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北京大学 段慧玲 固体力学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范辉军 基础数学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傅绥燕 空间物理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韩世辉
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
经科学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侯仰龙 材料物理与化学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黄清华 地球物理学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刘国恩 经济学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刘海超 物理化学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刘俏 金融学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刘运全 原子与分子物理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陆正飞 会计学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王博 中国哲学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王辉 企业管理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王奇生 中国近现代史 北京大学

2013、2014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建议人选名单

（按推荐高校名称拼音排序）

一、特聘教授（29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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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北京大学 王新强 宽禁带半导体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王正毅 国际关系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吴飙 凝聚态物理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吴晓磊 能源动力与资源工程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谢立中 社会学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谢晓非 应用心理学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徐东升 纳米能源材料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许晨阳 代数几何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张路 软件工程 北京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曹先彬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丁水汀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及
工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丁希仑 机械设计及理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龙卫球 民商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宋凝芳 光学工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徐立军 热能工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徐福建 材料学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高亮 道路与铁道工程 北京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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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北京科技大学 张立峰 钢铁冶金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曲良体 材料物理与化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王美玲 导航、制导与控制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薄志山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崔保山 水文学及水资源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李运富 汉语言文字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刘勇 中国现当代文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沈珍瑶 环境工程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吴向东 马克思主义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 黄波 免疫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荆志成 心血管内科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王健伟 病原生物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张烜 内科学(风湿病)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语言大学 华学诚 汉语言文字学 北京语言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段春迎 无机化学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孙希明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 刘强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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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第四军医大学 招明高 药理学 第四军医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杨仕文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张小松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电子科技大学

东北大学 张颖伟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东北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付玉杰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
用

东北林业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向文胜 农药学 东北农业大学

东华大学 丁永生 控制科学与工程 东华大学

东华大学 顾伯洪 纺织科学与工程 东华大学

东南大学 陈云飞 机械设计与理论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刘加平 土木工程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周佑勇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东南大学

复旦大学 曾璇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
学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陈诗一 能源环境经济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郜元宝 中国现当代文学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郭苏建 政治学理论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李富友 无机化学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毛颖 外科学（神经外科）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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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复旦大学 莫伟民 外国哲学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彭慧胜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屈卫东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
学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汪涌豪 中国古代文学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严军 应用数学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杨振纲 神经生物学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张卫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
学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章清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复旦大学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黎湘 通信与信息系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肖侬 计算机系统结构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李玩幽 轮机工程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单德彬 材料加工工程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苏彦庆 材料加工工程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谭忆秋 道路与铁道工程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田禹 环境工程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杨春晖 应用化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郑萍 电机与电器 哈尔滨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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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 王媛 岩土工程 河海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汤继华 作物遗传育种 河南农业大学

湖南大学 李树涛 控制科学与工程 湖南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李永平 水利工程 华北电力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李春忠 材料化学工程 华东理工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轩福贞 特种设备设计与制造 华东理工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郭秀艳 基础心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胡文浩 有机化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李政涛 教育学原理 华东师范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张勤远 材料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张卫国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华南理工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郭照立 热能工程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黄恺 临床医学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刘剑峰 生物物理学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张应强 教育学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周华民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肖少波 预防兽医学 华中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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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 熊立仲 植物逆境分子生物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王健 体育人文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王泽龙 中国现当代文学 华中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韩喜平 马克思主义理论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赵宾福 考古学 吉林大学

吉林农业大学 王春凤 预防兽医学 吉林农业大学

南京大学 安同良 理论经济学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毕军 环境政策与风险管理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陈冬华 工商管理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何成洲 英语语言文学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黄贤金 公共管理学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金飚兵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李向东 天体物理学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潘丙才 环境工程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孙建军
情报学(信息资源管
理)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孙江 中国近现代史 南京大学历史系

南京大学 唐正东 马克思主义哲学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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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王欣然 物理电子学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吴迪 材料物理与化学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徐静娟 分析化学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翟学伟 社会学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朱东强 环境科学 南京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曲宁松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杨健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陈发棣 园艺学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胡志斌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南京医科大学

