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 2019 年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 

岗位任职资格人员名单的通知 

复旦学位字〔2019〕2号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经 2019 年 1 月 8 日第 97 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议，并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同意批准郭丽双等 246 人的博士生指导

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具体名单公布见附件。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 

 

 

附：2019年新增及认定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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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核新增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105人） 

学科所在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二级学科名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郭丽双 女 1976-04 教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国语言文学系 高顺全 男 1965-11 教授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陈振宇 男 1968-07 教授 汉语言文字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陈靓 男 1977-06 副教授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李双志 男 1982-02 青年研究员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郑咏滟 女 1979-04 教授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蔡玉子 女 1963-04 教授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新闻学院 张大伟 男 1977-01 教授 新闻学 

新闻学院 沈国麟 男 1978-02 教授 传播学 

新闻学院 张殿元 男 1970-09 教授 广告学 

历史学系 朱溢 男 1980-04 研究员 专门史 

历史学系 邓志峰 男 1974-04 教授 专门史 

哲学学院 邵强进 男 1971-09 教授 逻辑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徐海燕 女 1975-07 研究员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邢丽菊 女 1980-12 研究员 国际关系 

数学科学学院 田学廷 男 1981-10 副教授 基础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张淑芹 女 1979-01 教授 计算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张奇 男 1979-09 教授 运筹学与控制论 

物理学系 周洋 男 1984-10 青年研究员 理论物理 

物理学系 何琼 男 1979-06 副教授 光学 

现代物理研究所 罗涛 男 1983-11 青年研究员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现代物理研究所 张斌 男 1971-11 副研究员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现代物理研究所 肖君 男 1983-06 副研究员 原子与分子物理 

化学系 张立新 男 1970-08 副研究员 无机化学 

化学系 陈雪莹 女 1980-02 副教授 物理化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周扬帆 男 1979-12 副教授 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为华 男 1974-12 教授 软件工程 

法学院 王伟 男 1970-07 教授 法律史 

法学院 李世刚 男 1977-12 教授 民商法学 

高分子科学系 彭娟 女 1979-11 教授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高分子科学系 孙雪梅 女 1986-09 副教授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高分子科学系 杨东 男 1977-06 教授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高分子科学系 张波 男 1983-10 青年研究员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经济学院 李志远 男 1979-06 教授 世界经济 

经济学院 陆前进 男 1969-09 教授 金融学 

管理学院 王有为 男 1974-12 教授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学院 戴伟辉 男 1966-06 教授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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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Xin ZHANG 

(张新) 
男 1977-07 副教授 会计学 

管理学院 倪晨凯 男 1985-08 副教授 会计学 

管理学院 郑琴琴 女 1977-01 教授 企业管理 

管理学院 罗妍 女 1983-03 副教授 财务学 

生命科学学院 罗小金 男 1974-07 研究员 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 桑庆 男 1983-01 副研究员 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 郑琰 女 1981-11 青年研究员 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 赵冰 男 1987-07 青年研究员 发育生物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雄 男 1964-11 研究员 电路与系统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赵芳 女 1971-02 教授 社会工作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李庆 男 1984-01 青年研究员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李丹 女 1982-04 副教授 环境科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段伟 男 1977-11 研究员 历史地理学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纪鹏 男 1984-11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齐立哲 男 1981-04 青年研究员 计算机应用技术 

大数据学院 付彦伟 男 1986-11 青年研究员 统计学 

大数据学院 黄增峰 男 1986-02 青年研究员 统计学 

大数据学院 魏轲 男 1986-02 青年研究员 统计学 

微电子学院 俞军 男 1968-03 正高级工程师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微电子学院 杨帆 男 1982-07 教授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袁海心 男 1980-08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徐薇 女 1983-07 副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周峰 男 1978-05 研究员 医学系统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魏园园 女 1982-01 青年研究员 免疫学 

