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度教授三级岗位拟聘人选评审结果

序号 单 位 申请方式 姓 名 备 注

1 哲学系 申报 张今杰

2 哲学系 申报 方红姣

3 历史系 申报 吉成名

4 商学院 直聘 刘长青

5 商学院 直聘 李五荣

6 商学院 申报 谭燕芝

7 商学院 申报 李勇辉

8 商学院 申报 刘洪伟

9 商学院 申报 陈湘满

10 商学院 申报 郑赤建

11 商学院 申报 郭新华

12 公共管理学院 直聘 陈艳红

13 公共管理学院 申报 盛明科

14 公共管理学院 申报 成志刚

15 公共管理学院 申报 王凯伟

16 公共管理学院 申报 梁丽芝

17 法学院 知识产权学院 申报 张立平

18 法学院 知识产权学院 申报 李 蓉

19 法学院 知识产权学院 申报 彭熙海

20 信用风险管理学院 申报 程 波

21 马克思主义学院 直聘 王文兵

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直聘 黄显中

23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申报 李雅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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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文学与新闻学院 直聘 雷 磊

25 文学与新闻学院 申报 刘中望

26 文学与新闻学院 申报 宋德发

27 文学与新闻学院 申报 王洁群

28 外国语学院 申报 王建香

29 外国语学院 申报 舒奇志

30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申报 文立平

31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申报 李成福

32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申报 刘韶跃

33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直聘 彭向阳

34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申报 张凯旺

35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申报 曹觉先

36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申报 肖思国

3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直聘 杨 丽

3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直聘 钟向丽

3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申报 毛卫国

4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申报 潘 勇

41 化学学院 直聘 裴 勇

42 化学学院 申报 谭黎峰

43 化学学院 申报 张雪飞

44 化学学院 申报 杨立新

45 化工学院 申报 段正康

46 化工学院 申报 吴 剑

47 化工学院 申报 艾秋红

48 化工学院 申报 陶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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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机械工程学院 申报 周友行

50 机械工程学院 申报 胡自化

51 机械工程学院 申报 朱中喜

52 机械工程学院 申报 张高峰

53 信息工程学院 申报 裴廷睿

54 信息工程学院 申报 黎自强

55 信息工程学院 申报 欧阳建权

56 信息工程学院 申报 肖 芬

57 信息工程学院 申报 张东波

58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申报 肖映雄

59 环境与资源学院 申报 张俊丰

60 艺术学院 申报 黎 青

61 体育教学部 申报 葛幸幸 文科替补 1

62 法学院 知识产权学院 申报 蔡高强 文科替补 2

63 哲学系 申报 杨小军 文科替补 3

64 公共管理学院 申报 陈建斌 文科替补 4

65 商学院 申报 资树荣 文科替补 5

66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申报 朱 砾 理工科替补 1

67 化学学院 申报 雷钢铁 理工科替补 2

6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申报 李 智 理工科替补 3

69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申报 陈元平 理工科替补 4

70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申报 赵荣国 理工科替补 5

注：上述替补人选根据评审小组得票数由多到少进行排列，是否

聘用到教授三级岗位由学校研究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