠 女 1992-05-26 2019-06-30 云南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

术设计）

JLHGL048 绿化管理 靳羽西 女 1992-07-25 2013-06-30 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
艺术设计（平面艺术设

计）

JLHGL049 绿化管理 柯泽鹏 男 1994-10-01 2017-06-30 武汉东湖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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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HGL050 绿化管理 乐思 女 1988-11-26 2011-12-01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园林

JLHGL051 绿化管理 李畅 女 1994-01-13 2016-06-30 云南大学 艺术设计

JLHGL052 绿化管理 李旦 男 1992-02-21 2019-06-21 华中农业大学 林业

JLHGL053 绿化管理 李丁丁 男 1996-06-09 2019-06-06
安阳师范学院人文管理学

院
环境设计

JLHGL054 绿化管理 李海燕 女 1995-06-16 2018-06-30 南京农业大学 环境科学

JLHGL055 绿化管理 李虹芸 女 1993-02-01 2015-06-30
华中农业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
园艺/公共事业管理

JLHGL056 绿化管理 李华容 女 1993-08-30 2018-06-30 华中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

JLHGL057 绿化管理 李嘉佳 女 1997-05-13 2019-06-30 华中农业大学楚天学院 风景园林

JLHGL058 绿化管理 李金凤 女 1992-08-30 2018-06-07 中国科学院大学 植物学

JLHGL059 绿化管理 李敬丰 男 1992-09-04 2017-06-30 华中农业大学楚天学院 园林

JLHGL060 绿化管理 李凯 男 1994-06-03 2016-06-30 江汉大学 园艺

JLHGL061 绿化管理 李科 女 1987-11-30 2013-06-21 南昌航空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062 绿化管理 李亮球 男 1995-03-11 2017-06-30 石家庄铁道大学 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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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HGL063 绿化管理 李如月 女 1994-04-04 2017-06-30
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

（现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环境设计

JLHGL064 绿化管理 李曦 女 1994-09-18 2019-06-30 武汉工程大学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

计方向）

JLHGL065 绿化管理 李晓燕 女 1994-11-11 2017-06-30 湖北科技学院 环境设计

JLHGL066 绿化管理 李秀婷 女 1985-02-11 2010-06-01
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

究院
环境工程

JLHGL067 绿化管理 李雅慧 女 1993-11-23 2019-06-30 湖北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

JLHGL068 绿化管理 梁培 女 1995-02-28 2017-06-26 三峡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JLHGL069 绿化管理 刘安然 女 1994-03-21 2016-06-30 武汉传媒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JLHGL070 绿化管理 刘江华 女 1991-08-12 2016-06-30 华中农业大学 林学

JLHGL071 绿化管理 刘茜 女 1993-11-01 2019-06-01 武汉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JLHGL072 绿化管理 刘思明 女 1991-06-01 2015-06-30 荆楚理工学院 艺术设计

JLHGL073 绿化管理 刘亚亮 女 1986-11-04 2011-06-22 南京林业大学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JLHGL074 绿化管理 刘奕 女 1991-09-18 2018-06-30 吉林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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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HGL075 绿化管理 刘颖 女 1993-01-01 2017-12-27 武汉纺织大学 环境艺术设计

JLHGL076 绿化管理 柳申奥 男 1993-09-12 2019-06-30 湖北工业大学 设计学（广告设计）

JLHGL077 绿化管理 陆韵霓 女 1992-05-05 2015-06-30 华中农业大学学院 视觉传达

JLHGL078 绿化管理 罗娜 女 1993-03-16 2014-12-24 武汉工程大学 视觉传达

JLHGL079 绿化管理 罗威 男 1993-07-01 2019-07-01 广西大学 林业

JLHGL080 绿化管理 吕文 男 1994-05-17 2019-07-15 华中农业大学 林学

JLHGL081 绿化管理 吕欣慧 女 1990-11-24 2009-06-30 湖北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

JLHGL082 绿化管理 马闯 男 1993-01-15 2015-06-30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环境工程

JLHGL083 绿化管理 欧阳澜 女 1995-08-30 2019-06-30 华中科技大学 艺术设计

JLHGL084 绿化管理 彭方鑫 男 1995-05-15 2018-06-20 长江大学 园林

JLHGL085 绿化管理 彭守银 男 1992-10-10 2015-06-30 武汉轻工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086 绿化管理 邱晓星 男 1990-02-05 2015-06-30 安徽农业大学 林业

JLHGL087 绿化管理 屈然 男 1991-04-15 2019-06-25 华中农业大学楚天学院 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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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HGL088 绿化管理 屈雪蓉 女 1997-01-22 2019-06-11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环境设计

JLHGL089 绿化管理 饶丽 女 1988-05-02 2019-06-30 北京林业大学 林业专硕

JLHGL090 绿化管理 饶文昊 男 1991-09-13 2013-06-30 华中农业大学 园林

JLHGL091 绿化管理 石慧 女 1989-10-18 2016-06-22 南昌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JLHGL092 绿化管理 石祥 男 1991-05-20 2013-07-0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环境艺术设计

