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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核新增的学术学位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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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谌中和 男 1966-02 教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华初 男 1969-10 教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东辉 男 1976-04 教授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鸿召 男 1965-01 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户晓坤 女 1981-07 教授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夏巍 女 1977-04 教授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薛小荣 男 1977-04 副教授 党的建设 

中国语言文学系 广濑薰雄 男 1975-10 研究员 汉语言文字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盛益民 男 1985-12 副教授 汉语言文字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陶寰 男 1968-10 教授 汉语言文字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侯体健 男 1982-11 教授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金理 男 1981-01 教授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罗剑波 男 1979-05 编审 中国文学批评史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袁莉 女 1970-07 教授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新闻学院 马凌 女 1969-03 教授 新闻学 

新闻学院 窦锋昌 男 1972-12 教授 新闻学 

新闻学院 白红义 男 1978-10 教授 新闻学 

新闻学院 邓建国 男 1974-11 教授 传播学 

新闻学院 潘霁 男 1979-12 教授 传播学 

历史学系 张佳佳 男 1981-01 研究员 专门史 

历史学系 黄敬斌 男 1975-01 教授 中国古代史 

历史学系 仇鹿鸣 男 1981-11 教授 中国古代史 

历史学系 林志鹏 男 1972-02 教授 中国古代史 

历史学系 马建标 男 1979-09 教授 中国近现代史 

历史学系 戴海斌 男 1978-03 教授 中国近现代史 

历史学系 欧阳晓莉 女 1977-06 教授 世界史 

哲学学院 吴猛 男 1975-10 教授 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学院 孙斌 男 1974-05 教授 美学 

哲学学院 Eberhard Guhe 男 1965-01 教授 宗教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孙国东 男 1979-12 研究员 政治学理论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李辉 男 1981-09 教授 中外政治制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郑继永 男 1973-04 研究员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朱杰进 男 1979-09 副教授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林民旺 男 1979-09 研究员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郑磊 男 1974-06 教授 行政管理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张平 男 1984-08 副教授 公共政策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赵剑治 男 1983-11 副教授 公共政策 

数学科学学院 黄耿耿 男 1986-11 副教授 基础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石磊 男 1982-01 教授 应用数学 

物理学系 郭杭闻 男 1985-08 青年研究员 凝聚态物理 

物理学系 张成 男 1993-10 青年研究员 凝聚态物理 

现代物理研究所 李增花 女 1978-11 副教授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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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理研究所 严力 男 1980-09 青年研究员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现代物理研究所 张松 男 1978-03 研究员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现代物理研究所 姚科 男 1981-07 副研究员 原子与分子物理 

化学系 王冠军 男 1976-06 副教授 物理化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赵进 男 1979-08 副教授 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陈阳 男 1981-10 副教授 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卢暾 男 1977-08 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陈碧欢 男 1986-11 副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谧 女 1980-02 副教授 网络空间安全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金玲飞 女 1986-12 副教授 网络空间安全 

法学院 杜仪方 女 1982-11 教授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法学院 高凌云 女 1968-06 教授 国际法学 

航空航天系 童崎 男 1984-09 青年研究员 生物力学 

航空航天系 宋振华 男 1982-06 青年研究员 生物力学 

材料科学系 王珺 男 1972-04 教授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系 宋云 女 1984-04 副教授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系 郭艳辉 男 1981-02 副教授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系 夏广林 男 1985-10 青年研究员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系 王飞 男 1987-12 青年研究员 材料物理与化学 

高分子科学系 李剑锋 男 1980-09 教授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高等教育研究所 陆一 女 1985-03 副研究员 教育经济与管理 

旅游学系 沈涵 女 1976-07 教授 旅游管理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王荣 男 1980-02 副教授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郑奕 女 1983-12 副教授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经济学院 李丹 女 1979-10 教授 经济史 

经济学院 李楠 男 1980-08 教授 经济史 

经济学院 孙琳 女 1973-08 教授 财政学 

经济学院 周光友 男 1971-04 教授 金融学 

经济学院 沈红波 男 1979-11 教授 金融学 

经济学院 许闲 男 1979-09 教授 金融学 

管理学院 肖志国 男 1977-06 教授 统计学 

管理学院 郁文 男 1982-05 教授 统计学 

管理学院 沈娟 女 1987-04 副教授 统计学 

管理学院 窦一凡 男 1985-04 副教授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院 田林 男 1987-10 副教授 物流与运营管理 