南开大学 查洪德 中国古代文学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孙红文 环境科学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王利华 中国古代史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王新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王兆军 统计质量控制 南开大学

清华大学 陈劲 技术创新管理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陈靖 先进核燃料循环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韩林海 结构工程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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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林章凛 生物化工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舒继武 计算机系统结构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苏竣 公共管理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田煜 机械设计及理论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王书肖 环境工程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王训 无机化学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颜宁 生物物理学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杨之曙 金融学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张扬军 发动机流动与增压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郑力 工业工程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朱纪洪 飞行器自主控制 清华大学

山东大学 陈炎 文艺学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彭军 内科学（血液病）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吴臻 随机控制 山东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王启龙 藏学 陕西师范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John Tomas 西方经济学 Rutgers University

上海财经大学 靳庆鲁 会计学 上海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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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 鞠建东 国际贸易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崔大祥 生物医学工程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谷大武 密码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林厚文 海洋药物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孙晓东 眼科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万德成 船舶与海洋工程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王杰 文艺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杨小虎 天体物理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朱利民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乔国强 英语语言文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 曹彬 内科学（呼吸系病） 首都医科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 吉训明 神经外科 首都医科大学

四川大学 黄灿华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四川大学

苏州大学 王尧 中国现当代文学 苏州大学

苏州大学 张晓宏 材料物理与化学 苏州大学

天津大学 马新宾 化学工艺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 尧命发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
理

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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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 郑刚 岩土工程 天津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冯世庆 骨科 天津医科大学

同济大学 高绍荣 发育生物学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 戈宝学 免疫学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 刘志飞 海洋地质学 同济大学

武汉大学 陈文新 中国古代文学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丁四新 中国哲学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方卿 图书馆学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龚威 摄影测量与遥感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雷爱文 有机化学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卢文波 水工结构工程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施闯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
程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宋保亮 生物化学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熊立华 水文学及水资源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徐红星 光学 武汉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官建国 材料加工工程 武汉理工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郭立新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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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 刘进军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大学 张兴亮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西北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张艳宁 计算机应用技术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韦革宏 土壤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厦门大学 陈汉文 会计学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龙小宁 理论经济学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谢兆雄 物理化学 厦门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寇纲 管理科学与工程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闫连山 通信与信息系统 西南交通大学

燕山大学 徐波 材料学 燕山大学

浙江大学 陈红胜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黄先海 国际贸易学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李晓明 神经生物学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潘洪革 材料学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申有青 应用化学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田梅 分子影像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王云路
汉语言文字学（汉语
史）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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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吴晓波 管理科学与工程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徐骁 外科学（普外） 浙江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韩贵琳 水文地球化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陈中强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李传锋 光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徐铜文 化学工程与技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方忠 凝聚态物理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胡文平 物理化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汪寿阳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张平 基础数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段留生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江正强 食品科学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田见晖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杨淑华 植物学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郝立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任剑涛 政治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沈卫荣 专门史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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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孙郁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汪昌云 金融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王轶 民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喻国明 新闻传播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岳希明 财政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张志铭 法学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朱信凯 农业经济与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曾联波 矿产普查与勘探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金衍 油气井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戴彩丽 油气田开发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药科大学 郝海平 中药学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于志刚 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

中南大学 范景莲 材料学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 帅词俊 机械工程 中南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吴义强 木材科学与技术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山大学 陈兵龙 基础数学(几何分析)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陈少明 中国哲学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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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中山大学 康铁邦 基础肿瘤学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区景松 心血管学科（外科）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童明良 无机化学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王岳军 构造地质学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周大鸣 人类学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曾木圣 肿瘤病毒学 中山大学

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北京工业大学 乔俊飞 控制科学与工程 北京工业大学

第三军医大学 曾春雨 心血管内科 第三军医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陈华富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李斌 物理电子学 电子科技大学

