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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增的学术学位校外合作导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51 人） 

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二级学科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姚秀萍 女 1967-10 教授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龚山陵 男 1961-10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丁明虎 男 1983-09 教授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张阳 男 1979-08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刘舸 男 1976-09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马建中 男 1964-01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张小曳 男 1963-06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张鹏 男 1970-10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梁旭东 男 1971-03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任宏利 男 1979-01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郑栋 男 1980-07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封国林 男 1964-08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郭建平 男 1978-11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高文华 男 1971-09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陈宝君 男 1972-11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王志立 男 1981-12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陈斌 男 1977-12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赵俊芳 女 1977-09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陈昊明 男 1983-06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李英 女 1968-06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张兴赢 男 1978-04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龚志强 男 1981-09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罗亚丽 女 1972-05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Wang Yuqing 男 1960-08 教授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胡秀清 男 1973-05 青年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祝从文 男 1967-03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赵凌霄 男 1977-07 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高静 男 1982-01 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崔崤峣 女 1974-08 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药学院 柳红 女 1970-04 研究员 药物化学 
药学院 丁侃 男 1966-03 研究员 药物化学 
药学院 陈凯先 男 1945-08 研究员 药物化学 
药学院 张庆文 男 1969-08 研究员 药物化学 
药学院 罗成 男 1972-10 研究员 药物化学 
药学院 吴泰志 男 1974-05 研究员 药物化学 
药学院 李建其 男 1957-09 研究员 药物化学 
药学院 周兵 男 1983-11 研究员 药物化学 
药学院 王浩 男 1967-03 研究员 药剂学 
药学院 陆伟根 男 1965-06 研究员 药剂学 
药学院 何军 男 1976-12 研究员 药剂学 
药学院 陈桂良 男 1964-11 主任药师 药物分析学 
药学院 胡海峰 男 1967-11 研究员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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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院 胡又佳 男 1970-10 研究员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药学院 陈少欣 男 1972-08 研究员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药学院 冯军 男 1971-10 研究员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药学院 赵文杰 男 1957-10 研究员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药学院 马璟 女 1963-12 研究员 药理学 
药学院 李静雅 女 1977-09 研究员 药理学 
药学院 吴蓓丽 女 1979-01 研究员 药理学 
药学院 程远国 男 1965-06 研究员 药理学 
药学院 常艳 女 1974-10 研究员 药理学 
      
      

二、新增的专业学位校外合作导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9人） 

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专业学位类别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赵凌霄 男 1977-07 研究员 电子信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高静 男 1982-01 研究员 电子信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崔崤峣 女 1974-08 研究员 电子信息 
药学院 邵泓 女 1969-03 主任药师 药学 
药学院 梁晨 女 1978-05 正高级工程师 药学 
药学院 裘鹏程 男 1979-12 研究员 药学 
药学院 邱云良 男 1978-11 研究员 药学 
药学院 秦峰 男 1976-08 主任药师 药学 
药学院 王志勇 男 1976-10 研究员 药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