管理学院 马胜辉 男 1986-11 副教授 企业管理 

管理学院 李绪红 女 1970-05 教授 东方管理学 

生命科学学院 张永振 男 1965-01 教授 微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张鹭 女 1970-11 副教授 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 王陈继 男 1981-08 副研究员 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 陈兴栋 男 1983-11 青年研究员 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 俞瑜 女 1978-09 副教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刘新华 女 1973-06 副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洪尚宇 男 1979-09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丁澦 男 1978-04 副教授 生物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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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 张梦翰 男 1987-02 青年研究员 人类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潘晓云 男 1969-04 副教授 生态学 

生命科学学院 刘佳佳 男 1986-02 青年研究员 生态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树林 男 1980-07 研究员 光学工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解凤贤 女 1983-03 青年研究员 物理电子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海鹏 男 1979-08 教授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国敏 男 1979-05 教授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语茂 男 1982-05 研究员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许凯亮 男 1985-03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沈可 女 1983-11 教授 人口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王燕 女 1972-10 教授 社会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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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虹霖 女 1978-02 教授 社会工作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邓丛蕊 女 1965-08 教授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孔令东 男 1968-01 副教授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刘思秀 女 1975-05 副教授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张艳 女 1979-09 教授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谢玉静 女 1981-03 副教授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王珊珊 女 1985-09 副教授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王丽娜 女 1979-03 青年研究员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王笑非 男 1986-08 青年研究员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张仁熙 男 1972-09 正高级工程师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代瑞华 女 1976-09 副教授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刘平养 男 1981-02 副教授 环境管理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路伟东 男 1974-04 研究员 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费杰 男 1978-08 研究员 历史地理学 

上海数学中心 杜恺 男 1984-11 青年研究员 运筹学与控制论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罗强 男 1981-12 副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王鹤 男 1979-10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贾天野 男 1984-11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肖晓 女 1984-10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程炜 男 1988-07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Deniz Mihaylov 

Vatansever 
男 1988-05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戴奇 男 1983-04 研究员 物理电子学 

代谢与整合生物学研究院 汪凌波 男 1988-03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大数据学院 魏忠钰 男 1987-03 副教授 统计学 

大数据学院 王健 男 1983-11 副教授 统计学 

大数据学院 江如俊 男 1989-02 副教授 统计学 

大数据学院 侯燕曦 男 1987-09 副教授 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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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学院 陈钊 男 1985-07 青年研究员 统计学 

大数据学院 郦旭东 男 1989-01 青年研究员 统计学 

基础医学院 任士芳 女 1981-01 教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刘琼 女 1978-02 教授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基础医学院 张伟娟 女 1978-11 教授 免疫学 

基础医学院 吴慧娟 女 1979-08 副教授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基础医学院 王宇翔 男 1982-08 青年研究员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基础医学院 冯异 女 1976-10 副教授 中西医结合基础 

基础医学院 刘星 女 1978-10 教授 药理学 

公共卫生学院 周艺彪 男 1970-03 教授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公共卫生学院 张铁军 男 1974-11 教授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公共卫生学院 赵卓慧 女 1980-04 教授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公共卫生学院 陈波 男 1978-02 教授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公共卫生学院 金春林 男 1967-03 研究员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药学院 陈瑛 女 1971-03 教授 药物化学 

药学院 周璐 男 1980-06 教授 药物化学 

药学院 古险峰 女 1975-11 教授 药物化学 

药学院 熊娟 女 1982-11 副教授 药物化学 

药学院 戚建平 男 1983-02 副教授 药剂学 

药学院 卢燕 女 1979-04 副教授 生药学 

药学院 曾湖烈 女 1975-06 青年研究员 药物分析学 

药学院 叶丽 女 1970-03 副教授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药学院 娄艳茹 女 1973-06 研究员 临床药学 

中山医院 张峰 男 1977-05 主任医师 内科学（心血管病学） 

中山医院 龚惠 女 1975-06 研究员 内科学（心血管病学） 

中山医院 杨冬 女 1972-01 主任医师 内科学（呼吸系病学） 

中山医院 凌雁 女 1977-10 主任医师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 

中山医院 周建军 男 1966-02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中山医院 王征 男 1974-10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中山医院 施国明 男 1972-10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中山医院 陈雁西 男 1975-11 教授 外科学（骨外科学） 

中山医院 丁建勇 男 1977-06 主任医师 外科学（胸心血管外科学） 

中山医院 刘素英 女 1965-12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中山医院 陈荣新 男 1976-04 主任医师 肿瘤学 