福州大学 李登峰 管理科学与工程 福州大学

广西大学 梁恩维 天体物理 广西大学

广西大学 梅国雄 岩土工程 南京工业大学

贵州大学 池永贵 有机化学 贵州大学

其中：集体推荐（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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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海南大学 罗素兰 海洋药物 海南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马文会 有色金属冶金 昆明理工大学

兰州大学 罗洪刚 理论物理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 秦勇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兰州大学

兰州交通大学 闫浩文 环境地理信息系统 兰州交通大学

辽宁大学 宋伟 文艺学 辽宁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凌祥
流程工业节能技术与
装备

南京工业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杨光 动物学 南京师范大学

青海大学 魏加华 水利工程 清华大学

山东农业大学 郝玉金 果树学 山东农业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刘忠文 工业催化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张新科 中国古代文学 陕西师范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刘宇 体育学 上海体育学院

石河子大学 叶邦策 分析化学 华东理工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李华瑞 中国古代史 首都师范大学

四川大学 陈柏辉 基础数学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 盖建民 宗教学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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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四川大学 龚启勇 应用心理学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 韩俊宏 表观遗传学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 李忠明 材料加工工程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 舒跃龙 卫生检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天津科技大学 孙军 海洋生物 天津科技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李赞 军事通信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洪军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黄伟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俄亥俄大学商学院

西安科技大学 邓军 安全科学与工程 西安科技大学

西北大学 黄民兴 世界史 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 任保平 政治经济学 西北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潘光 武器系统与运用工程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单卫星 植物病理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藏大学 陈冠益 环境工程 天津大学

西藏大学 次旦扎西 中国少数民族史 西藏大学

西藏大学 张涛甫 新闻学 复旦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康国政 固体力学 西南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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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西南交通大学 唐小虎 通信与信息系统 西南交通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朱旻昊 机械设计及理论 西南交通大学

徐州医学院 曹君利 麻醉学 徐州医学院

长安大学 陈建勋 桥梁与隧道工程 长安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刘鸿武 非洲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郑州大学 韩一帆 工业催化 华东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 姚树洁 应用经济学 重庆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王国胤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重庆邮电大学

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北京大学
Philippe
Ciais

自然地理学
[法国]气候与环境科学
实验室（LSCE）

北京大学 金光亿 人类学 [韩国]首尔大学

北京大学 吴军桥 凝聚态物理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

北京大学 许春辉 生物医学成像 [美国]康奈尔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仲伟虹 材料学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

二、讲座教授（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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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北京交通大学 刘小平 机械电子工程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梅建军 科学技术史 [英国]李约瑟研究所

北京外国语大学 黄衍 英语语言文学
[新西兰]新西兰奥克兰
大学

滨州医学院 张成城 免疫学
[美国]西南医学研究中
心

大连海事大学 阎玉英 热能工程 [英国]诺丁汉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Federico
Rosei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加拿大]加拿大国立科
学研究院

电子科技大学 Jimmy Xu 光学工程 [美国]布朗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代伐 电路与系统 [美国]奥本大学

东北大学 金耀初 控制科学与工程 [英国]萨里大学

东南大学 陈志宁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新加坡]国立新加坡大
学

东南大学 颜安 金融学
[美国]Fordham
University

复旦大学
Richard H.
Finnell

医学遗传学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丁
分校

复旦大学 郭亮 市场营销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

复旦大学 纪如荣 神经生物学
[美国]Duke
University

复旦大学 唐科奇 分析化学仪器质谱
[美国]Pacific
Northwestern
National Laboratory

复旦大学 张琦 环境科学与工程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戴维斯分校

广东工业大学
Keiji
Maruoka

化学工程与技术 [日本]京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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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广东工业大学 蔡宗苇 环境科学与工程 [中国]香港浸会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姜志宏 中药学 [中国]澳门科技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Bassam A.
Younis

海洋工程湍流技术
[美国]美国加州大学戴
维斯分校

哈尔滨工业大学 祝效国 管理科学与工程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Joe Zhu 管理科学与工程
[美国]美国伍斯特理工
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 韦国芳 基础数学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
拉分校

