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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上财研﹝2014﹞12 号 

 

 关于盖庆恩同志等 105 人具有我校硕士研究生指导

教师岗位任职资格的通知 

 
各院、系、所，各有关单位： 

经本人申请，各院、系、所学位分委员会审核上报，并经学

校审定，盖庆恩同志等 105 人自 2014 年 2 月起具有硕士研究生指

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 

一、35 位在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如下： 

序号 学院 姓名 专业 

1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财经研究所） 
盖庆恩 农业经济管理 

2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财经研究所） 
孙星 林业经济管理 

3 法学院 李宇 民商法学 

4 法学院 商舒 国际法学 

5 法学院 沈明 法学理论 

6 法学院 李睿 刑法学 

7 法学院 史蒂芬 国际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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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学院 王缙凌 民商法学 

9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高燕 企业管理 

10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周俊杰 产业经济学 

11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汪立 市场营销学 

12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王文斌 企业管理 

13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朱林可 国际贸易学 

14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吴一平 财政学 

15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牧扬 财政学 

16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熠 社会保障 

17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维熙 资产评估硕士 

18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管斌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9 会计学院 董慧 财务管理 

20 经济学院 孟大文 西方经济学 

21 经济学院 杨哲 西方经济学 

22 经济学院 张征宇 数量经济学 

23 人文学院 潘霁 传播学 

24 人文学院 王鲁峰 社会学 

25 人文学院 陈熙 科学技术哲学 

26 人文学院 朱璐 经济哲学 

27 人文学院 孙雨辰 伦理学 

28 人文学院 倪剑青 马克思主义哲学 

29 统计与管理学院 李涛 数理统计学 

30 统计与管理学院 吴梦云 应用统计学 

31 外语系 贺德远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 

32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吴继兰 管理科学与工程 

33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刘英 电子商务 

34 应用数学系 张立柱 应用数学 

35 应用数学系 顾满占 运筹学与控制论 

 

二、70 位兼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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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姓名 专业 

1 法学院 王胤颖 法律硕士 

2 法学院 陈振生 法律硕士 

3 法学院 陈胜 法律硕士 

4 法学院 乔文豹 法律硕士 

5 法学院 章于芳 法律硕士 

6 法学院 董茂云 宪法与行政法学 

7 法学院 汤黎明 法律硕士 

8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赵广华 国际商务硕士 

9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李宁 国际商务硕士 

10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金波 国际商务硕士 

11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徐惠娟 国际商务硕士 

12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祝维纯 税务硕士 

13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邓寅生 税务硕士 

14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修雪嵩 资产评估硕士 

15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朱宏强 资产评估硕士 

16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肖荷花 资产评估硕士 

17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田春杉 资产评估硕士 

18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舒英 资产评估硕士 

19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马丽华 资产评估硕士 

20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詹银涛 资产评估硕士 

21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吴卫钢 资产评估硕士 

22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蒋健蓉 资产评估硕士 

23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费佐祥 公共管理硕士 

24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梅哲 公共管理硕士 

25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包渊秋 公共管理硕士 

26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春林 公共管理硕士 

27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罗浩 税务硕士 

28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陈颖 税务硕士 

29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进凤 税务硕士 

30 会计学院 黄燕铭 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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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会计学院 童卫华 会计学 

32 会计学院 张海平 会计学 

33 金融学院 王成 金融学 

34 金融学院 田大伟 金融学 

35 统计与管理学院 崔惠军 应用统计硕士 

36 统计与管理学院 冯洁 应用统计硕士 

37 统计与管理学院 梁宇峰 应用统计硕士 

38 统计与管理学院 凌学真 应用统计硕士 

39 统计与管理学院 张建辉 应用统计硕士 

40 统计与管理学院 唐德钧 应用统计硕士 

41 统计与管理学院 程轶 应用统计硕士 

42 统计与管理学院 贡艳坤 应用统计硕士 

43 统计与管理学院 邱琳 应用统计硕士 

44 统计与管理学院 荀晓蕾 应用统计硕士 

45 统计与管理学院 张薇 应用统计硕士 

46 统计与管理学院 张中琦 应用统计硕士 

47 统计与管理学院 戴林东 应用统计硕士 

48 统计与管理学院 马雷 应用统计硕士 

49 统计与管理学院 周暐 应用统计硕士 

50 统计与管理学院 易秉明 应用统计硕士 

51 统计与管理学院 汪之婴 应用统计硕士 

52 统计与管理学院 严雪林 应用统计硕士 

53 统计与管理学院 杨斯元 应用统计硕士 

54 统计与管理学院 杨雯 应用统计硕士 

55 统计与管理学院 董骝焕 应用统计硕士 

56 统计与管理学院 乔魏 应用统计硕士 

57 统计与管理学院 胡大斌 应用统计硕士 

58 统计与管理学院 熊志勇 应用统计硕士 

59 统计与管理学院 蔡嘉德 应用统计硕士 

60 统计与管理学院 檀向球 应用统计硕士 

61 统计与管理学院 高飞 应用统计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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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统计与管理学院 严琦 应用统计硕士 

63 统计与管理学院 卢大印 应用统计硕士 

64 统计与管理学院 郭洪钧 应用统计硕士 

65 统计与管理学院 郭明新 应用统计硕士 

66 统计与管理学院 姜永康 应用统计硕士 

67 统计与管理学院 金文忠 应用统计硕士 

68 统计与管理学院 李宇海 应用统计硕士 

69 统计与管理学院 石笑霏 应用统计硕士 

70 统计与管理学院 张惠岩 应用统计硕士 

 

特此通知。 

 

                上海财经大学 

                 2014 年 5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