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审核新增的学术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1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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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彭召昌 男 1976-08 青年研究员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古代

文学研究中心) 
石祥 男 1979-02 青年研究员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包春雷 男 1973-03 副教授 文艺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史濛辉 男 1989-05 青年副研究员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徐坤宇 女 1990-05 青年副研究员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Gaultier 

Jean 

Raymond 

Roux 

男 1984-08 青年副研究员 法语语言文学 

历史学系 胡晓丹 女 1990-01 青年副研究员 中国古代史 

历史学系 巫能昌 男 1984-11 讲师 中国古代史 

历史学系 
Lee Lydia 

（李思琪） 
女 1988-03 青年副研究员 世界史 

历史学系 孙遇洲 女 1990-08 青年副研究员 世界史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胡鹏 男 1989-06 讲师 政治学理论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Andrea 

GHISELLI 
男 1989-02 青年副研究员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王广涛 男 1986-02 青年副研究员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薛松 女 1987-11 助理研究员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朱小略 男 1987-07 青年副研究员 外交学 

数学科学学院 贺丹青 男 1988-01 青年副研究员 基础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任汝飞 男 1989-03 青年副研究员 基础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许明宇 女 1978-01 副教授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化学系 方雪恩 男 1984-01 副研究员 分析化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陈智能 男 1982-08 青年研究员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戈维峰 男 1990-01 青年副研究员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谭伟敏 男 1989-02 青年研究员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李景涛 男 1975-11 高级讲师 网络空间安全 

航空航天系 赵拥军 男 1974-10 研究员 飞行器设计 

材料科学系 崔继斋 男 1989-08 青年研究员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系 王洋 男 1987-05 青年研究员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系 赵婕 女 1990-03 青年研究员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系 孙阳庭 男 1991-04 青年副研究员 材料学 

材料科学系 褚君浩 男 1945-03 教授 物理电子学 

旅游学系 郑丹妮 女 1984-05 青年副研究员 旅游管理 

经济学院 刘志阔 男 1986-04 副教授 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院 王晓虎 男 1983-08 副教授 金融学 

生命科学学院 尤辰江 男 1988-07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王一 男 1981-10 青年副研究员 生物信息学 



生命科学学院 郑鸿翔 男 1983-11 青年副研究员 人类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胡俊韬 男 1990-02 青年研究员 生态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沈超 男 1989-07 青年研究员 通信与信息系统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静静 女 1988-03 青年副研究员 通信与信息系统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余兆武 男 1990-05 青年研究员 环境科学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丁维洋 男 1989-04 青年研究员 应用数学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常晓 女 1989-07 青年副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马宏平 男 1988-04 青年副研究员 物理电子学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丁晨阳 男 1981-11 青年研究员 计算机应用技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冷思阳 男 1990-09 青年研究员 计算机应用技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王伟 男 1982-08 青年副研究员 计算机应用技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黄然 男 1984-05 青年副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刘欣 男 1977-06 副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赵瑞玮 男 1987-07 青年副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大数据学院 陈思明 男 1989-12 青年研究员 统计学 

大数据学院 张力 男 1986-11 青年研究员 统计学 

基础医学院 陈莎莎 女 1986-02 青年研究员 免疫学 

基础医学院 魏晓丽 女 1987-06 青年研究员 药理学 

公共卫生学院 刘星 女 1985-02 副教授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药学院 李嫣 女 1983-06 副研究员 药物化学 

药学院 孙域 男 1988-10 青年研究员 药物化学 

药学院 雷祖海 男 1989-01 青年研究员 药剂学 

药学院 章旭耀 男 1990-12 青年研究员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药学院 唐至佳 女 1992-08 青年副研究员 临床药学 

