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2016届毕业生就业信息

姓名 单位名称 姓名 单位名称 姓名 单位名称

杨永强 中国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张彤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罗斌伟 深圳市瑞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王美君 中国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李爱军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路晓荣 深圳市瑞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吕亚楠 南京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伏胜鹏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谢军杰 深圳市瑞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贾存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康文兵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王玉凤 潍坊高新区小伙伴宠物医院

路琪中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汪金霞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王志霞 潍坊高新区小伙伴宠物医院

王小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郑潮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杨慧慧 江苏省无锡市乐派宠物医院

石晓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魏媛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夏伟俊 宝贝宠物医院

赵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晏忠德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朱永红 吉林来福动物医院

马晓菲 华中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杨虎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钟舒禹 烟台宠物之家

王福男 华中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杨林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周子筠 诺瑞宠物医院

冉迪 扬州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陈鹏翔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向金武 宁济宠物医院

陈芸芸 扬州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周福来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罗信德 雁滩宠物医院

何丽红 扬州大学读硕士研究生 侯明明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施鹏程 点伊诺动物诊所

董彦强 四川农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 徐想玉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赵映红 恒康宠物诊所

莫亚霞 四川农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 苏煜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王文莉 福安来宠物诊所

王昱茜 四川农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 金宝围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王亭亭 甘肃农业大学动物医院

杨静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 曹泰峰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靳润丽 派多格宠物医院

梁盼红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 蒙昊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丁飒 新疆兵团农八师人事局

朱国强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 马佳龙 乌鲁木齐正大畜牧有限公司 李富江 兰州市南北两山环境绿化工程指挥部

王文青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 王锦 乌鲁木齐正大畜牧有限公司 彭倩 兰州金麒麟动物医疗中心

张婷娟 西南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武亮庆 乌鲁木齐正大畜牧有限公司 杨娟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神树项目部

郭爱民 新疆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张彦龙 乌鲁木齐正大畜牧有限公司 冯芸 天水市陇城畜牧兽医站

李冉 内蒙古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李宝龙 乌鲁木齐正大畜牧有限公司 李能伟 中国共产党日喀则市教育局委员会

郭伟强 内蒙古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高许强 乌鲁木齐正大畜牧有限公司 朱瑞瑞 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邹胜南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丁小莉 陕西正大有限公司 周楠 西藏那曲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刘雷雷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谢军军 陕西正大有限公司 冯云龙 西藏那曲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郭俊辉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强鼎安 陕西正大有限公司 王力 庆阳市动物疫控中心

王媛媛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路小鹏 陕西正大有限公司 梁鑫鹏 兰州兽医研究所

沈岩尔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白雪峰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巴文斌 兰州兽医研究所

魏春霞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王庆清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进红 兰州兽医研究所

曲志强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曾多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孙志斌 大学生村官

龚美娇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黄书宇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国正 大学生村官

张同享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刘玉杰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崔文博 三支一扶

何建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王万里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德玲 兰州市西固区三支一扶

蒋保余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常黎明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博宁 西部计划

杨红霞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赵利新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周伟 自主择业

王雯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郑彦阳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柴旭青 自主择业

成旭东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展宝宏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魏德陇 自主择业

朱辰飞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白雪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柴万通 自主择业

连拯民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金佑儒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奶事业部何融泽 自主择业

张广林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妥正 临夏丰源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颜东辉 自主择业

张博 甘肃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宋心语甘肃船说众创空间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窦晓敏 自主择业

赵欣 university of leeds(出国) 张芳芳 杨凌本香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刘嘉奇 自主择业

陈艳红 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建伟 宁夏佳友饲料有限公司 白文娟 自主择业

侯晓燕 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彦军 宁夏海山隆饲料有限公司 柳海云 自主择业

左胜利 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宁 中国太平人寿保险公司 王由森 自主择业

漆光生 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龙 浙江诺倍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赵国春 自主择业

潘彦雄 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正林 中国太平人寿保险公司 马成鹏 自主择业

王志伟 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赵要 安宁佳印印务中心 牟艳敏 自主择业

周生斌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叶毓阔 静宁博裕通养殖场 李耀 自主择业

张志玲 兰州正大有限公司 谭开玉 深圳市瑞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