JLHGL093 绿化管理 孙贝贝 女 1990-04-23 2015-06-26 华中农业大学 林学

JLHGL094 绿化管理 孙莉 女 1990-08-25 2016-06-30 安徽师范大学 环境科学

JLHGL095 绿化管理 孙戎骏 男 1996-11-19 2019-07-10 广西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园林建筑设

计方向）

JLHGL096 绿化管理 孙志辉 男 1988-12-31 2011-06-30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

院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JLHGL097 绿化管理 覃祥祥 女 1992-12-25 2016-06-27 华中农业大学 农学

JLHGL098 绿化管理 谭怡 女 1988-06-05 2009-06-30 黄石理工学院 环境工程

JLHGL099 绿化管理 万玲 女 1994-08-06 2019-06-30 武汉纺织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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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HGL100 绿化管理 万庆 女 1987-04-10 2010-06-26 重庆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101 绿化管理 汪海夫 男 1995-06-19 2017-06-01 新疆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JLHGL102 绿化管理 汪红 女 1989-09-24 2016-06-23 武汉理工大学 设计学

JLHGL103 绿化管理 汪昱乔 女 1993-03-22 2018-07-01 华中农业大学 观赏园艺

JLHGL104 绿化管理 王晨雨 女 1996-01-15 2018-06-30 武汉东湖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JLHGL105 绿化管理 王丹 女 1992-06-11 2015-07-10 西安美术学院
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

计）

JLHGL106 绿化管理 王东 男 1989-11-07 2013-06-30 华中农业大学 园艺

JLHGL107 绿化管理 王佳旗 女 1993-02-05 2019-08-31 福建农林大学 风景园林

JLHGL108 绿化管理 王杰 女 1987-08-21 2012-06-30 西南石油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109 绿化管理 王露 女 1996-10-05 2018-06-30 武汉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110 绿化管理 王璐 女 1991-11-03 2016-06-3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环境工程

JLHGL111 绿化管理 王瑞露 女 1993-02-26 2019-07-01 西安工程大学 环境科学

JLHGL112 绿化管理 王晓雪 女 1993-01-10 2015-06-30 江汉大学 环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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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HGL113 绿化管理 王艳 男 1995-02-11 2019-05-30 武汉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JLHGL114 绿化管理 王阳 男 1987-06-19 2014-06-17 武汉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115 绿化管理 王泽 女 1994-02-20 2019-06-30 武汉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116 绿化管理 温涛源 男 1992-07-20 2016-09-12 东南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117 绿化管理 翁怡琳 女 1994-06-28 2019-06-3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JLHGL118 绿化管理 吴莉莉 女 1990-03-01 2012-06-30 华中科技大院文华学院 艺术设计

JLHGL119 绿化管理 吴丽华 女 1994-08-26 2017-06-30 郑州轻工业大学 环境设计

JLHGL120 绿化管理 吴利禄 男 1991-04-21 2019-07-0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JLHGL121 绿化管理 伍陈涛 男 1988-09-14 2012-07-01 华中农业大学 园林技术

JLHGL122 绿化管理 夏全杰 男 1989-02-12 2015-06-01 华中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

JLHGL123 绿化管理 向典渝 男 1995-03-05 2019-06-30 安徽农业大学 风景园林

JLHGL124 绿化管理 肖楚薇 女 1993-12-04 2019-06-30 华中科技大学 艺术设计

JLHGL125 绿化管理 肖曙曼 女 1996-05-29 2018-06-29 三峡大学 环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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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HGL126 绿化管理 谢苹 女 1986-07-15 2012-06-07 河南工业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127 绿化管理 谢倩 女 1992-10-06 2019-06-30 长江大学 风景园林学

JLHGL128 绿化管理 熊璐笛 女 1990-11-23 2014-06-30 湖北文理学院 艺术设计

JLHGL129 绿化管理 熊巧 女 1991-02-05 2016-06-20 江苏师范大学 设计学

JLHGL130 绿化管理 熊卓成 男 1995-07-23 2017-07-23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环境设计

JLHGL131 绿化管理 徐莹 女 1994-12-15 2016-06-30 湖北工程学院 园艺

JLHGL132 绿化管理 许月丽 女 1989-11-30 2013-06-30 武汉轻工大学 艺术设计专业

JLHGL133 绿化管理 鄢浩浩 男 1992-12-20 2015-07-01 华南农业大学 林学

JLHGL134 绿化管理 严小波 男 1990-03-09 2014-06-30 湖北民族学院 艺术设计

JLHGL135 绿化管理 严岩 男 1991-11-16 2018-07-01 四川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136 绿化管理 晏书法 男 1995-01-08 2018-06-01 湖北工程学院 园艺

JLHGL137 绿化管理 阳静 女 1994-10-25 2016-06-30 湖北工程学院 园林

JLHGL138 绿化管理 杨久祺 女 1997-01-27 2019-06-14 湖北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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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HGL139 绿化管理 杨林 女 1991-08-18 2016-06-30 武汉纺织大学 艺术设计

