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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杰 男 1989年1月 中共党员 硕士-华中农业大学 农学硕士学位 黄冈市农业科学院 副所长 农艺师

2 王凯 男 1985年8月 中共党员 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 理学博士学位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隆平科学院副院长/隆平海外研发

总经理
副研究员

3 付生平 男 1962年2月 群众 本科-江西省中医学院 医学学士学位
江西赣药集团、江西优樟药业集团

等
董事长 无

4 陈振中 男 1989年7月 中共党员 博士-华中农业大学 农学博士学位 江西正邦作物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部长 农艺师

5 刘易科 男 1978年11月 群众 博士-华中农业大学 理学博士学位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无 副研究员

6 腾峰 男 1982年12月 中共党员 博士-华中农业大学 理学博士学位 湖北腾龙种业有限公司 首席育种家 副研究员

7 赵学观 男 1988年4月 中共党员 博士-中国农业大学 工学博士学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

究中心
无

助理研究员/
高级工程师

8 熊渠 女 1973年1月 民盟 本科-华中农业大学 无 孝感市农业科学院 正科 正高级农艺师

9 许洁婷 女 1981年12月 群众 硕士-上海交通大学 理学硕士学位 未米生物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无

10 徐得泽 男 1978年12月 中共党员 硕士-武汉大学 工程硕士学位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副所长 副研究员

11 温维亮 男 1983年5月 群众 博士-北京工业大学 工学博士学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

心
无 副研究员

12 李存军 男 1975年6月 中共党员 博士-浙江大学 农学博士学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

心
无 研究员

13 王思奎 男 1979年2月 群众 本科-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学学士学位 四川物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级农艺师

14 罗斌 男 1981年4月 中共党员 博士-北京邮电大学 工学博士学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

究中心
种业装备部主任 副研究员

15 吕亮 男 1975年7月 中共党员 硕士-武汉大学 工程硕士学位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 昆虫研究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

16 查玉平 男 1976年9月 中共党员 博士-华中农业大学 理学博士学位 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森林保护研究所副所长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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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刘三波 男 1989年3月 中共党员 硕士-华中农业大学 农业推广硕士 华润三九（黄石）药业有限公司 研发主管 农艺师

18 洪承昊 男 1982年7月 中共党员 博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农学博士学位 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无 助理研究员

19 张舒 男 1964年10月 中共党员 本科-华中农业大学 农学硕士学位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 水稻病虫害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20 邢斌 男 1983年1月 中共党员 硕士-中国农业大学 工学硕士学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

心
无 副研究员

21 郑文刚 男 1975年1月 中共党员 博士-大连理工大学 工学博士学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

究中心
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

22 于俊杰 男 1982年4月 中共党员 博士-南京农业大学 农学博士学位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研究室主任助理 副研究员

23 翟中兵 男 1969年6月 中共党员 本科-华中农业大学 无 武穴市现代农业示范中心 中心主任 高级农艺师

24 张从德 男 1968年8月 群众 本科-华中农业大学 农学学士学位
湖北省武穴市花桥镇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
负责人 正高级农艺师

25 万鹏 男 1972年8月 中共党员 博士-中国农业大学 农学硕士学位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研究员

26 李兴华 男 1989年5月 中共党员 硕士-华中农业大学 农学硕士学位 黄冈市农业科学院 无 农艺师

27 赵尔成 男 1978年4月 群众 博士-中国农业大学 农学博士学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保所 研究室主任 副研究员

28 常向前 男 1979年9月 中共党员 博士-华中农业大学 农学博士学位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 无 副研究员

29 周利琳 女 1980年5月 中共党员 硕士-华中农业大学 农学硕士学位 武汉市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研究室副主任 高级农艺师

30 冯青春 男 1987年3月 中共党员 博士-中国农业大学 工学博士学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

究中心
农业机器人实验室主任 副研究员

31 梅少华 男 1967年1月 中共党员 本科-华中农业大学 农学学士学位 武穴市农业农村局 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 推广研究员

32 杨小林 女 1971年7月 中共党员 博士－华中农业大学 农学博士学位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 无 研究员

33 何碧 女 1984年1月 预备党员 本科-长江大学 农业硕士学位 中化现代农业（湖北）有限公司 总经理 无

34 徐红梅 女 1978年1月 中共党员 硕士-南京林业大学 农学硕士学位 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无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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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夏剑萍 女 1973年11月 中共党员 本科 -北京林业大学 农学学士学位 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副所长 副研究员

36 李泽卿 男 1985年6月 中共党员 博士-华中农业大学 农学博士学位 武汉爱基百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无

37 方玉 男 1985年2月 中共党员 硕士-安徽农业大学 农学硕士学位
上海中科荃银分子育种技术有限公

司
总经理

农业技术推广
研究员

38 邓汉卿 男 1981年1月 群众 博士-华中农业大学 理学博士学位 莫纳（武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部经理 副研究员

39 张磊 男 1980年11月 群众 本科-山东财政学院 经济学学士学位 深圳冰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无

40 段丹丹 女 1984年7月 中共党员 博士-山西农业大学 农学博士学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

究中心
部门主任 高级工程师

41 王义波 男 1956年5月 中共党员 本科-河南农业大学 农学学士学位 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 北京联创董事长 研究员

42 魏友伯 男 1978年2月 中共党员 硕士-华中农业大学 农学硕士学位 上海派森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副教授

43 朱月艳 女 1982年9月 群众 硕士-云南大学 理学硕士学位 上海派森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无

44 刘艳艳 女 1989年1月 群众 硕士-华中农业大学 农学硕士学位 上海派森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技术总监 无

45 孙子奎 男 1978年8月 中共党员 硕士-中欧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上海派森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级职称

46 郝运伟 男 1967年11月 群众 硕士-吉林农业大学 农学硕士学位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部门负责人 副研究员

47 刘法新 男 1962年1月 群众 本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学学士学位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部门负责人 正高级农艺师

48 韩坤龙 男 1979年4月 群众 本科-安徽农业大学 农业推广硕士学位 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 部门负责人 高级农艺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