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所在单位 专业

常诚 兰州大学 动物学与细胞生物学

谌春阳 兰州大学 化学

程修文 兰州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冯虎元 兰州大学 生态学

龚东山 兰州大学 应用数学

李华 兰州大学 化学

马敏劲 兰州大学 气象学

马智慧 兰州大学 数学

宋海涛 兰州大学 数学

宋伦继 兰州大学 计算数学

孙红蕊 兰州大学 数学

王宾国 兰州大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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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裕 兰州大学 生物物理

王寅 兰州大学 有机化学

张立勋 兰州大学 动物生态学

赵序茅 兰州大学 生态学

赵忠虎 兰州大学 岩土工程

郑兵 兰州大学 计算数学

周保范 兰州大学 物理学

韩卫华 兰州大学 物理学

林和 兰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

常旭红 兰州大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李雄鹰 兰州大学 高等教育学

苏莉 兰州大学 动物学

韩俭 兰州大学 病原生物学

黄宁 兰州大学 力学



周庆国 兰州大学 物理学

魏婷 兰州大学 计算数学

蒲巧生 兰州大学 化学

孙春友 兰州大学 基础数学

范增杰 兰州大学 材料学

王育华 兰州大学 材料化学

闫德飞 兰州大学 地质学

王宾国 兰州大学 数学

宋海涛 兰州大学 数学

马智慧 兰州大学 数学

赵旭茂 兰州大学 生态学

王太军 西北师范大学 物理课程与教学论

张世虎 西北师范大学 生态学

党宝宝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马慧芳 西北师范大学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摆玉龙 西北师范大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代祖华 西北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辉 西北师范大学 计算机应用

张继 西北师范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杨鸿武 西北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齐永峰 西北师范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马满福 西北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鲁小勇 西北师范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孙坤 西北师范大学 植物学

王玉芳 西北师范大学 中外美术比较

陈幼明 西北师范大学 数学

周爱保 西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

康廷虎 西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



郑绍婷 西北师范大学 音乐教育

巩增泰 西北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张腾国 西北师范大学 植物学

杨晓宏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

蔺想红 西北师范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令利军 西北师范大学 生物技术

莫尊理 西北师范大学 材料学

颜荣芳 西北师范大学 应用数学

王颖华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心理学

王俊龙 西北师范大学 生物学

陈辉 西北师范大学 计算机应用

摆玉龙 西北师范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代祖华 西北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赵宏 兰州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彭铎 兰州理工大学 信息通信工程

张恩展 兰州理工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王向贤 兰州理工大学 物理学

王志文 兰州理工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王燕 兰州理工大学 计算机及应用

张其文 兰州理工大学 计算机及应用

张玺君 兰州理工大学 通信工程

杨萍 兰州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淑珍 兰州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郑海霞 兰州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孔秀琴 兰州理工大学 给水排水

李金平 兰州理工大学 制冷及低温工程

刘镇岐 兰州理工大学 自动化

任海伟 兰州理工大学 可再生能源与环境工程



苗森春 兰州理工大学 流体机械与工程

王毅 兰州理工大学 应用化学

王海霞 兰州理工大学 经济学

杨爱梅 兰州理工大学 分析化学

徐惠 兰州理工大学 物理化学

张力 兰州理工大学 机械设计

陈吉祥 兰州理工大学 物理化学（酶催化）

杨林 兰州理工大学 中药学

李春雷 兰州理工大学 物理化学

王晓兰 兰州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赵宏 兰州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志文 兰州理工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贡力 兰州交通大学 水利工程

张家玮 兰州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



沈瑜 兰州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邸敬 兰州交通大学 信息通信与工程

杨军 兰州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苗新法 兰州交通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苟军年 兰州交通大学
自动化、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交

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彭瑞珍 兰州交通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李启南 兰州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建丰 兰州交通大学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张春 兰州交通大学 化学

赵艳平 兰州交通大学 计算机应用

林海香 兰州交通大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赵珊鹏 兰州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牛卫中 兰州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邓桂梅 兰州交通大学 数学教育



宋青 兰州交通大学 理论物理

陈光武 兰州交通大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王思明 兰州交通大学 自动化

张友鹏 兰州交通大学 交通信息工程

高德勇 兰州交通大学 通信工程、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思明 兰州交通大学 自动化

