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李向东 香港理工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城市与环境学院英杰交
流中心345房间门口宣传栏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朴世龙 北京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城市与环境学院英杰交
流中心345房间门口宣传栏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史培军 北京师范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城市与环境学院英杰交
流中心345房间门口宣传栏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朱永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城市与环境学院英杰交
流中心345房间门口宣传栏

北京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陈  文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物理学院西楼一楼公告
栏

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空间学院 陈  凌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逸
夫二楼二层公示橱窗

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空间学院 底青云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逸
夫二楼二层公示橱窗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鲁安怀 北京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逸
夫二楼二层公示橱窗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陈子江（女） 山东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第三医院行政楼一楼公
告栏

北京大学电子学系 陈延峰 南京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

北京大学电子学系 彭练矛 北京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

北京大学电子学系 叶志镇 浙江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

北京大学工学院 陆夕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工学院力学大院力学楼
一层宣传栏

北京大学工学院 夏克青 南方科技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工学院力学大院力学楼
一层宣传栏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迟力峰 苏州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A104办公区公告栏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房  喻 陕西师范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A104办公区公告栏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胡文平 天津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A104办公区公告栏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李峻柏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A104办公区公告栏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邢献然 北京科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A104办公区公告栏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杨  震 北京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A104办公区公告栏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俞  飚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A104办公区公告栏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张  锦 北京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A104办公区公告栏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张德清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A104办公区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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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周  翔 武汉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A104办公区公告栏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  彤 北京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大
楼一楼公告栏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王松灵 首都医科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口腔医院综合楼一层大
厅公告栏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董  晨 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人民医院行政办公楼一
层公告栏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房静远 上海交通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人民医院行政办公楼一
层公告栏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栗占国 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人民医院行政办公楼一
层公告栏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李  骏 复旦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数学科学学院理科一号
楼二层公告栏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李嘉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数学科学学院理科一号
楼二层公告栏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刘建亚 山东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数学科学学院理科一号
楼二层公告栏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孙斌勇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数学科学学院理科一号
楼二层公告栏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张继平 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数学科学学院理科一号
楼二层公告栏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包  刚 浙江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数学科学学院理科一号
楼二层公告栏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丁  洪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物理学院西楼一楼公告
栏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方  忠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物理学院西楼一楼公告
栏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高原宁 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物理学院西楼一楼公告
栏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韩金林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物理学院西楼一楼公告
栏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季向东 上海交通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物理学院西楼一楼公告
栏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林海青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物理学院西楼一楼公告
栏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汤  超 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物理学院西楼一楼公告
栏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王  炜 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物理学院西楼一楼公告
栏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周兴江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物理学院西楼一楼公告
栏

北京大学医学部 耿美玉（女）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医学部中心实验楼一层
公告栏

北京大学医学部 李劲松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医学部中心实验楼一层
公告栏

北京大学医学部 瞿  佳 温州医科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大学勺园5甲行政楼3层公示栏、医学部中心实验楼一层
公告栏

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马光辉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北京化工大学东校区办公楼前公示栏

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徐春明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北京化工大学东校区办公楼前公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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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  光 南京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北京科技大学办公楼前公示栏

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  荻 上海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北京科技大学办公楼前公示栏

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  跃 北京科技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北京科技大学办公楼前公示栏

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美芳（女） 东华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北京科技大学办公楼前公示栏

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院 刘吉平 北京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北京科技大学主楼三层南侧

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院 孙  军 西安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北京科技大学主楼三层南侧

北京科技大学物理化学系 卜显和 南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楼一层大厅公示栏

北京科技大学物理化学系 施剑林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楼一层大厅公示栏

北京科技大学物理化学系 邢献然 北京科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楼一层大厅公示栏

北京科技大学物理化学系 俞书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楼一层大厅公示栏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戴永久 中山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师范大学主楼C区大厅公示栏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葛全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师范大学主楼C区大厅公示栏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宫  鹏 清华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师范大学主楼C区大厅公示栏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史培军 北京师范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师范大学主楼C区大厅公示栏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帅志刚 清华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师范大学主楼C区大厅公示栏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杨金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师范大学主楼C区大厅公示栏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张德清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北京师范大学主楼C区大厅公示栏