放射医学研究所 陈波 男 1982-01 副研究员 放射医学 

护理学院 顾春怡 女 1982-03 副主任护师 护理学 

护理学院 黄晓燕 女 1984-03 副教授 护理学 

护理学院 吴沛霞 女 1979-08 副主任护师 护理学 

中山医院 曾晓清 女 1982-09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消化系病学） 

中山医院 陈学颖 女 1982-09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心血管病学） 

中山医院 李晨光 男 1983-03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心血管病学） 

中山医院 潘文志 男 1981-02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心血管病学） 

中山医院 秦晴 女 1983-08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心血管病学） 

中山医院 宋娜娜 女 1981-11 副研究员 内科学（肾病学） 

中山医院 王时俊 男 1979-11 副研究员 内科学（心血管病学） 

中山医院 颜红梅 女 1975-09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 

中山医院 张书宁 男 1977-12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心血管病学） 

中山医院 刘旭 男 1980-04 副主任医师 神经病学 

中山医院 陈颐 男 1972-12 副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中山医院 瞿旭东 男 1971-10 副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中山医院 孙敏敏 女 1983-07 副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中山医院 汪咏莳 女 1983-10 副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中山医院 陈巍峰 男 1979-02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中山医院 陈子贤 男 1978-12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骨外科学） 

中山医院 高晓东 男 1981-10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中山医院 何国栋 男 1977-12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中山医院 蒋伟 男 1974-10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胸心血管外科

学） 

中山医院 李全林 男 1985-01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中山医院 锁涛 男 1973-07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中山医院 徐磊 男 1982-09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泌尿外科学） 

中山医院 张磊 男 1982-07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中山医院 张勇 男 1970-11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中山医院 周少来 男 1985-05 副研究员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中山医院 陈秀萍 女 1979-10 副主任医师 眼科学 

中山医院 周正君 女 1983-12 副研究员 肿瘤学 

中山医院 方芳 女 1981-06 副主任医师 麻醉学 

中山医院 居旻杰 男 1980-11 副主任医师 麻醉学 

中山医院 梁超 男 1981-05 副主任医师 麻醉学 

中山医院 屠国伟 男 1983-03 副主任医师 麻醉学 

中山医院 顾国嵘 男 1974-03 副主任医师 急诊医学 

中山医院 王健 女 1972-02 副主任医师 全科医学 

华山医院 陈轶坚 男 1977-08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传染病学） 

华山医院 张骏 男 1978-11 副研究员 内科学（消化系病学） 

华山医院 郑建铭 男 1981-11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传染病学） 

华山医院 梁俊 男 1976-06 副主任医师 皮肤病与性病学 

华山医院 吴平 男 1980-06 副研究员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华山医院 蒋苏 男 1983-03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骨外科学） 

华山医院 鲁明 男 1982-09 副研究员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华山医院 孙笑天 男 1983-11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胸心血管外科

学） 

华山医院 孙莉敏 女 1974-11 副主任医师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肿瘤医院 尤超 女 1984-05 副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医院 智文祥 女 1981-11 副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医院 周世崇 男 1980-02 副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医院 柏乾明 男 1983-08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范蕾 女 1980-03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官青 女 1985-06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胡集祎 男 1985-01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黄丹 女 1978-10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吉顺荣 男 1985-03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解婧 女 1982-06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任玉兰 女 1979-04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王奇峰 男 1982-01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向俊 男 1982-09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徐华祥 男 1984-02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孙志荣 男 1980-05 副主任医师 麻醉学 

肿瘤医院 花永强 男 1979-12 副主任医师 中西医结合临床 

儿科医院 胡黎园 女 1983-09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宁波 男 1980-11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孙利 女 1975-09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孙淑娜 女 1978-10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王达辉 男 1978-10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王凤 女 1982-07 副研究员 儿科学 

儿科医院 杨琳 女 1978-08 副研究员 儿科学 

儿科医院 张赟健 男 1981-10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周建国 男 1984-01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朱海涛 男 1981-07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妇产科医院 陈宏亮 男 1982-10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妇产科医院 孙建 男 1974-06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妇产科医院 丛青 女 1981-11 副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丁国莲 女 1982-12 副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金丽 女 1977-10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林仙华 女 1978-10 副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刘欣梅 女 1974-06 副研究员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陆佳琦 男 1981-12 副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王松存 女 1989-03 副研究员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吴琰婷 女 1981-02 副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武欣 女 1980-04 副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辛卫娟 女 1980-06 副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孙申 男 1980-06 副主任医师 麻醉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刘卫 女 1972-09 副主任医师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邬海翔 男 1978-03 副主任医师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周旭娇 女 1984-09 副研究员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赵可庆 男 1981-09 副主任医师 耳鼻咽喉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朱奕 女 1980-11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韩园 女 1984-03 副教授 麻醉学 

金山医院 刘颂平 女 1979-06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金山医院 何岱昆 女 1978-01 副主任医师 急诊医学 