乌兰 西北民族大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程燕 西北民族大学 医学

李小勇 西北民族大学 原子与分子物理学

刘洋 西北民族大学 应用数学

慕嘉 西北民族大学 数学

吴忠铁 西北民族大学 结构工程

魏锁成 西北民族大学 动物医学

陈轶霞 西北民族大学 预防兽医学



刘慧霞 西北民族大学 生态学

高丹丹 西北民族大学 食品生物技术

冯玉兰 西北民族大学 作物遗传育种

王明明 西北民族大学 细胞生物学

杨晶显 西北民族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刘文博 西北民族大学 信息工程

王涛 西北民族大学 信息工程

张平 西北民族大学 化学

鲜亮 西北民族大学 物理化学

张国恒 西北民族大学 凝聚态物理

祁永安 西北民族大学 自然地理学

颜春鲁 甘肃中医药大学 中医骨伤科学

张勰 甘肃中医药大学 健康管理及卫生服务

魏兴民 甘肃中医药大学 数学教育



王引权 甘肃中医药大学 中药资源学

王虎平 甘肃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

王昕 甘肃中医药大学 内科学

王晶 甘肃中医药大学 临床医学

吴玉丰 甘肃中医药大学 图书情报

张薇薇 甘肃中医药大学 医学影像学

杨国颖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张克功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马莉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运筹学与控制论

文晖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洪梓榕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党建宁 兰州财经大学 教育技术学

王馨晨 兰州财经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锡恩 兰州财经大学 分析化学



高海燕 兰州城市学院 教育技术学

丁永军 兰州城市学院 计算机应用

冯全 甘肃农业大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

海妙 甘肃政法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杨斌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计算机应用

何辉 兰州工业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徐成俊 兰州文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胡浩斌 陇东学院 化学

寇元哲 陇东学院 机械设计与制造

何炜 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 电子技术与微机应用

王亚刚 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 材料科学与工程

乔俊强 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 材料物理与化学

韩立娟 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 物理化学

刘刚 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 材料加工工程



马泓若 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 材料物理

刘叶瑞 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 建筑工程

陈作雁 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 材料加工工程

邵建宁 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生物工程

祝英 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微生物学

刘锦霞 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生物农药研发与应用

牛丽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自然地理

盖迎春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地理信息系统

刘蔚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自然地理学

唐霞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地理学

王进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微生物生态学

刘蓉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杜文涛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自然地理

舒乐乐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水资源工程 、水文预报



杨成松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自然地理学

赵文智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自然地理

崔海霞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化学

胡玥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生物工程

梁晓静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分析化学

唐志诚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化学

曾凡逵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食品科学

宗莉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地理学

王晓龙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刘全諹 甘肃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 环境工程

王星星 甘肃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生态学

刘国汉 甘肃省科学院 物理学

郑伟丽 甘肃省科学院 机械设计

何苑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区域经济



刘枭华 甘肃省科学院地质自然灾害防治研究所 地理信息系统

严玉峰 甘肃省科技发展促进中心 信息工程

郭双宏 甘肃省华亭市东华小学 教育教学

何小彪 甘肃省岷县第一中学 生物科学

李学海 白银市第一中学 物理学

杨力富 靖远县第二中学 物理学

胡广爱 景泰县第一中学 化学

陈卫东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有机化学

朱生龙 靖远县第一中学 教育教学

高淑 靖远县教育局 化学

刘荣华 陇南市第一中学 物理学

师海满 玉门市第三中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李向龙 积石山县中咀岭乡中咀岭小学 教育管理

常国旗 和政中学 化学



尤登萍 甘肃省永靖县科技馆 计算机及应用

韩晓光 金昌市第二中学 化学教育

赵明贤 金昌市第一中学 生物学教育

来希禄 嘉峪关市第四中学 物理学

杨慧玲 嘉峪关市长城路小学 美术教育

杨惠琴 泾川县第一中学 化学教育

吴慧敏 泾川县教育局 数学与应用数学

张欣华 嘉峪关市五一路小学 汉语言文学

荆孝民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教育学

许伟 凉州区武威南铁路第二小学 工艺美术

常克义 甘肃省通渭县第一中学 物理教育

石明奎 甘肃省通渭县第三中学 数学

权骞 陇西县宏伟小学 教育教学

姜学治 渭源县教师发展中心 计算机技术与应用



贾天平 渭源县教师发展中心 化学

韩刚 静宁县南关小学 信息技术

冯俊礼 甘肃省临夏中学 化学

杨国俊 甘肃省古浪县第三中学 物理学

张宏平 酒泉市东苑学校 科技教育

崔领斌 甘肃省通渭县第一中学 化学

 马少军 甘肃省临洮县第二中学 物理教育

燕兴权 庆阳第六中学 化学

曹震寰 甘肃省信息中心 计算机及应用

王保福 甘肃省工程咨询中心 农业建筑与环境工程、经济管理

王丽艳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细胞生物学

郭茜 甘肃省人民医院 临床医学

张学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临床医学

康峰 兰州市第六十二中学 物理学



雍文兴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中西医结合

颉瑞萍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中西医结合

张茁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中文

何佳蔚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美术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