基础医学院 王菲菲 女 1982-07 教授 药理学 

公共卫生学院 秦国友 男 1979-10 教授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公共卫生学院 付朝伟 男 1973-03 教授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公共卫生学院 苗茂华 女 1977-09 研究员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药学院 李嫣 女 1981-12 教授 药物分析学 

中山医院 崔兆强 男 1964-11 研究员 内科学（心血管病） 

中山医院 樊冰 男 1960-02 主任医师 内科学（心血管病） 

中山医院 邵长周 男 1969-10 主任医师 内科学（呼吸系病） 

中山医院 张静 女 1977-04 主任医师 内科学（呼吸系病） 

中山医院 陆志强 男 1963-09 主任医师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中山医院 丁晶 女 1973-10 主任医师 神经病学 

中山医院 程登峰 男 1979-10 研究员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中山医院 饶圣祥 男 1976-05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中山医院 董智慧 男 1973-11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外） 

中山医院 史振宇 男 1972-12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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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医院 秦净 男 1965-12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外） 

中山医院 王晓颖 男 1970-07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外） 

中山医院 顾建英 女 1969-08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外） 

中山医院 尹俊 男 1979-12 研究员 外科学（胸心外） 

中山医院 江孙芳 女 1970-12 主任医师 全科医学 

华山医院 陈波斌 男 1968-06 主任医师 内科学（血液病） 

华山医院 顾静文 女 1963-07 主任医师 内科学（血液病） 

华山医院 王宣春 男 1974-04 研究员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华山医院 付建辉 男 1971-08 主任医师 神经病学 

华山医院 赵重波 男 1974-04 主任医师 神经病学 

华山医院 张晓龙 男 1967-10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华山医院 张家文 男 1971-10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华山医院 李骥 男 1978-04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外） 

华山医院 陈亮 男 1976-12 主任医师 外科学（神外） 

肿瘤医院 卢仁泉 男 1975-12 主任技师 临床检验诊断学 

肿瘤医院 严望军 男 1970-11 主任医师 外科学（骨外） 

肿瘤医院 孙艺华 男 1976-10 主任医师 外科学（胸心外） 

儿科医院 陈功 男 1973-08 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王来栓 男 1974-05 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张晓波 女 1973-12 主任医师 儿科学 

妇产科医院 康玉 女 1974-05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易晓芳 女 1973-12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蒋永祥 男 1971-05 主任医师 眼科学 

护理学院 万宏伟 女 1967-08 主任护师 护理学 

华东医院 阮清伟 男 1965-10 主任医师 老年医学 

华东医院 程群 女 1969-11 主任医师 老年医学 

华东医院 郑向鹏 男 1976-09 主任医师 肿瘤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张永振 男 1965-01 研究员 医学系统生物学 

脑科学研究院 顾宇 男 1985-02 青年研究员 神经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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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进人才认定备案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61人） 

学科所在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二级学科名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红凛 男 1969-06 教授 党的建设 

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建华 男 1947-07 教授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毕玉德 男 1967-11 教授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新闻学院 米博华 男 1953-07 教授 新闻学 

历史学系 吴玉贵 男 1957-11 教授 专门史 

历史学系 陈晓伟 男 1983-08 青年研究员 中国古代史 

历史学系 刘永华 男 1970-01 教授 中国古代史 

哲学学院 何俊 男 1963-08 教授 中国哲学 

哲学学院 陈亚军 男 1960-11 教授 外国哲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贺东航 男 1967-06 教授 政治学理论 

物理学系 陶镇生 男 1982-11 研究员 光学 

现代物理研究所 陈京 男 1969-10 研究员 原子与分子物理 

化学系 张颖 男 1982-04 青年研究员 物理化学 

材料科学系 李卓 女 1985-03 青年研究员 材料学 

高分子科学系 聂志鸿 男 1979-12 教授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秦小丽 女 1962-04 教授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沈岳明 男 1963-05 研究员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王辉 男 1964-11 研究员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郑建明 男 1971-10 研究员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管理学院 王小林 男 1969-11 教授 产业经济学 