华东医院 关韶峰 男 1978-05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心血管病学） 

华东医院 韩文正 男 1984-02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心血管病学） 

华东医院 胡晓娜 女 1987-07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消化病学） 

华东医院 李绍杰 男 1982-11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华东医院 武韫 男 1982-10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胸心血管外科

学） 



华东医院 苟海昕 男 1979-04 副主任医师 中西医结合临床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丁和远 女 1978-10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覃乔静 女 1971-12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肾病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徐彬 男 1979-08 副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陈军 男 1984-10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传染病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李锋 男 1978-10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传染病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唐海成 男 1979-10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呼吸系病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黄杨卿 男 1978-04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刘敏 女 1972-11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浦东医院 沈瑶 女 1976-11 主任医师 内科学（呼吸系病学） 

浦东医院 袁心露 女 1984-01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 

浦东医院 伊庆同 男 1974-09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泌尿外科学） 

浦东医院 沙倩 女 1972-05 主任医师 眼科学 

青浦区中心医院 刘海波 男 1979-08 主任医师 内科学（心血管病学） 

青浦区中心医院 吴超民 男 1982-09 主任医师 内科学（呼吸病学） 

青浦区中心医院 陈农 男 1975-05 主任医师 外科学（骨外科学） 

青浦区中心医院 何小健 男 1978-11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骨外科学） 

青浦区中心医院 柳永蕾 女 1975-11 副研究员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闵行区中心医院 徐福林 男 1971-02 主任医师 外科学（神经外科学） 

闵行区中心医院 徐俊 男 1981-01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骨外科学） 

闵行区中心医院 叶涛 男 1978-01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陆萌萌 男 1981-04 副主任医师 口腔临床医学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杨志诚 男 1974-06 主任医师 口腔临床医学 

脑科学研究院 许智祥 男 1986-07 青年研究员 神经生物学 

微电子学院 王晨 女 1982-02 副教授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微电子学院 吴春蕾 女 1989-03 青年研究员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人类表型组研究院 杨迪 女 1989-10 青年副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人类表型组研究院 王成彦 男 1989-03 青年副研究员 生物信息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陈国兴 男 1986-03 青年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冯杰 男 1988-03 青年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郭媛媛 女 1990-08 青年副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吕少宁 男 1985-05 青年副研究员 大气科学 

 

 

二、审核新增的专业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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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何妍 女 1983-05 讲师 英语笔译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王珊 女 1989-12 讲师 英语口译 

新闻学院 李华强 男 1972-11 副教授 新闻与传播 



新闻学院 刘景芳 女 1973-06 副教授 新闻与传播 

新闻学院 郑晨予 男 1986-10 讲师 新闻与传播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陈醒 女 1993-02 讲师 公共管理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刘虹 女 1981-05 副研究员 公共管理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吴洁 女 1988-12 讲师 公共管理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杨伟兵 男 1974-11 研究员 公共管理 

数学科学学院 许明宇 女 1978-01 副教授 金融 

数学科学学院 卢文联 男 1978-06 教授 应用统计 

数学科学学院 张仑 男 1981-12 教授 应用统计 

数学科学学院 张淑芹 女 1979-01 教授 应用统计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陈智能 男 1982-08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戈维峰 男 1990-01 青年副研究员 电子信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谭伟敏 男 1989-02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凯 女 1979-05 高级工程师 电子信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赵泽宇 男 1978-12 高级工程师 电子信息 

法学院 蔡从燕 男 1972-11 教授 法律 

材料科学系 褚君浩 男 1945-03 教授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崔继斋 男 1989-08 青年研究员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刘艳颜 女 1988-03 青年研究员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刘云圻 男 1949-02 教授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秦朗 男 1990-11 青年副研究员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孙阳庭 男 1991-04 青年副研究员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王洋 男 1987-05 青年研究员 材料与化工 