北京中医药大学 徐安龙 北京中医药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9-9.8
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平街校区东一楼（行政楼）一层校务公开
栏、和平街校区食堂西侧公告栏、良乡校区综合办公楼一层
大厅公告栏、良乡校区食堂西侧公告栏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贾振元 大连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9-9.9
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二楼中厅、机械工程学院一楼大
厅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李路明 清华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9-9.9
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二楼中厅、机械工程学院一楼大
厅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张卫红 西北工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9-9.9
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二楼中厅、机械工程学院一楼大
厅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朱向阳 上海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9-9.9
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二楼中厅、机械工程学院一楼大
厅

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徐世烺 浙江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9-9.9
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二楼中厅、机械工程学院一楼大
厅

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段广仁 哈尔滨工业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学管一楼）

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  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学管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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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乔  红（女）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学管一楼）

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于登云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学管一楼）

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化光 东北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学管一楼）

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 刘益春 东北师范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 张  荣 厦门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 郑婉华（女）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吉平 北京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9-9.9
东华大学松江校区5号学院楼（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3楼公
告栏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  跃 北京科技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9-9.9
东华大学松江校区5号学院楼（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3楼公
告栏

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美芳（女） 东华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9-9.9
东华大学松江校区5号学院楼（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3楼公
告栏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滕皋军 东南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东南大学丁家桥校区基一楼公告栏、中大医院中大院一楼公
告栏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段  进 东南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中大院一楼公告栏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徐世烺 浙江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土木工程学院一楼公告栏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赵阳升 太原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土木工程学院一楼公告栏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 杨绍普 石家庄铁道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交通学院一楼公告栏

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崔铁军 东南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健雄院一楼公告栏

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邓少芝（女） 中山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健雄院一楼公告栏

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风益 南昌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健雄院一楼公告栏

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龙桂鲁 清华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健雄院一楼公告栏

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马  林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

院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健雄院一楼公告栏

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金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健雄院一楼公告栏

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尤肖虎 东南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健雄院一楼公告栏

东南大学医学院 滕皋军 东南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东南大学丁家桥校区基一楼公告栏、中大医院中大院一楼公
告栏

复旦大学化学系 李峻柏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化学系公告栏（江湾校区化学楼A区1楼）

复旦大学化学系 王梅祥 清华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化学系公告栏（江湾校区化学楼A区1楼）

复旦大学化学系 周鸣飞 复旦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化学系公告栏（江湾校区化学楼A区1楼）

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 胡海岚（女） 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脑科学研究院公告栏（枫林校区明道楼1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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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 马  兰（女）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脑科学研究院公告栏（枫林校区明道楼13楼）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董  晨 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上海医学院公告栏（枫林校区治道楼1楼）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傅吉祥 复旦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数学科学学院公告栏（邯郸校区光华楼15楼）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李  骏 复旦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数学科学学院公告栏（邯郸校区光华楼15楼）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叶向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数学科学学院公告栏（邯郸校区光华楼15楼）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张  平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数学科学学院公告栏（邯郸校区光华楼15楼）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 丁  洪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物理学系公告栏（江湾校区物理楼1楼）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 方  忠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物理学系公告栏（江湾校区物理楼1楼）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 封东来 复旦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物理学系公告栏（江湾校区物理楼1楼）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 马琰铭 吉林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物理学系公告栏（江湾校区物理楼1楼）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 沈  健 复旦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物理学系公告栏（江湾校区物理楼1楼）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 王  炜 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物理学系公告栏（江湾校区物理楼1楼）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 周兴江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复旦大学人事处/人才办公告栏（邯郸校区第一教学楼3楼）
、物理学系公告栏（江湾校区物理楼1楼）

合肥工业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俞书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合肥工业大学行政二号楼一楼大厅公告栏、化学与化工学院
行政楼一楼大厅公告栏

湖南大学 曹一家 长沙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湖南大学学校主办公楼一楼大厅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胡文平 天津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湖南大学学校化学化工学院办公楼一楼大厅

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马光辉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学校网站

公示通知
8.8-9.6

华东理工大学徐汇校区化工学院公告栏（实验12楼一楼大
厅）

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元英进 天津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学校网站

公示通知
8.8-9.6

华东理工大学徐汇校区化工学院公告栏（实验12楼一楼大
厅）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施剑林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校内公共
数据库告知公示信息

8.9-9.8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化学楼一楼公示栏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骆清铭 海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东十一楼一楼公告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汪道文 华中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行政楼一楼公告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王建安 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行政楼一楼公告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张  旭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行政楼一楼公告栏

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部 成秋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吉林大学鼎新楼6楼走廊

