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财研﹝2013﹞6号 

 
 关于阴慧芳等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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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慧芳同志等 171 人自 2013 年 2 月 1日起具有硕士研究生指导

教师岗位任职资格。 

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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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学院 阴慧芳 会计学 

2 会计学院 周静 会计学 

3 会计学院 周波 会计学 

4 会计学院 王少飞 会计学 

5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陈志俊 企业管理 

6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高翔 世界经济 

7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钱驱 企业管理 

8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吴隆增 企业管理 

9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余智 国际贸易学 

10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刘江华 能源经济 

11 应用数学系 刘春丽 运筹学与控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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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应用数学系 张雷洪 运筹学与控制论 

13 法学院 张开骏 刑法学 

14 法学院 张占江 经济法学 

15 法学院 赵小波 
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学 

16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崔丽丽 管理科学与工程 

17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陈媛 管理科学与工程 

18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田博 电子商务 

19 经济学院 黄枫 西方经济学 

20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胡光元 教育经济及管理 

21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余央央 
社会医学与卫生

事业管理 

22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周强 行政管理 

23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朱良 资产评估硕士 

24 人文学院 杨孝鸿 文艺学 

25 人文学院 夏明月 伦理学 

26 人文学院 王志明 专门史 

27 人文学院 董必荣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28 金融学院 李科 金融学 

 