高分子科学系 黄霞芸 女 1985-04 青年副研究员 材料与化工 

高分子科学系 王海涛 男 1977-04 副教授 材料与化工 

旅游学系 胡安安 男 1980-01 副教授 旅游管理 

旅游学系 张静儒 男 1990-07 青年副研究员 旅游管理 

旅游学系 郑丹妮 女 1984-05 青年副研究员 旅游管理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柴秋霞 女 1969-08 教授 文物与博物馆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董宁宁 女 1989-12 青年副研究员 文物与博物馆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杜晓帆 男 1963-04 研究员 文物与博物馆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胡耀武 男 1972-10 教授 文物与博物馆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秦小丽 女 1962-04 教授 文物与博物馆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沈岳明 男 1963-05 研究员 文物与博物馆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王辉 男 1964-11 研究员 文物与博物馆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王金华 男 1964-07 研究员 文物与博物馆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魏峻 男 1972-01 研究员 文物与博物馆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文少卿 男 1982-07 青年副研究员 文物与博物馆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郑建明 男 1971-10 研究员 文物与博物馆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郑奕 女 1983-12 副教授 文物与博物馆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施东辉 男 1971-09 研究员 工商管理 

经济学院 杜在超 男 1980-11 教授 金融 



经济学院 江嘉骏 男 1990-11 讲师 金融 

经济学院 李楠 男 1980-08 教授 金融 

经济学院 王晓虎 男 1983-08 副教授 金融 

经济学院 张力 男 1957-10 教授 金融 

经济学院 刘宇 男 1985-04 讲师 税务 

经济学院 刘志阔 男 1986-04 副教授 税务 

经济学院 楼平易 男 1990-11 讲师 保险 

管理学院 任浩瀚 男 1989-02 讲师 金融 

管理学院 李隽业 男 1976-04 教授 工商管理 

管理学院 邵翔 男 1990-01 讲师 工商管理 

生命科学学院 陈丰荣 男 1982-02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命科学学院 黄河 男 1990-06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命科学学院 王成彦 男 1989-03 青年副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命科学学院 杨迪 女 1989-10 青年副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命科学学院 叶浩彬 男 1986-05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命科学学院 殷明波 男 1981-09 副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命科学学院 张经纬 男 1986-09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命科学学院 郑鸿翔 男 1983-11 青年副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命科学学院 郑媛婷 女 1981-03 副教授 生物与医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沈超 男 1989-07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静静 女 1988-03 青年副研究员 电子信息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丁敬耘 男 1981-08 讲师 应用心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贺倩如 女 1986-04 讲师 应用心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胡湛 男 1980-08 教授 应用心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黄荣贵 男 1981-06 副教授 应用心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金海燕 男 1963-08 研究员 应用心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李淑臻 女 1978-01 讲师 应用心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李雪 女 1981-10 副教授 应用心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刘明波 男 1975-09 副教授 应用心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钱捷 女 1979-12 讲师 应用心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沈奕斐 女 1976-04 副教授 应用心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朱臻雯 女 1978-02 副教授 应用心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余兆武 男 1990-05 青年研究员 资源与环境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陈钰 女 1980-09 高级讲师 汉语国际教育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何瑾 女 1981-07 副教授 汉语国际教育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宋桔 女 1983-03 副教授 汉语国际教育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丁维洋 男 1989-04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常晓 女 1989-07 青年副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黄然 男 1984-05 青年副研究员 电子信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冷思阳 男 1990-09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马宏平 男 1988-04 青年副研究员 电子信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赵瑞玮 男 1987-07 青年副研究员 电子信息 

大数据学院 陈思明 男 1989-12 青年研究员 应用统计 

大数据学院 林学民 男 1961-10 教授  应用统计 

大数据学院 张力 男 1986-11 青年研究员 应用统计 

公共卫生学院 董瑞华 女 1988-05 青年副研究员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学院 贾英男 男 1986-09 讲师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学院 孟夏 女 1987-07 青年副研究员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学院 余勇夫 男 1986-07 青年研究员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学院 卓维海 男 1967-10 研究员 公共卫生 

药学院 孙涛 男 1986-04 副教授 药学 

护理学院 陈瑜 女 1981-09 副教授 护理 

护理学院 归纯漪 女 1981-05 副主任护师 护理 

护理学院 黄晓燕 女 1984-03 副教授 护理 

护理学院 吴沛霞 女 1979-08 副主任护师 护理 

护理学院 张晓菊 女 1981-10 副主任护师 护理 

中山医院 曾晓清 女 1982-09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中山医院 陈学颖 女 1982-09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中山医院 李晨光 男 1983-03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中山医院 潘文志 男 1981-02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中山医院 秦晴 女 1983-08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中山医院 宋元林 男 1970-05 研究员 内科学 