管理学院 洪流 男 1976-03 教授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院 
Christine 

Xiaohong 

JIANG(蒋肖虹) 
女 1962-07 教授 财务学 

生命科学学院 樊少华 男 1981-10 青年研究员 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 李晋 男 1984-10 青年研究员 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 刘凌峰 男 1979-11 青年研究员 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 王纲 男 1966-06 教授 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 Michael Levitt 男 1947-05 教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李蓬 女 1965-10 教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马剑鹏 男 1964-11 教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王恒彬 男 1969-12 教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王红阳 女 1952-01 教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贺强 男 1985-05 研究员 生态学 

生命科学学院 Yin YAO(姚音) 女 1963-11 教授 生物统计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Junpeng 

GUO(郭军鹏) 
男 1963-10 教授 光学工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熊诗圣 男 1977-02 研究员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邹卓 男 1982-07 青年研究员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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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Alfred 

Wiedensohler 
男 1955-04 教授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陈颖军 男 1971-10 教授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王戎 男 1987-02 青年研究员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王梓萌 男 1986-06 研究员 环境科学 

上海数学中心 江智 男 1984-11 副教授 基础数学 

上海数学中心 李志远 男 1983-07 副教授 基础数学 

上海数学中心 王国祯 男 1985-11 青年研究员 基础数学 

上海数学中心 吴河辉 男 1980-05 青年研究员 基础数学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徐鉴 男 1961-12 教授 流体力学 

大数据学院 张潼 男 1971-05 教授 统计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游庆龙 男 1980-10 教授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赵德峰 男 1982-11 青年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吴其冈 男 1966-03 教授 环境科学 

基础医学院 纵微星 男 1967-06 教授 遗传学 

基础医学院 刘浥 男 1974-05 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王乔 男 1983-09 青年研究员 病原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张荣 男 1983-08 青年研究员 病原生物学 

中山医院 黄齐洪 男 1968-02 研究员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宋少莉 女 1972-05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黄海 男 1977-11 研究员 耳鼻咽喉科学 

华东医院 曲新凯 男 1972-07 主任医师 内科学（心血管病） 

生物医学研究院 丰伟军 男 1978-10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罗敏 女 1977-10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施奇惠 男 1980-10 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脑科学研究院 江燕 女 1978-06 研究员 神经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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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专业认定备案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48人） 

学科所在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二级学科名称 审核类别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拥军 男 1967-04 教授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转专业 

哲学学院 张庆熊 男 1950-12 教授 外国哲学 转专业 

哲学学院 潘公凯 男 1947-01 教授 美学 转专业 

哲学学院 沈建平 男 1965-09 教授 美学 转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危辉 男 1971-11 教授 数据科学 转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顾宁 男 1955-10 教授 软件工程 转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亮 男 1963-04 教授 软件工程 转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朱扬勇 男 1963-10 教授 软件工程 转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阚海斌 男 1971-09 教授 网络空间安全 转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吕智慧 男 1975-07 副教授 网络空间安全 转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钱振兴 男 1981-02 教授 网络空间安全 转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吴杰 男 1973-11 研究员 网络空间安全 转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杨珉 男 1979-01 教授 网络空间安全 转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新鹏 男 1975-09 教授 网络空间安全 转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章忠志 男 1974-08 副研究员 网络空间安全 转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赵运磊 男 1974-11 教授 网络空间安全 转专业 

经济学院 杜莉 女 1972-05 教授 财政学 转专业 

管理学院 胡建强 男 1963-08 教授 商务人工智能 转专业 

管理学院 胡奇英 男 1965-07 教授 商务人工智能 转专业 

管理学院 徐以汎 男 1957-11 教授 商务人工智能 转专业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良尧 男 1950-11 教授 光学 转专业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姚大力 男 1949-11 教授 历史地理学 转专业 