JLHGL140 绿化管理 杨鹛 女 1990-05-18 2012-06-30 湖北大学 艺术设计

JLHGL141 绿化管理 杨秋玲 女 1992-08-29 2019-07-01 北京林业大学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JLHGL142 绿化管理 杨忠华 女 1989-02-05 2012-06-30 湖北工业大学 环境艺术设计

JLHGL143 绿化管理 叶英 女 1984-05-05 2006-06-30
孝感学院（现湖北工程学

院）
园艺（观赏园艺方向）

JLHGL144 绿化管理 易俊才 男 1989-07-08 2014-06-20 华中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

JLHGL145 绿化管理 易璇 女 1991-08-06 2015-06-30 江汉大学 园艺

JLHGL146 绿化管理 殷丽娜 女 1989-11-15 2012-06-30 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艺术设计

JLHGL147 绿化管理 殷明 男 1994-02-26 2015-06-01 华中农业大学 园艺

JLHGL148 绿化管理 尹晨 女 1989-07-17 2011-06-30
湖北美术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JLHGL149 绿化管理 游挺 男 1987-02-24 2010-06-25 中南民族大学工商学院 艺术设计

JLHGL150 绿化管理 余含英 女 1991-10-21 2015-06-20 华中农业大学楚天学院 园林

JLHGL151 绿化管理 余云 女 1993-09-21 2016-07-01 长江大学 植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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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HGL152 绿化管理 俞帆 女 1991-01-22 2013-06-30 武汉纺织大学 艺术设计

JLHGL153 绿化管理 袁典 女 1988-11-12 2012-06-30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JLHGL154 绿化管理 曾依妮 女 1994-05-24 2019-06-30 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园林文化与景观规划设

计（风景园林学）

JLHGL155 绿化管理 詹敬雯 女 1991-05-13 2015-06-30 武汉大学 环境科学

JLHGL156 绿化管理 张驰 男 1993-04-30 2018-12-21 华中农业大学 林业

JLHGL157 绿化管理 张方静 女 1992-06-02 2019-07-0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JLHGL158 绿化管理 张芳 女 1992-03-30 2016-07-01 长江大学 园林

JLHGL159 绿化管理 张静 女 1992-05-28 2019-06-20 华中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学

JLHGL160 绿化管理 张丽 女 1988-02-01 2016-07-01 华中师范大学 设计学

JLHGL161 绿化管理 张曼情 女 1993-09-20 2015-06-30 荆楚理工学院 艺术设计

JLHGL162 绿化管理 张蒙 男 1992-03-16 2014-06-30 武汉工程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163 绿化管理 张明 女 1991-12-19 2018-05-25 南昌大学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JLHGL164 绿化管理 张明镜 男 1994-10-20 2015-12-3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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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HGL165 绿化管理 张文盛 女 1990-06-04 2012-06-30 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艺术设计

JLHGL166 绿化管理 张旭楠 男 1990-01-11 2015-06-20 湖南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JLHGL167 绿化管理 张轶 男 1994-12-12 2017-06-30 兰州理工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JLHGL168 绿化管理 张子璐 女 1996-12-10 2018-06-22 武汉纺织大学
艺术与设计（工艺美

术）

JLHGL169 绿化管理 张子玥 女 1995-10-08 2019-06-30 江汉大学文理学院 环境工程

JLHGL170 绿化管理 赵迪 女 1993-04-15 2016-06-20 华中农业大学 农业资源利用与推广

JLHGL171 绿化管理 赵前 男 1996-07-08 2018-07-01 武汉工程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172 绿化管理 郑超引 女 1994-01-21 2019-06-30 湖北工业大学
设计学（环境艺术设

计）

JLHGL173 绿化管理 郑婧 女 1994-10-23 2017-07-01 武汉东湖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JLHGL174 绿化管理 郑勇 男 1988-03-20 2014-06-19 南京林业大学 森林经理学

JLHGL175 绿化管理 钟玉洁 女 1994-10-11 2017-07-01 华中农业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JLHGL176 绿化管理 周俊玲 女 1993-06-04 2019-06-20 武汉纺织大学
设计学  环境艺术设计

与理论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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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HGL177 绿化管理 周璇子 女 1989-08-19 2016-06-23 华中科技大学 风景园林

JLHGL178 绿化管理 周志洋 男 1991-10-27 2014-06-30 武汉纺织大学 艺术设计

JLHGL179 绿化管理 朱历勇 男 1992-04-09 2015-06-28 华农楚天学院 园林

JLHGL180 绿化管理 邹洪芹 女 1996-03-13 2018-06-30 武汉纺织大学 环境工程

JLHGL181 绿化管理 邹鹏 男 1995-10-11 2018-06-28 福建江夏学院 艺术设计学

JLHGL182 绿化管理 左井 男 1992-02-20 2015-06-30 汉口学院 艺术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