中山医院 颜红梅 女 1975-09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中山医院 张书宁 男 1977-12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中山医院 刘旭 男 1980-04 副主任医师 神经病学 

中山医院 陈颐 男 1972-12 副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中山医院 瞿旭东 男 1971-10 副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中山医院 孙敏敏 女 1983-07 副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中山医院 汪咏莳 女 1983-10 副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中山医院 陈巍峰 男 1979-02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陈子贤 男 1978-12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高晓东 男 1981-10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何国栋 男 1977-12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蒋伟 男 1974-10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李全林 男 1985-01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锁涛 男 1973-07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徐磊 男 1982-09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张磊 男 1982-07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张勇 男 1970-11 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陈秀萍 女 1979-10 副主任医师 眼科学 

中山医院 方芳 女 1981-06 副主任医师 麻醉学 

中山医院 居旻杰 男 1980-11 副主任医师 麻醉学 



中山医院 梁超 男 1981-05 副主任医师 麻醉学 

中山医院 屠国伟 男 1983-03 副主任医师 麻醉学 

中山医院 顾国嵘 男 1974-03 副主任医师 急诊医学 

中山医院 王健 女 1972-02 副主任医师 全科医学 

中山医院 纪元 女 1972-06 主任医师 临床病理学 

中山医院 卢韶华 女 1972-07 主任医师 临床病理学 

华山医院 陈轶坚 男 1977-08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华山医院 郑建铭 男 1981-11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华山医院 梁俊 男 1976-06 副主任医师 皮肤病与性病学 

华山医院 蒋苏 男 1983-03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华山医院 孙笑天 男 1983-11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华山医院 孙莉敏 女 1974-11 副主任医师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肿瘤医院 尤超 女 1984-05 副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医院 智文祥 女 1981-11 副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医院 周世崇 男 1980-02 副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医院 柏乾明 男 1983-08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范蕾 女 1980-03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官青 女 1985-06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胡集祎 男 1985-01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花永强 男 1979-12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黄丹 女 1978-10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吉顺荣 男 1985-03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解婧 女 1982-06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任玉兰 女 1979-04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王奇峰 男 1982-01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向俊 男 1982-09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徐华祥 男 1984-02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孙志荣 男 1980-05 副主任医师 麻醉学 

儿科医院 董瑞 男 1982-09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胡黎园 女 1983-09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宁波 男 1980-11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孙利 女 1975-09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孙淑娜 女 1978-10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王达辉 男 1978-10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张赟健 男 1981-10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周建国 男 1984-01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朱海涛 男 1981-07 副主任医师 儿科学 

妇产科医院 陈宏亮 男 1982-10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妇产科医院 孙建 男 1974-06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妇产科医院 丛青 女 1981-11 副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金丽 女 1977-10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林仙华 女 1978-10 副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陆佳琦 男 1981-12 副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吴琰婷 女 1981-02 副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武欣 女 1980-04 副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辛卫娟 女 1980-06 副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周琼洁 女 1985-06 副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孙申 男 1980-06 副主任医师 麻醉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刘卫 女 1972-09 副主任医师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邬海翔 男 1978-03 副主任医师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赵可庆 男 1981-09 副主任医师 耳鼻咽喉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朱奕 女 1980-11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韩园 女 1984-03 副教授 麻醉学 

金山医院 刘颂平 女 1979-06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金山医院 何岱昆 女 1978-01 副主任医师 急诊医学 

华东医院 关韶峰 男 1978-05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华东医院 韩文正 男 1984-02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华东医院 胡晓娜 女 1987-07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华东医院 李绍杰 男 1982-11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华东医院 武韫 男 1982-10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丁和远 女 1978-10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覃乔静 女 1971-12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徐彬 男 1979-08 副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陈军 男 1984-10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李锋 男 1978-10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唐海成 男 1979-10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黄杨卿 男 1978-04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刘敏 女 1972-11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浦东医院 沈瑶 女 1976-11 主任医师 内科学 

浦东医院 袁心露 女 1984-01 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 

浦东医院 伊庆同 男 1974-09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浦东医院 沙倩 女 1972-05 主任医师 眼科学 