微电子学院 韩军 男 1977-12 研究员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转专业 

微电子学院 姜培 男 1976-03 教授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转专业 

微电子学院 来金梅 女 1965-03 研究员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转专业 

微电子学院 李巍 女 1965-07 研究员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转专业 

微电子学院 林殷茵 女 1970-08 教授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转专业 

微电子学院 闵昊 男 1965-07 教授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转专业 

微电子学院 任俊彦 男 1960-10 教授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转专业 

微电子学院 史传进 男 1964-11 教授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转专业 

微电子学院 唐长文 男 1977-03 教授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转专业 

微电子学院 王俊宇 男 1973-08 教授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转专业 

微电子学院 王伶俐 男 1971-09 教授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转专业 

微电子学院 吴昌 男 1966-04 研究员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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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子学院 徐鸿涛 男 1977-06 研究员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转专业 

微电子学院 曾晓洋 男 1972-04 教授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转专业 

微电子学院 曾璇 女 1969-04 教授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转专业 

微电子学院 周电 男 1956-06 教授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转专业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Joshua 
Xiouhua 

FU(付秀华) 
男 1966-01 教授 大气科学 转专业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成天涛 男 1974-02 教授 大气科学 转专业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穆穆 男 1954-08 教授 大气科学 转专业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王桂华 男 1973-10 研究员 大气科学 转专业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温之平 男 1963-10 教授 大气科学 转专业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吴其冈 男 1966-03 教授 大气科学 转专业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吴志伟 男 1971-09 教授 大气科学 转专业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武炳义 男 1964-08 教授 大气科学 转专业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张人禾 男 1962-07 教授 大气科学 转专业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张义军 男 1963-11 教授 大气科学 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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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核认定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32人） 

学科所在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二级学科名称 审核类别 

哲学学院 张汝伦 男 1953-05 教授 外国哲学 跨专业 

哲学学院 汪行福 男 1962-10 教授 外国哲学 跨专业 

哲学学院 孙向晨 男 1968-01 教授 美学 跨专业 

哲学学院 冯平 男 1956-10 教授 伦理学 跨专业 

哲学学院 郑召利 男 1960-12 教授 经济哲学 跨专业 

哲学学院 徐英瑾 男 1978-04 教授 科学技术哲学 跨专业 

哲学学院 白彤东 男 1970-06 教授 比较哲学 跨专业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高兰 女 1968-08 研究员 国际关系 原博导认定 

马克思主义学院 邹诗鹏 男 1965-10 教授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跨专业 

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文 男 1966-02 教授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跨专业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孟捷 男 1967-03 教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跨专业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学明 男 1947-03 教授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跨专业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双利 女 1973-11 教授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跨专业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凤才 男 1963-04 研究员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跨专业 

微电子学院 张增星 男 1980-02 教授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原博导认定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杨新 男 1968-02 教授 大气科学 跨专业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陈建民 男 1964-03 教授 大气科学 跨专业 

大数据学院 洪流 男 1976-03 教授 统计学 跨专业 

微电子学院 梅永丰 男 1976-03 教授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跨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王新 男 1973-08 教授 计算机系统结构 跨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汪卫 男 1970-04 教授 数据科学 跨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王鹏 男 1979-08 副教授 数据科学 跨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肖仰华 男 1980-09 教授 数据科学 跨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熊贇 女 1980-08 教授 数据科学 跨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彦春 男 1958-02 教授 数据科学 跨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邬江兴 男 1953-09 教授 网络空间安全 跨专业 

航空航天系 丁光宏 男 1963-07 教授 生物力学 跨专业 

航空航天系 姚伟 女 1973-03 教授 生物力学 跨专业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耿道颖 女 1962-08 教授 生物医学工程 跨专业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马昕 男 1968-10 教授 生物医学工程 跨专业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毛颖 男 1967-08 教授 生物医学工程 跨专业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

术研究院 
于玉国 男 1973-10 教授 生物医学工程 跨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