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教育工会华南师范大学委员会文件
华师工会[2020]09 号

关于公布华南师范大学
第二十四届部门工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各部门工会：

根据《华南师范大学部门工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华师工会

[2020]03 号）文件精神，在校工会和各二级党组织的指导下，部门工会

换届工作如期完成。现将我校第二十四届部门工会委员会组成人员公布

如下：

教育科学学院：

主席：齐梅 副主席： 陈冬梅

委员：陈茵茵 李伶倩 刘磊明 廖敏 李群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主席：刘体胜



委员：王芹 许灿荣 詹莹莹 彭杰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主席：杨婷 副主席： 余晓玲

委员：张永刚 李张容 朱敏智

历史文化学院：

主席：夏志前

委员：周孜正 桑江歌 梁丽红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主席：刘伟 副主席： 洪嬛

委员：李雪萍 回坤 凌达 何川 辜小捷

国际文化学院：

主席：李利 副主席： 刘书慧

委员：陈珺 陈冬娜 张倩 莫克翟 朱玮光

美术学院：

主席：盛恩养

委员：郑冬华 肖映河 邢蓬华 荆懿 欧阳岚 张海鹏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主席：李剑琴 副主席： 张晓娜

委员：王俊晖 周菁 睢凌 王洪江 何韶阳

数学科学学院：

主席：刘岩 副主席： 杨海

委员：李湖南 倪军娜 黄映如 俞海波 张建斌

生命科学学院：



主席：彭长连 副主席： 林正眉

委员：洪玉珊 王亚琴 官党娟 刘晓涛 陈怡玲

地理科学学院：

主席：陈朝隆 副主席： 陈敏

委员：雷钦钧 何雪梅 刘晓艳 丁浒

计算机学院：

主席：张奇支 副主席： 钟群锋

委员：李友兴 潘明 龚征 谭琦 周彩霞

心理学院：

主席：田丽丽

委员：黄健 张可 张得龙 孙广宇 陈栩茜 李春宇

继续教育学院：

主席：张砚清

委员：张静 柯东梅 陆志豪 柳又菁

网络教育学院：

主席：罗安妮 副主席： 黄旖旎

委员：赖国雄 贺义梅 李君 黄金华 崔蓓

半导体科学技术研究院：

主席：庄少君

委员：朱凝

生物光子学研究院：

主席：刘汉平

委员：钟会清 刘家兴 吴燕燕



脑科学与康复医学研究院：

主席：肖林

委员：朱媛芬 李论雄

教师教育学部：

主席：谢光灵

委员：陈寒 张晓蕾 张倩 李文芳 齐文涛 冯飞宇

文学院：

主席：孙雪霞

委员：肖少宋 张成华 何春华 王立涛 翁筱曼 李艳丰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席：张凤超 副主席： 蔡圣刚

委员：钟凤贵 韩海雯 梁益军 王雅丽 李红贤

法学院：

主席：沈虹

委员：马颜昕 王睿 李斯特 王文敏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主席：刘剑玲

委员：于刚强 马敏 聂泳祥 董伟

音乐学院：

主席：刘妍

委员：谢思洁 葛雅琳 李卢泰龙 于翔 陈晞 何欢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主席：宋晖 副主席： 邵志刚



委员：艾保全 戴飞鹏 雷涛 姜小芳 张静

化学学院：

主席：刘聪 副主席： 卜姝华

委员：彭彬 李玥 潘伟健 郭慢丽 陈木娟

旅游管理学院：

主席：宋一兵

委员：梁美娟 王冉 孙夏 邓盛梅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主席：邓冬梅

委员：郭健平 杨爽 匡杰 刘忠民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

主席：袁冬 副主席： 唐彪

委员：胡小文 赵威 唐彪 冯炎聪 张小苗 黄雯

环境学院：

主席：黄明智

委员：华佩 蓝冰燕 晏晓敏 杨海燕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

主席：宋志润

城市文化学院：

主席：陈卫强

委员：辛乐青 胡玉福 陈文安 张相平

国际商学院：

主席：阮傲 副主席： 吴玲芳



委员：李雪芳 刘鸿展 曾宇丹 黄凡 王琛然

软件学院：

主席：张承忠 副主席 李小亚

委员：李丽 郑钰洁 陈恒法 苏意玲 黄武秋

职业教育学院：

主席：程蕉

委员：杨辉 赖彦希 杜春杰 刘海唤

后勤：

主席：叶育贤

委员：邓华山 高桂兰 王芳萍 王斌 莫时声 李春联

李芬 何思

网络中心：

主席：罗辉琼

委员：林怀恭 何明发 熊频 于慧丽

分析测试中心：

主席：王群芳

委员：汪一聪 刘锦辉

图书馆：

主席：黄水清 副主席： 王彦

委员：李源 谭璟昱 丁沫 张华宝 詹喜瑜

教师发展中心：

主席：蔡韶华

委员：张裕瑜 张菊凌 崔雪 邓柳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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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医院：

主席：吴俊辉

委员：黄志伟 冯云璐 李洋 马晓辉 刘旖旎 王倩

附小：

主席：庞伟平

委员：李红梅 沈晓燕 洪同海 杨妍淑 陈秋琦

幼儿园：

主席：陈立勋

委员：李雨桐 叶林 吴冰冰 陈旺 施晓莉 蔡廷廷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主席：王峰 副主席： 钟维悦

委员：何燕婷 余伟萍 曾碧玉 李海芬 王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