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部 底青云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吉林大学鼎新楼6楼走廊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吉林大学鼎新楼6楼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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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迟力峰 苏州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吉林大学鼎新楼6楼走廊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李峻柏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吉林大学鼎新楼6楼走廊

吉林大学物理学院 马琰铭 吉林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吉林大学鼎新楼6楼走廊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吴骊珠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兰州大学化学楼3楼公告栏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杨  震 北京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兰州大学化学楼3楼公告栏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张  锦 北京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兰州大学化学楼3楼公告栏

兰州大学力学系 卢天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兰州大学齐云楼4楼公告栏

兰州大学力学系 王铁军 西安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兰州大学齐云楼4楼公告栏

兰州大学力学系 郑泉水 清华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兰州大学齐云楼4楼公告栏

兰州大学力学系 周又和 兰州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兰州大学齐云楼4楼公告栏

南京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陈延峰 南京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科学楼九楼通知栏

南京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彭练矛 北京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科学楼九楼通知栏

南京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叶志镇 浙江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科学楼九楼通知栏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陈  文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大气楼一楼大厅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戴永久 中山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大气楼一楼大厅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郄秀书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大气楼一楼大厅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朱  彤 北京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大气楼一楼大厅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董树文 南京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朱共山楼一楼大厅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鲁安怀 北京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朱共山楼一楼大厅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肖文交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朱共山楼一楼大厅

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  荣 厦门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潘忠来楼一楼大厅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周  翔 武汉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化学楼H区二楼通知栏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戴子高 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天文楼202室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韩金林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天文楼202室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常  进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天文楼202室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常  凯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物理楼一楼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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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丁  洪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物理楼一楼大厅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方  忠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物理楼一楼大厅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封东来 复旦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物理楼一楼大厅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沈  健 复旦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物理楼一楼大厅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汤  超 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物理楼一楼大厅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王  炜 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物理楼一楼大厅

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范更华 福州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一楼大厅

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傅吉祥 复旦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一楼大厅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二楼中厅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陈永胜 南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二楼中厅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刘  育 南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二楼中厅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张德清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二楼中厅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卜显和 南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二楼中厅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施剑林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二楼中厅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邢献然 北京科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二楼中厅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俞书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二楼中厅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陈延峰 南京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逸夫技术科学楼二楼大厅公告栏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彭练矛 北京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逸夫技术科学楼二楼大厅公告栏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叶志镇 浙江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逸夫技术科学楼二楼大厅公告栏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朱美芳（女） 东华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逸夫技术科学楼二楼大厅公告栏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 宫  鹏 清华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南楼8层公示栏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 卢天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北楼一层公示栏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 王铁军 西安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北楼一层公示栏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 郑泉水 清华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北楼一层公示栏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 周又和 兰州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北楼一层公示栏

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冷劲松 哈尔滨工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北楼一层公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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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李行伟 香港科技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北楼一层公示栏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贾振元 大连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李兆基科技大楼四层公示栏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李路明 清华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北楼一层公示栏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张卫红 西北工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李兆基科技大楼四层公示栏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朱向阳 上海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李兆基科技大楼四层公示栏

清华大学化学系 蔡宗苇 香港浸会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何添楼二楼化学系办公室外公示栏

清华大学化学系 樊春海 上海交通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何添楼二楼化学系办公室外公示栏

清华大学化学系 李景虹 清华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何添楼二楼化学系办公室外公示栏

清华大学化学系 刘  育 南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何添楼二楼化学系办公室外公示栏

清华大学化学系 马大为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何添楼二楼化学系办公室外公示栏

清华大学化学系 帅志刚 清华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何添楼二楼化学系办公室外公示栏

清华大学化学系 王梅祥 清华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何添楼二楼化学系办公室外公示栏

清华大学化学系 吴骊珠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何添楼二楼化学系办公室外公示栏

清华大学化学系 杨金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何添楼二楼化学系办公室外公示栏

清华大学化学系 张  锦 北京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何添楼二楼化学系办公室外公示栏

清华大学理学院 封东来 复旦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理科楼物理系一楼大厅公告栏

清华大学理学院 高原宁 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理科楼物理系一楼大厅公告栏

清华大学理学院 马琰铭 吉林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理科楼物理系一楼大厅公告栏

清华大学理学院 周兴江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理科楼物理系一楼大厅公告栏

清华大学免疫研究所 董  晨 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医学科学楼一楼公示栏

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 曹一家 长沙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西主楼二区大厅公示栏