华南理工大学 刘瑞海 食品科学 [美国]康奈尔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Carol A.
Seger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
学

华中科技大学 许献忠 生物物理学 [美国]密歇根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David Peter
Jackson

植物发育生物学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

华中农业大学
Edgar

B.Cahoon
脂类代谢与作物遗传
育种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
林肯分校

华中农业大学 游良志 农业经济管理
[美国]国际食物政策研
究所

吉林大学 李峰 考古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暨南大学
Mark

Richard
Rosenzweig

理论经济学 [美国]耶鲁大学

暨南大学 黄铭洪 环境科学与工程 [中国]香港浸会大学

暨南大学 于强 临床医学（肿瘤学）
[新加坡]新加坡基因组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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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江南大学
Artur
Cavaco-
paulo

纺织工程 [葡萄牙]米尼奥大学

江苏师范大学 李平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 张砺 神经生物学 [美国]南加州大学

南京大学
Avanidhar
Subrahmanya
m(Subra)

管理科学与工程
[美国]美国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UCLA)

南京大学 许建斌 物理电子学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

南京大学 印卧涛 计算数学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

南京工业大学 张华 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
[新加坡]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 侯怡伟 计算机应用技术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
学

南开大学 李润泽 统计学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清华大学 谭勇 管理科学与工程 [美国]华盛顿大学

清华大学 王印海 交通运输工程 [美国]华盛顿大学

清华大学 杨昆 凝聚态物理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
学

山东大学 迟洪波 免疫学
[美国]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山东大学 张平 宗教学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范延琴 数量经济学
[美国]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上海交通大学
Peter

Vorderer
新闻传播学 [德国]曼海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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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学校 姓名 岗位名称 现任职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李晓霞 免疫学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
CCLCM

上海交通大学 于君 内科学消化系病学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毛学荣 数学
[英国]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上海外国语大学
Michael
Herzfeld

人类学 [美国]哈佛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 王强 神经生物学 [美国]密苏里大学

四川大学
Alan John

Drew
凝聚态物理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
王学院

四川大学 田蓉 心血管病学 [美国]华盛顿大学

四川大学 郑阿财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台湾南华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范旭东 电子科学与技术
[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
堡分校

天津大学 李灵军 分析化学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
迪逊分校

天津工业大学 冯献社 膜材料与膜过程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同济大学
Anthony
CHEN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美国]Utah State
University

同济大学 席云平 结构工程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

武汉大学 魏军城 数学
[加拿大]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西安交通大学
Guy M.
Genin

固体力学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
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梁在 社会学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
本尼分校

西安交通大学 孙年祥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
学

[美国]美国东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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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 周政 工商管理 [中国]香港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査戈成 流体力学 [美国]迈阿密大学

厦门大学 程继新 生物医学工程 [美国]普渡大学

厦门大学 林志民 智能科学与技术 [中国]台湾元智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Michael J.
Brennan

金融学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洛杉矶分校

西南大学 梁贯成 数学教育 [中国]香港大学

长安大学 尤占平 道路与铁道工程 [美国]密歇根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H. HOLLY

WANG
农业经济管理 [美国]普渡大学

浙江大学
Junshan
Zhang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

浙江大学
Peter ten
Dijke

细胞生物学
[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
心

浙江大学 甘苏生 蔬菜学 [美国]康奈尔大学

浙江大学 魏文毅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美国]哈佛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Ali Polat 构造地质学 [加拿大]温莎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吕自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Akram

Alfantazi
材料科学与工程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
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Joerg Kudla 植物学
[德国]University of
Muenster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Sarah
Katherine
Spurgeon

化工过程机械
[英国]University of
K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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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科大学
David
Oupicky

药剂学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

中山大学 李巍 眼科学
[美国]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

中山大学 梁锦荣 生物医用材料 [美国]杜克大学

重庆大学 楚剑 岩土工程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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