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学位字〔2018〕10 号

                                                       

关于公布江苏省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委员名单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江苏省学位委员会章程》，为进一步加强对江苏省研

究生教育的研究、咨询和指导工作，经研究，江苏省学位委员会、

江苏省教育厅组建了 14 个类别的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现将

各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予以公布，请有关单位积极

支持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及其委员的工作。

附件：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名单

江 苏 省 教 育 厅

江 苏 省 学 位 委 员 会 文件



（此页无正文）

  江苏省教育厅       江苏省学位委员会      

                           2018 年 11 月 1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江苏省哲法史学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夏锦文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院长、教授

副主任委员

芮国强     苏州大学                       纪委书记、研究员

唐正东     南京大学                       教授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永平     扬州大学                       教授

王  刚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王向阳     省司法厅政治部/ 宣传教育处     副主任/处长

王  珏     东南大学                       教授

布成良     江苏省委党校                   教授

叶  青     省民政厅人事教育和社会工作处   副处长

刘  玮     省人社厅人才开发办             主任

杨晓蓉     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管理处       副处长

张文德     江苏师范大学                   教授

陈友华     南京大学                       教授

周连勇     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           执行主任

姚兆余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

蔡道通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戴  锐     河海大学                       教授

秘书处负责人

刘  俊                   
秘书处设在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江苏省经济学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华仁海    南京财经大学                        副校长、教授

副主任委员

裴  育    南京审计大学                        副校长、教授

葛  扬    南京大学                            教授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世文    苏州科技大学                        教授

石晓鹏    省工信厅综合规划处/教育培训处       处长

史先诚    省金融办金融稳定处                  副处长

仰  远    省税务局办公室                      副主任

刘晓星    东南大学                            教授

许立成    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办公室          副主任

周应恒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

周  凯    江苏银行                            行长助理

胡绪华    江苏大学                            教授

夏网生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        处长

徐  涛    苏州大学                            教授

潘  镇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秘书处负责人

张  成              

秘书处设在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江苏省教育学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吴康宁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副主任委员

颜  军    扬州大学                             教授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国祥    苏州大学                             教授

张元贵    淮安市教育局                         局长

张  宁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

杜文东    南京中医药大学                       教授

汪  霞    南京大学                             教授

邵泽斌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邹  正    南京外国语学校                       校长

陈秋苹    扬州大学                             教授

陈海波    南京体育学院                         教授

郭毅浩    南通市教育局                         局长

曹  健    苏州大学                             研究员

蔡  伟    省体育局综合业务处                   副处长

潘  娜    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                   校长

秘书处负责人

邵泽斌（兼）        

秘书处设在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省文学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杨金才     南京大学                              教授

副主任委员

陈  军     扬州大学                              教授

谭桂林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金铨     扬州大学                              教授

王银泉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

朱  峰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新闻报刊处            处长

朱新福     苏州大学                              教授

余光武     江苏师范大学                          教授

汪卫东     苏州大学                              教授

倪传斌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董  晓     南京大学                              教授

薛颖旦    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文化新闻部      主任

秘书处负责人

孙红卫     

秘书处设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省理学 1 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韦志辉    南京理工大学                      校长助理、教授

副主任委员

曹进德    东南大学                          教授

吴兴龙    南京大学                          教授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春兰    苏州科技大学                      教授

王春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江  龙    中国矿业大学                      教授

张建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

姚建林    苏州大学                          教授

顾永平    省统计局社会科技处                处长

高洪俊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薛怀国    扬州大学                          教授

秘书处负责人

张    军                       

秘书处设在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学位与质量评估办公室



江苏省理学 2 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印晓星    徐州医科大学                         教授

副主任委员

谢  维    东南大学                             教授

齐义泉    河海大学                             教授

陈海山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玉华    省生态环境厅人事处                   处长

计  翔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汤国安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李向东    南京大学                             教授

陆现彩    南京大学                             教授

徐军田    淮海工学院                           教授

徐  侠    南京林业大学                         教授

惠富平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

韩  晓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

秘书处负责人

翟云鹏    

秘书处设在徐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



江苏省工学 1 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夏品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副主任委员

高  峰    中国矿业大学                        教授

李  红    江苏大学                            研究员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孙蓓蓓    东南大学                            教授

何  勇    南京理工大学                        研究员

吴文伟    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

张  合    南京理工大学                        教授

李实求    南京机电液压工程研究中心            副总经理

李  洋    徐州市恒源电器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邵国建    河海大学                            教授

陆新林    南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陈熙源    东南大学                            教授

周宏平    南京林业大学                        教授

凌  祥    南京工业大学                        副校长、教授

傅玉灿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杨兴林    江苏科技大学                        教授

秘书处负责人

沈   星           
秘书处设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



江苏省工学 2 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蒋国平    南京邮电大学                        副校长、教授

副主任委员

黄志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副校长、教授

全  力    江苏大学                            副校长、教授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万军    省工信厅企业信息化处                处长