中山医院 罗哲 男 1975-11 主任医师 麻醉学 

中山医院 钟鸣 男 1978-06 主任医师 麻醉学 

华山医院 杨叶虹 女 1975-01 主任医师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 

华山医院 张朝云 女 1975-01 主任医师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 

华山医院 鹿斌 男 1978-08 主任医师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 

华山医院 邵凌云 女 1975-10 主任医师 内科学（传染病学） 

华山医院 徐晓刚 男 1969-04 主任医师 内科学（传染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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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医院 吴洵昳 女 1976-12 主任医师 神经病学 

华山医院 胡付品 男 1975-07 研究员 临床检验诊断学 

华山医院 张弢 女 1973-08 研究员 临床检验诊断学 

华山医院 姚琪远 男 1963-11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华山医院 马晓生 男 1972-06 主任医师 外科学（骨外科学） 

华山医院 张宇燕 女 1973-03 主任医师 眼科学 

肿瘤医院 童彤 女 1980-10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医院 王宇 男 1974-11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胡伟刚 男 1981-01 研究员 肿瘤学 

肿瘤医院 朱正飞 男 1976-07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王玉龙 男 1981-06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刘亮 男 1975-12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胡欣 男 1979-04 研究员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徐大志 男 1976-10 主任医师 肿瘤学 

儿科医院 孙金峤 男 1977-11 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李强 男 1974-10 研究员 儿科学 

儿科医院 沈淳 女 1974-05 主任医师 儿科学 

妇产科医院 李桂玲 女 1970-05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姜伟 男 1977-11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高蜀君 女 1974-10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李明清 女 1981-10 研究员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汤静 女 1979-10 主任药师 临床药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王晓瑛 女 1974-08 主任医师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孔祥梅 女 1978-01 主任医师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陈玲 女 1976-05 主任医师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颜标 男 1982-06 研究员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王璟 女 1974-05 主任医师 耳鼻咽喉科学 

华东医院 张艳梅 女 1976-01 研究员 临床检验诊断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徐迎佳 女 1971-06 主任医师 内科学（心血管病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洪洋 男 1971-07 主任医师 外科学（骨外科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汪进 男 1970-06 研究员 免疫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张小楠 男 1980-05 研究员 病原生物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章树业 男 1979-07 副研究员 病原生物学 

闵行区中心医院 冯莉 女 1966-07 主任医师 内科学（消化系病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胡晋川 男 1983-02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张莹 女 1983-08 研究员 医学系统生物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赵莹珺 女 1980-05 副研究员 医学系统生物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梁琳慧 女 1980-01 副研究员 医学系统生物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商珞然 女 1992-09 青年研究员 医学系统生物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陈飞 男 1987-03 青年研究员 医学系统生物学 

脑科学研究院 韩清见 男 1981-05 青年研究员 神经生物学 

微电子学院 叶凡 男 1978-06 副研究员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学院 闫娜 女 1979-05 教授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学院 范益波 男 1981-01 教授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学院 陈琳 男 1986-02 教授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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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子学院 刘文军 男 1979-02 青年研究员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学院 朱颢 男 1985-10 青年研究员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陈长霖 男 1982-09 青年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孙丙强 男 1984-10 青年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占瑞芬 女 1979-08 研究员 大气科学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袁嘉灿 女 1984-09 青年研究员 大气科学 
      
      

二、审核新增的专业学位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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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系 施章杰 男 1974-07 教授 生物与医药 

化学系 张俊良 男 1974-12 教授 生物与医药 

化学系 刘智攀 男 1976-05 教授 材料与化工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赵进 男 1979-08 副教授 电子信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陈阳 男 1981-10 副教授 电子信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吴俊 男 1971-07 教授 电子信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卢暾 男 1977-08 教授 电子信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陈碧欢 男 1986-11 副教授 电子信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尚笠 男 1974-01 教授 电子信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谧 女 1980-02 副教授 电子信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金玲飞 女 1986-12 副教授 电子信息 

航空航天系 赵拥军 男 1974-10 研究员 电子信息 

航空航天系 童崎 男 1984-09 青年研究员 材料与化工 

航空航天系 费成巍 男 1983-03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材料科学系 王珺 男 1972-04 教授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宋云 女 1984-04 副教授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郭艳辉 男 1981-02 副教授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夏广林 男 1985-10 青年研究员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步文博 男 1973-10 教授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王飞 男 1987-12 青年研究员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陈萌 男 1968-02 副教授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肖倩 女 1973-02 副研究员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陆雪峰 男 1986-12 青年研究员 材料与化工 