青浦区中心医院 刘海波 男 1979-08 主任医师 内科学 

青浦区中心医院 吴超民 男 1982-09 主任医师 内科学 

青浦区中心医院 陈农 男 1975-05 主任医师 外科学 

青浦区中心医院 何小健 男 1978-11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闵行区中心医院 徐福林 男 1971-02 主任医师 外科学 

闵行区中心医院 徐俊 男 1981-01 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 

闵行区中心医院 叶涛 男 1978-01 副主任医师 肿瘤学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陆萌萌 男 1981-04 副主任医师 口腔医学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杨志诚 男 1974-06 主任医师 口腔医学 

微电子学院 黄伟 男 1974-06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微电子学院 王晨 女 1982-02 副教授 电子信息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陈国兴 男 1986-03 青年研究员 资源与环境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高艳红 女 1973-10 教授 资源与环境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吕少宁 男 1985-05 青年副研究员 资源与环境 

 

 

三、转专业指导学术学位硕士生导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15 人） 

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转专业名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建昆 男 1976-10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航空航天系 童崎 男 1984-09 青年研究员 飞行器设计 

航空航天系 崔升 男 1967-09 副教授 飞行器设计 

航空航天系 谢锡麟 男 1974-02 正高级讲师 飞行器设计 

航空航天系 黄骏 男 1977-12 副研究员 飞行器设计 

航空航天系 祖迎庆 男 1978-08 副研究员 飞行器设计 

航空航天系 王皓 男 1963-04 副教授 飞行器设计 

经济学院 石磊 男 1958-01 教授 政治经济学 

生命科学学院 南蓬 女 1966-01 副教授 生态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郭睿倩 女 1974-12 研究员 物理电子学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康晓洋 男 1988-03 青年副研究员 计算机应用技术 

微电子学院 马顺利 男 1988-01 青年副研究员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微电子学院 殷韵 女 1988-10 副教授 集成电路与系统设计 

华东医院 黄一沁 男 1977-02 主任医师 全科医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谢娟 女 1970-07 主任医师 全科医学 

 

 

 

四、转专业指导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3 人） 

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转专业名称 

经济学院 陆前进 男 1969-09 教授 资产评估 

管理学院 

Christine 

Xiaohong 

JIANG(蒋肖

虹) 

女 1962-07 教授 金融 

管理学院 胡瑾瑾 女 1973-03 讲师 金融 

 

 

 

五、跨专业指导学术学位硕士生导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34 人） 

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跨专业名称 

中国语言文学系 张勤 女 1976-05 副教授 民俗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薄燕 女 1975-03 教授 公共政策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蔡翠红 女 1972-04 研究员 公共政策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秦倩 女 1979-07 副教授 公共政策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唐贤兴 男 1968-03 教授 公共政策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张骥 男 1982-01 副教授 公共政策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郑宇 男 1973-01 教授 公共政策 

材料科学系 洪广伟 男 1979-04 副教授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系 贾波 男 1970-04 教授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系 唐璜 男 1973-11 副教授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系 王超 男 1982-03 副研究员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系 吴红艳 女 1981-12 副教授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系 肖倩 女 1973-02 副研究员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系 赵栋 男 1979-05 副教授 材料物理与化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Xinchun 

NIU(牛新

春) 

女 1970-05 研究员 课程与教学论 

高等教育研究所 林荣日 男 1962-12 研究员 课程与教学论 

高等教育研究所 刘凡丰 男 1972-11 研究员 课程与教学论 

高等教育研究所 陆一 女 1985-03 副研究员 课程与教学论 

高等教育研究所 丁妍 女 1970-07 副研究员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高国希 男 1964-06 教授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李会春 男 1983-06 副研究员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徐冬青 男 1967-12 副研究员 教育经济与管理 

经济学院 骆为祥 男 1982-06 副教授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生命科学学院 王玉国 男 1970-02 副教授 植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马志军 男 1972-01 教授 生态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建华 男 1965-11 副教授 光学工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木清 男 1965-10 教授 光学工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松有 男 1963-09 教授 光学工程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朱勤 男 1971-08 研究员 老年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郭有德 男 1968-10 教授 社会保障 

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 张力 男 1957-10 教授 公共政策 

公共卫生学院 陈舌 女 1974-10 研究员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中山医院 张键 男 1963-04 主任医师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妇产科医院 郑煜芳 女 1976-05 研究员 遗传学 

 

 

 

 