王长宝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叶保留    河海大学                            教授

刘国海    江苏大学                            教授

孙星明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

江  驹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吴福保    中国电科院南京综合管理中心          主任

吴  蒙    南京邮电大学                        教授

张进民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人事处              处长

李凡长    苏州大学                            教授

陆桑璐    南京大学                            教授

武港山    南京大学                            教授

罗圣美    星环科技公司研究院                  院长

柏连发    南京理工大学                        教授

顾  兵    东南大学                            教授



高井祥    中国矿业大学                        教授

堵雯曦    省通信管理局通信行业职技鉴定中心    副主任

黄永明    东南大学                            教授

葛俊祥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

薄煜明    南京理工大学                        研究员

秘书处负责人

马延文    

秘书处设在南京邮电大学一流学科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办公室



江苏省工学 3 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徐  岩    江南大学                           副校长、教授

副主任委员

陈敏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

范益群    南京工业大学                       教授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沛芳    河海大学                           教授

王恩元    中国矿业大学                       教授

付少海    江南大学                           教授

刘大斌    南京理工大学                       教授

刘  庄    苏州大学                           教授

刘鸿彦    南京宝色股份公司                   总工程师

邢晓平    盐城工学院                         教授

何岩峰    常州大学                           教授

张校刚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李学华    中国矿业大学                       教授

李锦春    常州大学                           教授

沈晓冬    南京工业大学                       教授

苏  斌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规划科技处         处长

谷  成    南京大学                           教授

陈  光    南京理工大学                       教授

周立进    中安联合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金永灿    南京林业大学                       教授



徐玉松    江苏科技大学                       教授

薛  烽    东南大学                           教授

秘书处负责人

刘  龙     
秘书处设在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江苏省工学 4 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董增川    河海大学                            副校长、教授

副主任委员

吴  刚    东南大学                            副校长、教授

周国庆    中国矿业大学                        副校长、教授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曙光    南京工业大学                        教授

刘小钊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刘元法    江南大学                            教授

汤新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张  彤    东南大学                            教授

张青萍    南京林业大学                        教授

李  云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邹小波    江苏大学                            教授

钮卫东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院长

徐宝才    雨润食品集团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

戴登军    省住建厅人事教育处                  副处长

秘书处负责人

李  枫    

秘书处设在河海大学研究生院



江苏省农学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徐国华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

副主任委员

尹佟明    南京林业大学                         教授

严长杰    扬州大学                             教授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由天艳    江苏大学                             教授

任伯民    环太湖高效生态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

张正光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

张甘霖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教授

李木旺    江苏科技大学                         研究员

陈  菁    河海大学                             教授

姜雪忠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科技教育处           研究员

徐德良    无锡市茶叶品种研究所有限公司         研究员

彭大新    扬州大学                             教授

秘书处负责人

  万小羽    

秘书处设在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江苏省医学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蒋星红    苏州大学                            副校长、教授

副主任委员

胡志斌    南京医科大学                        副校长、教授

郝海平    中国药科大学                        教授

胡立宏    南京中医药大学                      教授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徐  强    南京大学                            教授

孔祥清    南京医科大学                        教授

王  勇    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晓芳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教育处          处长

史宏灿    扬州大学                            教授

朱  俐    南通大学                            教授

肖  伟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春祥    东南大学                            教授

顾玉明    徐州医科大学                        教授

麻彤辉    南京中医药大学                      教授

龚卫娟    扬州大学                            教授

谭宁华    中国药科大学                        教授

镇学初    苏州大学                            教授

鞠少卿    南通大学                            教授



秘书处负责人

张进平    

秘书处设在苏州大学研究生院



江苏省管理学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仲伟俊    东南大学                        教授

副主任委员

吴建华    南京大学                        教授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曰芬    南京理工大学                    教授

冯  博    苏州大学                        教授

朱忠迎    省财政厅教科文处                处长

朱帮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授

吴金燕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          副处长

李新春    中国矿业大学                    教授

杨红强    南京林业大学                    教授

陈玉明    省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     处长

周绿林    江苏大学                        教授

周德群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林光华    南京农业大学                    教授

姚文韵    南京财经大学                    教授

康承业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黄在兴    省人社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      处长

漆颖斌    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总会计师

秘书处负责人

张玉林    
秘书处设在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9—

江苏省艺术学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谢建明    南京艺术学院                        副校长、教授

副主任委员

李  宏    南京师范大学                        教授

李超德    苏州大学                            教授

张凌浩    江南大学                            教授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文涛    南京博物院                          副院长

张来喜    扬州漆器厂                          研究员级高工

李玉琴    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副主任

李  彤    南京艺术学院                        教授

李  玫    扬州大学                            教授

李轶南    东南大学                            教授

范晓峰    南京艺术学院                        教授

赵奎英    南京大学                            教授

赵  清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副编审

秘书处负责人

吕少卿    
秘书处设在南京艺术学院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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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1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