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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杉 达 学 院 文 件 
 

 

杉达内(人)〔2017〕16 号 

 
 

上海杉达学院关于学院负责人职务聘任的通知 

 
各处(室、所、馆)、各学院： 
    我校各学院及系(专业)负责人的聘期已到，学校根据学科发展需
要和人员变动，并结合原负责人在聘期内的工作实绩，在充分听取各
学院党政领导的意见后，经校党政领导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对各学院
及系(专业)负责人聘任如下： 

一、胜祥商学院 

院长：杨谊青 
副院长：陈淑贤、王  蕾 
院长助理：马海芳、黄  翼 
学院办公室主任：韩斌全(试用期一年) 
教务办公室主任：邓嘉菊   副主任：杨豪杰(试用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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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心主任：李少颖(试用期一年)  副主任：顾  夏(试用期一年)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杨云母 副主任：孟海樱、汪遵瑛 

主任助理：蒋君仙 
金融学系主任：牛淑珍 副主任：潘  彦、邹  富(试用期一年) 

主任助理：金  彦(试用期一年) 
会计学系主任:刘文国(试用期一年) 副主任：钱静芳、章毓育(试用期一年) 

主任助理：朱丹萍(试用期一年) 
市场营销系主任：张松滨 副主任：王思慧 

主任助理：李福刚(试用期一年) 
法学系主任：韩小鹰(兼) 副主任：曹俊金(试用期一年) 

主任助理：姜  南 

二、管理学院 

院长：马德邻 
副院长：阎嘉陵、周政新(试用期一年) 
院长助理：蒋云霞       
教务办公室副主任：张伊迪  
工程管理系主任：任  重 顾问：程惠瑛(兼) 
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阎嘉陵(兼) 副主任：刘苇江(试用期一年) 
食品质量与安全系主任：朱宗源 副主任：于艳丽(试用期一年)  

主任助理：刘  茜(试用期一年) 
行政管理系主任：马德邻(兼) 副主任：程  亿(试用期一年) 

三、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院长：陈  瑛  
名誉院长：徐子闻  
副院长：朱志强、侯丽萍、王  成(试用期半年) 



- 3 - 

院长助理：包  蕾、章鸣嬛  
教务办公室主任：包  蕾(兼)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陈 瑛(兼) 副主任：刘在英 

主任助理：张丽晓 
电子商务系主任：朱志强(兼) 副主任：刘  敏 

主任助理：虞  佳 
软件工程系主任：陈 瑛(兼) 副主任：朱琳玲 
信息管理系主任：王  成(兼) 主任助理：马晖男 
信息技术基础教学部主任：顾顺德(兼) 副主任：张丹珏、 

     韩朝阳(试用期一年) 
主任助理：李 妍(试用期一年) 

四、外语学院 

院长：程星华 
名誉院长：杨惠中 
副院长：王跃武、施小炜、魏云巍(试用期半年)、缪 胤(试用期一年) 
教务办公室主任：奚珊珊 
英语系主任：竺  蕊 副主任：党美丽(试用期一年) 

主任助理：门海燕(试用期一年) 
大学英语教学部主任：魏云巍 副主任：陆  莹、张洪敏 

主任助理：付家梅(试用期一年)、 
     曹  靓(试用期一年) 

日语系主任：施小炜(兼) 副主任：田建国(试用期半年)、 
        孙静霞 

西班牙语系主任：陈  泉 主任助理：方逸飞(试用期一年) 
朝鲜语系主任：金忠实(试用期半年) 副主任：吴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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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系主任：李  勤(试用期一年) 副主任：沙端一(试用期一年) 
外语基础教学部主任：马  韬(试用期一年) 

五、艺术与设计学院 

院长：席跃良 
副院长：王  烨 
院长助理：樊灵燕 
学院办公室副主任：黄振彬(试用期一年) 
环境设计系主任：王  烨(兼)  
视觉传达系主任：万  轩(试用期一年) 主任助理：朱雪俊(试用期一年) 
产品与数字设计系副主任：徐文娟(试用期一年) 

六、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院长：徐  燕 
名誉院长：徐丽华 
副院长：赵爱平、王志红、侯晓静(试用期一年) 
院长助理：陆玮新(试用期一年) 
医学基础教学部主任：吴国忠 
临床实习部主任：赵爱平(兼) 
护理系主任：徐  燕(兼)   副主任：陆玮新(兼) 