二、143 位兼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如下： 

序号 学院 姓名 专业 

1 会计学院 冯卫东 会计硕士 

2 会计学院 乔元芳 会计硕士 

3 会计学院 秦正余 会计硕士 

4 会计学院 范松林 会计硕士 

5 会计学院 刘宇 会计硕士 

6 会计学院 卢雄鹰 会计硕士 

7 会计学院 沈振宇 会计硕士 



8 会计学院 史多丽 会计硕士 

9 会计学院 王景斌 会计硕士 

10 会计学院 徐明磊 会计硕士 

11 会计学院 全泽 会计硕士 

12 统计与管理学院 杨廷干 统计学 

13 法学院 孙培江 法律硕士 

14 法学院 宋学东 法律硕士 

15 法学院 蒋婵 法律硕士 

16 法学院 王仁荣 法律硕士 

17 法学院 杜惟毅 法律硕士 

18 法学院 盛雷鸣 法律硕士 

19 法学院 李志强 法律硕士 

20 法学院 凌淑蓉 法律硕士 

21 法学院 王秋良 法律硕士 

22 法学院 钱锡青 法律硕士 

23 法学院 徐军 法律硕士 

24 法学院 朱中华 法律硕士 

25 法学院 陈瑛明 法律硕士 

26 法学院 曾国东 法律硕士 

27 法学院 陈晖 法律硕士 

28 法学院 高菲 法律硕士 

29 法学院 傅蔚冈 法律硕士 

30 法学院 武鹏 法律硕士 

31 法学院 张斌 法律硕士 

32 法学院 陈丽 法律硕士 

33 法学院 罗健豪 法律硕士 

34 法学院 申卫华 法律硕士 

35 法学院 马超杰 法律硕士 

36 法学院 林宏坚 法律硕士 

37 法学院 陈超 法律硕士 



38 法学院 丁海湖 法律硕士 

39 法学院 付洪林 法律硕士 

40 法学院 胡志超 法律硕士 

41 法学院 施适 法律硕士 

42 法学院 王晓明 法律硕士 

43 法学院 王增泉 法律硕士 

44 法学院 张春和 法律硕士 

45 法学院 王在魁 法律硕士 

46 经济学院 田昆 数量经济学 

47 经济学院 周恩静 数量经济学 

48 经济学院 赵明 数量经济学 

49 经济学院 文汇 数量经济学 

50 经济学院 王彬 数量经济学 

51 经济学院 唐震 数量经济学 

52 经济学院 乔依德 数量经济学 

53 经济学院 范学伟 数量经济学 

54 经济学院 鲁公路 数量经济学 

55 经济学院 刘兵军 数量经济学 

56 经济学院 花蕾 数量经济学 

57 经济学院 侯巍 数量经济学 

58 经济学院 洪其华 数量经济学 

59 经济学院 曹国琪 数量经济学 

60 经济学院 杨赤忠 数量经济学 

61 经济学院 杨庆云 数量经济学 

62 经济学院 徐凌云 数量经济学 

63 经济学院 孙建 数量经济学 

64 经济学院 苏剑培 数量经济学 

65 经济学院 陈群民 数量经济学 

66 经济学院 王向阳 数量经济学 

67 经济学院 张惠岩 数量经济学 



68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董娅 税务硕士 

69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文殷 税务硕士 

70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徐闻 税务硕士 

71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吴东明 税务硕士 

72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国强 税务硕士 

73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钱俊文 税务硕士 

74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路启明 税务硕士 

75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晶芳 税务硕士 

76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九领 税务硕士 

77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蒋琳琦 税务硕士 

78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戴利冬 税务硕士 

79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卜新华 税务硕士 

80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黄佳 税务硕士 

81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叶永青 税务硕士 

82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屏 资产评估硕士 

83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杨建平 资产评估硕士 

84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徐咏梅 资产评估硕士 

85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方明 资产评估硕士 

86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黄元禮 资产评估硕士 

87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衡兴 资产评估硕士 

88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崔建平 资产评估硕士 

89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赵仕坤 资产评估硕士 

90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杨伟暾 资产评估硕士 

91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杨国庆 公共管理硕士 

92 金融学院 王彬 金融硕士 

93 金融学院 蒋健蓉 金融硕士 

94 金融学院 刘锋 金融硕士 

95 金融学院 刘克逸 金融硕士 

96 金融学院 楼小飞 金融硕士 

97 金融学院 刁羽 金融硕士 



98 金融学院 陈瑞明 金融硕士 

99 金融学院 罗庆忠 金融硕士 

100 金融学院 钱伟琛 金融硕士 

101 金融学院 周恩静 金融硕士 

102 金融学院 张银旗 金融硕士 

103 金融学院 谢斌 金融硕士 

104 金融学院 魏刚 金融硕士 

105 金融学院 黄建山 金融硕士 

106 金融学院 章张海 金融硕士 

107 金融学院 肖小和 金融硕士 

108 金融学院 汪兴隆 金融硕士 

109 金融学院 高晓红 金融硕士 

110 金融学院 姚大锋 保险硕士 

111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蔡蓓琪 国际商务硕士 

112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蔡军 国际商务硕士 

113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陈敏敏 国际商务硕士 

114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陈霜华 国际商务硕士 

115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崔智钧 国际商务硕士 

116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丁士钦 国际商务硕士 

117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董鲁平 国际商务硕士 

118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冯慧芳 国际商务硕士 

119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葛俊杰 国际商务硕士 

120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华高 国际商务硕士 

121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黄新跃 国际商务硕士 

122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李国忠 国际商务硕士 

123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李远志 国际商务硕士 

124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梁文中 国际商务硕士 

125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潘薇 国际商务硕士 

126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石建明 国际商务硕士 

127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陶昌盛 国际商务硕士 



128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王殿精 国际商务硕士 

129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王国卫 国际商务硕士 

130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王海鹏 国际商务硕士 

131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吴幼喜 国际商务硕士 

132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夏华龙 国际商务硕士 

133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夏森 国际商务硕士 

134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徐泓 国际商务硕士 

135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徐晖 国际商务硕士 

136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徐英国 国际商务硕士 

137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许德培 国际商务硕士 

138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许列柯 国际商务硕士 

139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叶世军 国际商务硕士 

140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张宏俊 国际商务硕士 

141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张晖 国际商务硕士 

142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张健 国际商务硕士 

143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张杰 国际商务硕士 

 

特此通知。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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