生命科学学院 张鹭 女 1970-11 副教授 生物与医药 

生命科学学院 陈兴栋 男 1983-11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命科学学院 周兆才 男 1976-08 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命科学学院 洪尚宇 男 1979-09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树林 男 1980-07 研究员 电子信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解凤贤 女 1983-03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Ye LU(陆叶) 男 1984-05 研究员 电子信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Xiao LIU(刘骁) 男 1981-10 教授 电子信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海鹏 男 1979-08 教授 电子信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国敏 男 1979-05 教授 电子信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语茂 男 1982-05 研究员 电子信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许凯亮 男 1985-03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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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王寿兵 男 1970-12 教授 生物与医药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邓丛蕊 女 1965-08 教授 材料与化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孔令东 男 1968-01 副教授 材料与化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刘思秀 女 1975-05 副教授 生物与医药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张艳 女 1979-09 教授 材料与化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谢玉静 女 1981-03 副教授 生物与医药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王珊珊 女 1985-09 副教授 材料与化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王丽娜 女 1979-03 青年研究员 材料与化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王笑非 男 1986-08 青年研究员 材料与化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张仁熙 男 1972-09 正高级工程师 材料与化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代瑞华 女 1976-09 副教授 材料与化工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刘平养 男 1981-02 副教授 生物与医药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罗强 男 1981-12 副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王鹤 男 1979-10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肖晓 女 1984-10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Luis Pedro 

Fragao Bento 

Ceolho 

男 1981-04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Deniz Mihaylov 

Vatansever 
男 1988-05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戴奇 男 1983-04 研究员 电子信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QINGCHUN JON 

ZHANG(张清纯) 
男 1969-01 教授 电子信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朱云龙 男 1967-02 教授 电子信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董必勤 男 1984-01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陈文明 男 1981-08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蒋林华 男 1977-11 教授 电子信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刘成成 男 1986-01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公共卫生学院 周艺彪 男 1970-03 教授 生物与医药 

中山医院 侯英勇 女 1969-05 教授 肿瘤学 

中山医院 张峰 男 1977-05 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中山医院 凌雁 女 1977-10 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中山医院 杨冬 女 1972-01 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中山医院 周建军 男 1966-02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中山医院 丁建勇 男 1977-06 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钟芸诗 男 1978-01 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王征 男 1974-10 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施国明 男 1972-10 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陈雁西 男 1975-11 教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刘素英 女 1965-12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中山医院 陈荣新 男 1976-04 主任医师 肿瘤学 

中山医院 罗哲 男 1975-11 主任医师 麻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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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医院 钟鸣 男 1978-06 主任医师 麻醉学 

华山医院 杨叶虹 女 1975-01 主任医师 内科学 

华山医院 邵凌云 女 1975-10 主任医师 内科学 

华山医院 张朝云 女 1975-01 主任医师 内科学 

华山医院 徐晓刚 男 1969-04 主任医师 内科学 

华山医院 鹿斌 男 1978-08 主任医师 内科学 

华山医院 吴洵昳 女 1976-12 主任医师 神经病学 

华山医院 马晓生 男 1972-06 主任医师 外科学 

华山医院 姚琪远 男 1963-11 主任医师 外科学 

华山医院 张宇燕 女 1973-03 主任医师 眼科学 

肿瘤医院 童彤 女 1980-10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医院 王宇 男 1974-11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朱正飞 男 1976-07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王鹏 男 1980-09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王玉龙 男 1981-06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刘亮 男 1975-12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余科达 男 1979-12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徐大志 男 1976-10 主任医师 肿瘤学 

儿科医院 孙金峤 男 1977-11 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沈淳 女 1974-05 主任医师 儿科学 

妇产科医院 李桂玲 女 1970-05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姜伟 男 1977-11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妇产科医院 高蜀君 女 1974-10 主任医师 妇产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王晓瑛 女 1974-08 主任医师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孔祥梅 女 1978-01 主任医师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陈玲 女 1976-05 主任医师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王璟 女 1974-05 主任医师 耳鼻咽喉科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徐迎佳 女 1971-06 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洪洋 男 1971-07 主任医师 外科学 

闵行区中心医院 冯莉 女 1966-07 主任医师 内科学 

微电子学院 叶凡 男 1978-06 副研究员 电子信息 

微电子学院 闫娜 女 1979-05 教授 电子信息 

微电子学院 范益波 男 1981-01 教授 电子信息 

微电子学院 陈琳 男 1986-02 教授 电子信息 

微电子学院 刘文军 男 1979-02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微电子学院 朱颢 男 1985-10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三、转专业指导博士生导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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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学院 张殿元 男 1970-09 教授 传播学 