主任助理：张媛媛(试用期一年) 
康复治疗系主任：陈文华(兼) 副主任：余  波(兼，试用期一年) 

主任助理：瞿强(试用期一年) 
卫生教育系主任：冯  震 副主任：楼建华、侯晓静(兼) 
老年健康中心主任：赵爱平(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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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海现代服务外包学院 

院长：赵效定(兼) 
名誉院长：张  祥 
执行院长：马德邻(兼) 
副院长：徐桥南、朱志强(兼)、陈淑贤(兼)    
学院办公室副主任：张  迪 

八、传媒学院 

院长：张伯安(试用期半年) 
名誉院长：陈亦冰 
副院长：陈立新 
院长助理：李  琳 
新闻系主任：黎  力 主任助理：刘  韵 
网络与新媒体系主任：陈立新(兼) 主任助理：王一茗(试用期一年) 

九、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院长：朱承强       
副院长：唐秀丽(试用期一年) 
院长助理：张懿玮 
教务办公室主任：童 俊(试用期一年) 
旅游管理系副主任：张 媛 
酒店管理系主任：焦邻颖 副主任：苑炳慧 

十、国际教育学院 

院长：齐沪扬 
常务副院长：范剑华(试用期半年) 
学院办公室主任：王维敏(试用期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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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法工作室：首席教授惠中 
小学教育系主任：方明生(试用期一年)   副主任：华党生(试用期半年) 
汉语国际教育系副主任：崔维真(试用期一年) 
国际汉语教学部主任：范剑华(兼)   副主任：周 婷(试用期一年) 

十一、公共教育学院 

院长：景继良 
心理咨询教研室主任：丁  玲(兼) 副主任：皮凤英(兼) 
数学教研室主任：张修梅 副主任：史伟(试用期一年) 
大学语文教研室主任：李文倩  
体育教学部主任：韩玉璋 顾问：姚  武(兼) 
 副主任：陈  理(试用期一年)、 

    董宝林(试用期一年) 
军事理论教研室主任：陈楠生(兼)  
文化艺术教育中心主任：邵龙宝(兼) 副主任：缑  瑛(试用期一年) 

十二、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邵龙宝 
副院长：严国军、游昀之、吴秋耘(兼) 
学院办公室副主任：缪小培   

十三、机械电子工程系 

主任：刘  平(试用期半年) 副主任：李 强(试用期半年) 

十四、嘉善光彪学院(校基础部) 

院长：李  进(兼) 
副院长：陈新中(常务)、龚发志、俞鹤祥(兼)、顾顺德  
基础部综合办公室主任：卜晓明(兼) 副主任：肖凤林(兼)、仲伟霖(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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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副主任：蒋华强(主持工作，试用期一年)、李盼荣、 
              庞  州(试用期一年) 
教务办公室主任：茅云辉 
学生教育办公室主任：孙丹枫(试用期半年) 副主任：周士心(试用期半年) 
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俞豪杰   
校地合作办公室主任：钱  萍(兼) 副主任：费金英(试用期一年) 
图书馆馆长助理： 王琏嘉、费 力(试用期一年) 
安全保卫办公室副主任：姜观清 
基建后勤办公室副主任：顾雪娟(主持工作，试用期一年)、钱明山 

十五、沪东工学院 

院长：薛兴国 
副院长：刘世杰(兼) 
教务办公室主任：史丽花(兼) 
学生教育办公室主任：刘世杰(兼) 副主任：彭远森(兼) 
机电一体化专业主任：高健文 副主任：史丽花 
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主任：杨  捷 副主任：诸  航 
智能控制技术专业副主任：张  杨  
船舶工程技术专业主任：柯御坊 副主任：杨玉东 
物流管理专业主任：程晓雯  

十六、时尚学院 

院长：周旭东 
副院长：程  宏、周学军(兼) 
教务办公室副主任：黄  屏 
学生教育办公室主任：周  亮(兼) 
服装与服饰设计系副主任：戴竞宇(试用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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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工程系副主任：费雯俪(试用期一年) 

十七、创新与创业学院 

院长：朱元春(兼) 
副院长：陈楠生(兼)、吴满琳(兼,试用期一年) 
院长助理：刘开颜 

十八、继续教育学院 

院长：吴建国  
副院长：凌伯强(试用期一年) 

 
  以上同志聘期为1年,自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止。 

 
 

上海杉达学院 
                                   2017 年 10 月 23 日 
 

 
 
 
 
 
 
 
 
 

上海杉达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2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