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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 2020—2021 年度优秀审稿人的决定 

 

近年来，在广大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持续健康发展，学术影响力稳步提升。2020年 1月—2021年 12月共

有 720多位专家参与本刊同行评议工作，为期刊学术质量的提高作出

重要贡献。根据审稿篇数、次数、时长等指标，结合审稿意见的内容

质量，经编辑部遴选和编委会评审，共评选出“2020—2021 年度优

秀审稿人”86名（名单附后），将在第四届全国农业资源与生态论坛

上颁发荣誉证书。 

在此，向所有审稿人致以诚挚的感谢，希望广大专家学者一如既

往地关心、支持本刊！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编辑部 

2022年 10月 18日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2020—2021 年度优秀审稿人 

（按姓名拼音排序） 

 

序号 姓  名 单  位 

1 毕如田 山西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2 蔡延江 浙江农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3 陈宏伟 沈阳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4 程  琨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5 窦  森 吉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6 杜茎深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 

7 冯  喆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 

8 傅志强 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 

9 高江波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0 高  阳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 

11 龚建周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12 郭治兴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 

13 侯振安 石河子大学农学院 

14 黄治平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15 姜广辉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16 金  贵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17 柯新利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8 寇长林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19 李伯华 衡阳师范学院城市与旅游学院 

20 李布青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工程研究所 

21 李朝阳 吉首大学生物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22 李大明 江西省红壤研究所 

23 李  娜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4 李永梅 云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25 李子富 北京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26 梁  斌 青岛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27 梁东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28 林  晨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29 刘红恩 河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30 刘洪彬 沈阳农业大学土地与环境学院 

31 刘世梁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32 刘宪斌 天津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33 罗良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34 罗兴章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35 吕学斌 天津大学环境学院 

36 彭  建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37 乔家君 河南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38 乔陆印 山西大学城乡发展研究中心 

39 秦鱼生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40 璩路路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41 任丽轩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42 沈重阳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 

43 孙才志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44 孙焱鑫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研究所 

45 谭德水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46 谭志雄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47 田向荣 吉首大学生物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48 田志会 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 

49 涂仕华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50 王  斌 新疆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农业节水研究所 

51 王  昶 天津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52 王海候 江苏太湖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53 王艳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用气象学院 

54 王永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55 王兆林 重庆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56 许恒周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57 薛选登 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58 阎百兴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59 杨  刚 四川农业大学环境学院 



60 杨世琦 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61 杨树果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62 姚  青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 

63 于  欢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64 余光辉 天津大学地球系统科学学院 

65 张佰林 天津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66 张  迪 东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67 张广娜 临沂大学水土保持与环境保育研究所 

68 张  军 桂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69 张俊华 河南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70 张  伟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71 张翔凌 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72 张新厚 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 

73 张学军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74 张艳军 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75 张一平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76 张永春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77 张玉树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78 赵筱青 云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79 郑纪勇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

研究所 

80 支苏丽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81 钟太洋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82 朱治强 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 

83 诸葛玉平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84 祝贞科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85 庄恒扬 扬州大学农学院 

86 邹晓霞 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