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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17 年新增专业学位 

校外兼职导师名单的通知 

复旦学位字〔2017〕4号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经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上报，并经 2017 年 1 月 5 日第 90

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议备案，通过了张志斌等 56人的专业学

位校外兼职硕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现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2017年新增专业学位校外兼职硕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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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新增专业学位校外兼职硕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学科所在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学位名称（领域） 

经济学院 张志斌 男 1978-11 金融硕士 

经济学院 钟俊 男 1976-02 金融硕士 

经济学院 舒雷 男 1972-11 金融硕士 

经济学院 吴若君 女 1978-11 金融硕士 

经济学院 徐钢 男 1976-09 金融硕士 

经济学院 陈宝胜 男 1977-02 金融硕士 

经济学院 陈左 男 1975-02 金融硕士 

经济学院 冯栋 男 1972-06 金融硕士 

经济学院 周小燕 女 1979-05 金融硕士 

经济学院 文静 女 1972-10 金融硕士 

经济学院 徐欣 男 1974-07 税务硕士 

经济学院 董勤发 男 1962-01 税务硕士 

经济学院 张杰 男 1977-06 国际商务硕士 

经济学院 张喜芳 男 1972-12 保险硕士 

经济学院 郭平 女 2016-03 保险硕士 

经济学院 柳海 男 1975-08 保险硕士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向义海 男 1975-03 公共管理硕士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李挽霞 女 1974-06 公共管理硕士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王光荣 男 1964-10 公共管理硕士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陈祝平 男 1974-06 公共管理硕士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郑金洲 男 1985-11 公共管理硕士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吕耀东 男 1973-01 公共管理硕士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费维照 男 1971-02 公共管理硕士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黄爱武 男 1969-02 公共管理硕士 

旅游学系 潘皓波 男 1960-10 旅游管理硕士 

旅游学系 张滇 男 1976-09 旅游管理硕士 

旅游学系 韩丽 女 1967-08 旅游管理硕士 

旅游学系 姚大光 男 1954-04 旅游管理硕士 

旅游学系 林聪 男 1960-12 旅游管理硕士 

文献信息中心 杨震 男 1976-04 图书情报硕士 

文献信息中心 任树怀 男 1960-07 图书情报硕士 

文献信息中心 张品芳 女 1967-06 图书情报硕士 

文献信息中心 肖子华 男 1963-09 图书情报硕士 

文献信息中心 王延祥 男 1963-10 图书情报硕士 

文献信息中心 衡中青 男 1969-04 图书情报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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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信息中心 魏立中 男 1968-06 图书情报硕士 

文献信息中心 刘炜 男 1966-06 图书情报硕士 

文献信息中心 张左之 男 1958-01 图书情报硕士 

文献信息中心 肖沪卫 男 1957-02 图书情报硕士 

文献信息中心 倪建明 男 1944-01 图书情报硕士 

数学科学学院 Jie Chen 男 1961-07 应用统计硕士  

数学科学学院 胡宁 女 1978-03 应用统计硕士  

数学科学学院 Dejun Tang 男 1957-07 应用统计硕士  

生命科学学院 杨洋 男 1985-10 工程硕士（生物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粟波 男 1969-06 工程硕士（生物工程）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王明敏 女 1973-02 工程硕士（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朱频频 男 1976-04 工程硕士（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黄建元 男 1961-07 工程硕士（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王艳强 男 1978-05 工程硕士（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郁片红 女 1968-09 工程硕士（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吴新锋 男 1970-01 工程硕士（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鞠茂森 男 1967-03 工程硕士（环境工程） 

公共卫生学院 朱渭萍 女 1968-08 公共卫生硕士 

公共卫生学院 杜艳 女 1966-04 公共卫生硕士 

公共卫生学院 沈惠平 男 1964-01 公共卫生硕士 

公共卫生学院 苏华林 男 1963-02 公共卫生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