六、跨专业指导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69 人） 

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跨专业名称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杜宇 男 1976-10 教授 公共管理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胡春阳 女 1970-04 教授 公共管理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马忠法 男 1966-10 教授 公共管理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任远 男 1972-11 教授 公共管理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王新 男 1973-08 教授 公共管理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赵德余 男 1974-08 教授 公共管理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陈诗一 男 1970-02 教授 工商管理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陈钊 男 1973-01 教授 工商管理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王永钦 男 1973-10 教授 工商管理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许闲 男 1979-09 教授 工商管理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张宗新 男 1972-03 教授 工商管理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周思力 男 1988-08 讲师 工商管理 

经济学院 沈可 女 1983-11 教授 金融 

经济学院 张陆洋 男 1957-11 教授 税务 

经济学院 李志远 男 1979-06 教授 国际商务 

经济学院 唐东波 男 1982-11 副教授 国际商务 

经济学院 陈硕 男 1980-02 教授 保险 

经济学院 蔡晓月 女 1977-12 高级讲师 资产评估 

经济学院 牛晓健 男 1971-07 教授 资产评估 

经济学院 王桂新 男 1953-04 教授 资产评估 

经济学院 严立新 男 1963-08 副教授 资产评估 

经济学院 张伊娜 女 1980-12 副教授 资产评估 

管理学院 施海娜 女 1981-07 副教授 金融 

管理学院 
JUN ZHANG

（张骏） 
男 1966-10 教授 应用统计 

管理学院 冯天俊 男 1978-07 教授 应用统计 

管理学院 胡奇英 男 1965-07 教授 应用统计 

管理学院 许博 男 1970-03 副教授 应用统计 

管理学院 张杏 女 1980-12 讲师 应用统计 

管理学院 窦一凡 男 1985-04 副教授 国际商务 

管理学院 田林 男 1987-10 副教授 国际商务 

管理学院 肖莉 女 1980-04 副教授 国际商务 

管理学院 周易 女 1985-12 副教授 工商管理 

管理学院 

RONG 

HUANG(黄

蓉) 

女 1978-05 教授 会计 

管理学院 倪晨凯 男 1985-08 副教授 会计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育明 男 1976-05 副教授 项目管理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仇志军 男 1977-04 教授 项目管理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旦 男 1982-01 副教授 项目管理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尹建君 男 1980-09 高级讲师 项目管理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詹义强 男 1978-08 研究员 项目管理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小丽 女 1979-07 副教授 项目管理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小林 男 1973-10 副教授 项目管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吴开亚 男 1968-08 研究员 社会工作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高俊岭 男 1976-11 副教授 应用心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桂勇 男 1973-11 教授 应用心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郭有德 男 1968-10 教授 应用心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刘欣 男 1964-07 教授 应用心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骆为祥 男 1982-06 副教授 应用心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童连 女 1981-10 副教授 应用心理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徐文艳 女 1973-11 讲师 应用心理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张文强 男 1970-02 研究员 机械 

大数据学院 陈钊 男 1985-07 青年研究员 金融 

大数据学院 付彦伟 男 1986-11 青年研究员 金融 

大数据学院 傅博 男 1975-08 教授 金融 

大数据学院 高凤楠 男 1988-01 青年副研究员 金融 

大数据学院 侯燕曦 男 1987-09 副教授 金融 

大数据学院 郦旭东 男 1989-01 青年研究员 金融 

大数据学院 林晓蕾 女 1988-07 青年副研究员 金融 

大数据学院 王勤文 女 1988-01 青年副研究员 金融 

大数据学院 魏轲 男 1986-02 青年研究员 金融 

大数据学院 朱雪宁 女 1990-05 青年副研究员 金融 

大数据学院 庄吓海 男 1980-12 教授 金融 

大数据学院 江如俊 男 1989-02 副教授 应用统计 

大数据学院 王健 男 1983-11 副教授 应用统计 

大数据学院 洪流 男 1976-03 教授 国际商务 

大数据学院 黄增峰 男 1986-02 青年研究员 国际商务 

大数据学院 魏忠钰 男 1987-03 副教授 国际商务 

大数据学院 阳德青 男 1979-06 副教授 国际商务 

大数据学院 张楠 男 1987-10 青年副研究员 国际商务 

儿科医院 钱莉玲 女 1975-08 研究员 儿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