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公告 

2019年第4号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了第99次会议。会议由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长许宁生主持，参加会议并投票的委员有27人。会

议审议并表决同意授予164人博士学位，不同意授予4人博士学位。 

根据《复旦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规定，学位申请人自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作出授予其学位决定之日起即获得相应的学位，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公

布之日起，任何人均可对相应的决定提出异议。自2019年10月31日至2019年

12月29日，如对本次公布的授予博士学位人员持有不同意见，可直接向复旦

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书面提出。 

特此公告。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9年10月31日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99次会议 

通过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 
哲学 1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 1人 祝薪闲  

 

经济学 3人  

政治经济学 1人 张成强  

金融学 1人 周文龙  

数量经济学 1人 李苍祺  

 

法学 7人  

法学 1人 白阳  

政治学理论 1人 舒翠玲  

国际政治 2人 马萧萧 刘青尧  

社会学 2人 李学会 赵春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人 章璇  

 

文学 3人  

中国古典文献学 1人 刘思亮  

中国古代文学 1人 邱苑妮  

新闻学 1人 潘一凡  

 

历史学 3人  

考古学 2人 周阿江 刘启寰  

世界史 1人 马宁  

 

理学 75人  

基础数学 2人 刘智敏 秦晓珊  

计算数学 1人 张一超  

理论物理 1人 俞昕宁  

原子与分子物理 1人 刘钰鹏  

凝聚态物理 1人 杨乐  

光学 1人 梁荣达  

无机化学 1人 肖杏宇  

有机化学 2人 李雄飞 闫萌  

物理化学 1人 郭斌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4人 吕蕾蕾 郑轲 陈怀俊 赵文锋  

化学生物学 4人 方静 徐启明 王冬冬 秦剑峰  

神经生物学 5人 任婉婷 王敏 井冬青 贾岩岩 邱芳 

遗传学 3人 陈旭波 董霜霜 王大奇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4人 

谢作锟 肖健雄 许沙 石振楠 胡士斌 

李梦恬 顾宗英 马卫德 康春兰 王振 

费飞 李亦楠 秦文俊 邵杨  

生物物理学 1人 段树燕  

人类生物学 1人 王迟早  

生态学 3人 李琴 徐晓 刘晓晴  

生物统计学 1人 周博言  

流体力学 2人 郁汀 周楠  

物理电子学 2人 叶子 郝如龙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1人 倪哲侃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1人 邱鹏辉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人 许卫霞  

计算机应用技术 2人 刘鹏飞 巴合提亚尔·巴热  

病原生物学 4人 王蕾 孟余 余欣 侯琳琳  

放射医学 1人 张俊玲  

医学系统生物学 1人 赵亚欣  

药剂学 1人 范武发  

生药学 2人 黄雅思 贾心语  

药物分析学 2人 毛华 陈丽竹  

药理学 8人 
周一鸣 沈熊 常玲玲 江长优 石焕英 

王玄 赵鹏 陈乔丽  

 

工学 5人  

光学工程 3人 徐雪炀 吉建伟 高梦宇  

材料物理与化学 1人 晏忠  

材料学 1人 陈阳  

 

工程 2人  

生物与医药 2人 江培学 王丹  

 

医学 47人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1人 张海锋  

免疫学 1人 宋燕  

病原生物学 1人 李崇山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2人 徐玉婷 徐玉音  



法医学 1人 孟航  

放射医学 1人 郭飞  

医学系统生物学 1人 史云  

内科学 8人 
刘黎黎 姜芳洁 汤美雯 韩雪婷 孙漪峰 

杨继娥 孙正旭 徐庆庆  

儿科学 3人 张文婷 韩新利 胡姚  

神经病学 1人 沈怡君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2人 刘先平 胡培安  

临床检验诊断学 1人 邓萱  

外科学 7人 
李炜淼 郁骁珩 鉴谧 李波 高洋 

李钦芳 王轩  

妇产科学 3人 蔡东莉 孟楠 郑婷婷  

耳鼻咽喉科学 2人 赖玉婷 杨越  

肿瘤学 4人 李薇薇 陈雅婕 罗菊锐 赵阳  

运动医学 1人 蔡江瑜  

全科医学 2人 顾杰 杜兆辉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3人 庄建林 朱静芬 张娟娟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1人 何鲜桂  

中西医结合临床 1人 陆林玮  

 

临床医学 10人  

内科学 1人 许佳瑞  

神经病学 1人 丁梦媛  

皮肤病与性病学 1人 王上上  

外科学 1人 陈楠  

妇产科学 2人 钱智敏 刘艳梅  

肿瘤学 4人 刘心舟 邵以琳 徐振鸿 韩立涛  

 

管理学 8人  

管理科学与工程 1人 李金凤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人 查婷婷 田婧  

会计学 1人 杨楠  

企业管理 2人 冯锋 帅佳旖  

财务学 1人 杨小勇  

公共政策 1人 于跃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