新闻学院 张大伟 男 1977-01 教授 传播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滕五晓 男 1963-03 教授 应急管理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李瑞昌 男 1973-04 教授 应急管理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顾宁 男 1955-10 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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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韩伟力 男 1975-08 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李银胜 男 1970-09 副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牛军钰 女 1973-01 研究员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彭鑫 男 1979-10 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汪卫 男 1970-04 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王晓阳 男 1960-04 教授 数据科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杨卫东 男 1973-04 教授 数据科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邬江兴 男 1953-09 院士 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亮 男 1963-04 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为华 男 1974-12 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赵文耘 男 1964-09 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朱扬勇 男 1963-10 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徐鉴 男 1961-12 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郭士杰 男 1963-11 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微电子学院 徐敏 男 1983-01 研究员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学院 徐佳伟 男 1981-10 研究员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学院 俞少峰 男 1963-11 研究员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学院 顾宗铨 男 1985-11 青年研究员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学院 程增光 男 1988-10 青年研究员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学院 吕铁良 男 1963-01 教授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学院 刘琦 男 1980-07 教授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学院 刘明 女 1964-04 院士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微电子学院 杨晓峰 男 1964-06 教授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四、跨专业指导博士生导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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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贺东航 男 1967-06 教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志刚 男 1971-04 教授 党的建设 

中国语言文学系 梁燕丽 女 1969-02 教授 影视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马秋武 男 1963-05 教授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新闻学院 朱春阳 男 1972-07 教授 新闻学 

新闻学院 周葆华 男 1979-11 教授 新闻学 

新闻学院 谢静 女 1971-10 教授 新闻学 

新闻学院 廖圣清 男 1971-08 教授 新闻学 

新闻学院 张涛甫 男 1966-06 教授 传播学 

新闻学院 陆晔 女 1963-01 教授 传播学 

新闻学院 顾铮 男 1959-07 教授 传播学 

新闻学院 孙玮 女 1964-09 教授 传播学 

新闻学院 曹晋 女 1970-01 教授 传播学 

新闻学院 周笑 女 1972-11 教授 传播学 

新闻学院 孟建 男 1954-07 教授 广播电视学 

哲学学院 邓安庆 男 1962-08 教授 外国哲学 

哲学学院 林晖 男 1969-10 教授 美学 

哲学学院 吴晓明 男 1957-07 教授 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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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学院 王国豫 女 1962-05 教授 科学技术哲学 

哲学学院 丁耘 男 1969-07 教授 比较哲学 

哲学学院 孙向晨 男 1968-01 教授 比较哲学 

哲学学院 张汝伦 男 1953-05 教授 比较哲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唐亚林 男 1967-01 教授 应急管理 

化学系 沈剑锋 男 1984-01 教授 无机化学 

化学系 叶明新 男 1964-04 教授 有机化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柴洪峰 男 1957-05 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高等教育研究所 高国希 男 1964-06 教授 教育经济与管理 

管理学院 陈祥锋 男 1973-12 教授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学院 冯天俊 男 1978-07 教授 商务人工智能 

管理学院 戴悦 女 1974-07 教授 商务人工智能 

生命科学学院 宋志平 男 1968-10 教授 植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赵健元 男 1980-11 研究员 微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胡长龙 男 1976-02 研究员 神经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印春华 男 1965-09 教授 遗传学 

生命科学学院 孙璘 女 1970-08 教授 发育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赵冰 男 1987-07 青年研究员 细胞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郑丙莲 女 1976-12 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葛晓春 女 1970-09 教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郑琰 女 1981-11 青年研究员 生物信息学 

生命科学学院 黄强 男 1969-12 教授 生物信息学 

生命科学学院 杨继 男 1961-08 教授 生态学 

生命科学学院 胡跃清 男 1965-08 研究员 生物统计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Min XU(徐敏) 男 1959-09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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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庄军 男 1967-10 教授 光学工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郑玉祥 男 1968-09 教授 光学工程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梁鸿 男 1962-08 教授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王桂新 男 1953-04 教授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王玉涛 男 1984-01 青年研究员 环境管理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Jianfeng 

FENG(冯建峰) 
男 1964-11 教授 生物医学工程 

代谢与整合生物学研究院 刘杰 男 1966-05 教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代谢与整合生物学研究院 李小英 男 1960-10 教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公共卫生学院 朱同玉 男 1966-06 教授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公共卫生学院 徐丛剑 男 1966-11 教授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公共卫生学院 阚海东 男 1974-07 教授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公共卫生学院 钱峰 男 1977-11 副研究员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公共卫生学院 田文华 男 1967-12 教授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中山医院 侯英勇 女 1969-05 教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王红阳 女 1952-01 教授 肿瘤学 

儿科医院 周玉峰 男 1974-06 研究员 儿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