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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19 年专业技术岗位 

分级聘用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校区，各院、系、所，各处、室、直属单位，各学术业务单位：  
    经东南大学岗位聘用与考核委员会评审，王兴平等 111位同

志已通过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聘用评审（名单见附件）。以上同志

专业技术岗位评审通过时间为 2020年 1月 31日。 
 

附件：2019年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聘用评审通过人员名单 

 
 

   东南大学 

                           2020年 5月 21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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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专业技术岗位分级聘用评审 
通过人员名单 

 
序

号 
单位 姓名 

晋升专技岗

级别 

1 建筑学院 王兴平 正高二级 

2 能源与环境学院 沈  炯 正高二级 

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  石 正高二级 

4 土木工程学院 吴  刚 正高二级 

5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  彤 正高二级 

6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红兵 正高二级 

7 物理学院 施智祥 正高二级 

8 人文学院 王  珏 正高二级 

9 交通学院 刘  攀 正高二级 

10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宏生 正高二级 

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袁久红 正高二级 

12 建筑学院 杨俊宴 正高三级 

13 机械工程学院 费庆国 正高三级 

14 能源与环境学院 杨林军 正高三级 

15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郑  军 正高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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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  军 正高三级 

17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耿  新 正高三级 

18 物理学院 徐庆宇 正高三级 

19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张  宇 正高三级 

20 经济管理学院 刘晓星 正高三级 

21 电气工程学院 吴在军 正高三级 

22 交通学院 万  水 正高三级 

23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秦文虎 正高三级 

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袁健红 正高三级 

25 医学院 姚红红 正高三级 

26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潘玉峰 正高三级 

27 能源与环境学院 魏家泰 副高五级 

2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俊波 副高五级 

2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  捷 副高五级 

30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  强 副高五级 

3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戴  挺 副高五级 

32 外国语学院 朱善华 副高五级 

33 外国语学院 吴之昕 副高五级 

34 体育系 张来明 副高五级 

35 交通学院 沙月进 副高五级 

36 交通学院 于先文 副高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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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江苏华宁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朱征平 副高五级 

38 附属中大医院 方  文 副高五级 

39 附属中大医院 韩淑华 副高五级 

40 机械工程学院 周怡君 副高六级 

41 土木工程学院 尹凌峰 副高六级 

42 土木工程学院 王  莹 副高六级 

43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  旭 副高六级 

44 体育系 江伟新 副高六级 

45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蔡  芸 副高六级 

46 东南大学医院 金  丹 副高六级 

47 附属中大医院 任庆国 副高六级 

48 附属中大医院 封海霞 副高六级 

49 附属中大医院 彭新桂 副高六级 

50 附属中大医院 朱海东 副高六级 

51 机械工程学院 陆  斐 中级八级 

52 机械工程学院 陈大林 中级八级 

53 机械工程学院 任卫祥 中级八级 

54 土木工程学院 胡碧琳 中级八级 

55 无锡分校 赵  霞 中级八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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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宛  斌 中级八级 

5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倩倩 中级八级 

58 化学化工学院 王志梅 中级八级 

59 交通学院 生仁军 中级八级 

60 交通学院 沈  恒 中级八级 

61 医学院 易宏伟 中级八级 

6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龙英 中级八级 

63 继续教育学院 吴亚军 中级八级 

64 继续教育学院 朱  烽 中级八级 

65 继续教育学院 张荣鹏 中级八级 

66 图书馆 张红娟 中级八级 

67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有限公司 
张绍来 中级八级 

68 
江苏华宁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秦成标 中级八级 

69 
江苏东南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姚建平 中级八级 

70 
南京东大现代预应力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吴顺生 中级八级 

71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侯向煜 中级八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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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教育技术中心 方  敏 中级八级 

73 教育技术中心 邹龙飞 中级八级 

74 网络与信息中心 陶永刚 中级八级 

75 海外教育学院 曹燕黎 中级八级 

76 东南大学医院 章有翠 中级八级 

77 东南大学医院 王  伟 中级八级 

78 附属中大医院 张  瑞 中级八级 

79 附属中大医院 任宇虹 中级八级 

80 附属中大医院 王秀英 中级八级 

81 附属中大医院 张纪文 中级八级 

82 附属中大医院 李  平 中级八级 

83 附属中大医院 马东平 中级八级 

84 附属中大医院 吴明珍 中级八级 

85 附属中大医院 吴兆琴 中级八级 

86 附属中大医院 赵翠芬 中级八级 

87 附属中大医院 徐子香 中级八级 

88 附属中大医院 王  艳 中级八级 

89 附属中大医院 夏美霞 中级八级 

90 附属中大医院 叶德梅 中级八级 

91 附属中大医院 江  雁 中级八级 

92 附属中大医院 徐爱华 中级八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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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附属中大医院 袁春晓 中级八级 

94 附属中大医院 金爱萍 中级八级 

95 附属中大医院 缪浩明 中级八级 

96 附属中大医院 张粉梅 中级八级 

97 附属中大医院 高茂馗 中级八级 

98 附属中大医院 蒋兆春 中级八级 

99 附属中大医院 孙冬媛 中级八级 

100 附属中大医院 张卫国 中级八级 

101 附属中大医院 周晓英 中级八级 

102 附属中大医院 陈  斌 中级八级 

103 自动化学院 邹  波 中级九级 

104 东南大学医院 张  蓉 中级九级 

105 东南大学医院 孔文梅 中级九级 

106 附属中大医院 钱凤英 中级九级 

107 附属中大医院 张会芹 中级九级 

108 附属中大医院 李红霞 中级九级 

109 附属中大医院 孙彦甫 中级九级 

110 附属中大医院 秦  智 中级九级 

111 电工电子实验中心 张晓莉 助理十一级 

 

 



 

 —８— 
 

 

 

 

 

 

 

 

 

 

 

 

 

 

 

 

 

 

 

  

抄送： 各党工委，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委各部、

委、办，工会、团委。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年 5月 2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