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新增的学术学位校外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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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学科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崔翯 男 1972-04 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杜久林 男 1970-11 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蒲慕明 男 1948-10 正研级高工 生物医学工程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王立平 男 1982-02 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王伟 男 1966-06 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药学院 蒋华良 男 1965-01 研究员 药物化学 

药学院 宣利江 男 1967-09 研究员 药物化学 

药学院 朱维良 男 1963-04 研究员 药物化学 

药学院 吴彤 男 1967-09 研究员 生药学 

药学院 丁健 男 1953-02 研究员 药理学 

药学院 高召兵 男 1974-11 研究员 药理学 

药学院 耿美玉 女 1963-08 研究员 药理学 

药学院 李佳 男 1971-01 研究员 药理学 

药学院 刘莉 女 1967-11 研究员 药理学 

药学院 谭敏佳 男 1981-10 研究员 药理学 

药学院 谢欣 女 1973-10 研究员 药理学 

药学院 杨德华 男 1977-11 研究员 药理学 

药学院 赵强 男 1980-04 研究员 药理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霍治国 男 1965-10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李建 男 1979-06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李俊 男 1965-06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陆其峰 男 1975-04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苗世光 男 1976-11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秦大河 男 1947-01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任福民 男 1968-05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苏京志 男 1975-07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孙俊英 女 1969-02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王宏 女 1968-01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王培娟 女 1978-11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吴统文 男 1966-04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肖栋 男 1981-07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张大林 男 1952-03 教授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郑向东 男 1968-01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郑永光 男 1974-10 研究员 大气科学 

 

 

 

 

 

 



二、新增的专业学位校外合作导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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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学院 常艳 女 1974-10 研究员 药学 

药学院 陈少欣 男 1972-08 研究员 药学 

药学院 程远国 男 1965-06 研究员 药学 

药学院 程志红 男 1979-10 研究员 药学 

药学院 冯军 男 1971-10 研究员 药学 

药学院 胡海峰 男 1967-11 研究员 药学 

药学院 胡又佳 男 1970-10 研究员 药学 

药学院 李建其 男 1957-09 研究员 药学 

药学院 刘莉 女 1967-11 研究员 药学 

药学院 陆伟根 男 1965-06 研究员 药学 

药学院 倪峰 男 1979-02 研究员 药学 

药学院 唐黎明 男 1964-05 研究员 药学 

药学院 张卫东 男 1966-05 教授 药学 

药学院 朱雪焱 女 1977-02 研究员 药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