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 姜培学 清华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能动系系馆二楼公示栏

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 王秋良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西主楼二区大厅公示栏

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 赵天寿 香港科技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能动系系馆二楼公示栏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何祖华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馆一层公告栏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谢道昕 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馆一层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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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许瑞明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馆一层公告栏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杨维才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馆一层公告栏

清华大学物理系 龙桂鲁 清华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理科楼物理系一楼大厅公告栏

清华大学物理系 马  林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

院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理科楼物理系一楼大厅公告栏

清华大学物理系 王金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理科楼物理系一楼大厅公告栏

清华大学物理系 尤肖虎 东南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理科楼物理系一楼大厅公告栏

清华大学医学院 栗占国 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清华大学医学科学楼一楼公示栏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迟力峰 苏州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厦门大学思明校区化学楼一楼大厅公告栏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张  锦 北京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厦门大学思明校区化学楼一楼大厅公告栏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周鸣飞 复旦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厦门大学思明校区化学楼一楼大厅公告栏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林圣彩 厦门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厦门大学翔安校区黄朝阳楼一楼大厅公告栏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宋保亮 武汉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厦门大学翔安校区黄朝阳楼一楼大厅公告栏

厦门大学物理系 刘益春 东北师范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厦门大学思明校区海韵园物理新大楼一楼公告栏

厦门大学物理系 张  荣 厦门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厦门大学思明校区海韵园物理新大楼一楼公告栏

厦门大学物理系 郑婉华（女）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厦门大学思明校区海韵园物理新大楼一楼公告栏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陈子江（女） 山东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中心院区仁和楼一楼大厅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李峻柏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山东大学化工学院化学新楼一楼大厅、化学老楼一楼大厅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马大为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山东大学化工学院化学新楼一楼大厅、化学老楼一楼大厅

山东大学数学学院 刘建亚 山东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B座8楼南公告栏

山东大学数学学院 张继平 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B座8楼南公告栏

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房  喻 陕西师范大学 化学部 学校官网公示 8.9-9.8 学校官网 www.snnu.edu.cn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  光 南京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人力资源

处主页公示
8.9-9.7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徐祖耀楼三楼公
示栏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  军 西安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人力资源

处主页公示
8.9-9.7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徐祖耀楼三楼公
示栏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  荻 上海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人力资源

处主页公示
8.9-9.7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徐祖耀楼三楼公
示栏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蔡宗苇 香港浸会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人力资源

处主页公示
8.9-9.7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化学化工学院A楼一楼大厅公示栏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樊春海 上海交通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人力资源

处主页公示
8.9-9.7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化学化工学院A楼一楼大厅公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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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李景虹 清华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人力资源

处主页公示
8.9-9.7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化学化工学院A楼一楼大厅公示栏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贾振元 大连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人力资源

处主页公示
8.9-9.7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A楼二楼公示栏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李路明 清华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人力资源

处主页公示
8.9-9.7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A楼二楼公示栏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张卫红 西北工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人力资源

处主页公示
8.9-9.7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A楼二楼公示栏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朱向阳 上海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人力资源

处主页公示
8.9-9.7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A楼二楼公示栏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 季向东 上海交通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人力资源

处主页公示
8.9-9.7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李政道研究所一楼公示栏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 万宝年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人力资源

处主页公示
8.9-9.7 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李政道研究所一楼公示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
院

陈子江（女） 山东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人力资源

处主页公示
8.9-9.7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160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职工食堂院务、党务公示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房静远 上海交通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人力资源

处主页公示
8.9-9.7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160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职工食堂院务、党务公示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杨正林 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行政楼正门公告信息栏处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胡文平 天津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50楼化工学院A区二层公示栏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马光辉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50楼化工学院A区二层公示栏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徐春明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50楼化工学院A区二层公示栏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俞  飚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50楼化工学院A区二层公示栏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元英进 天津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50楼化工学院A区二层公示栏

天津大学应用数学中心 范更华 福州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第六教学楼应用数学中心一层公示
栏

同济大学建筑学院 段  进 东南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8-9.7

同济大学行政楼公示栏和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明成楼公告栏
（四平路校区，四平路1239号）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 孙和平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公告栏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俞  飚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院学院公告栏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周  翔 武汉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院学院公告栏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林圣彩 厦门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公告栏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宋保亮 武汉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公告栏

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  光 南京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西安交通大学仲英楼2层材料学院公告栏

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  军 西安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西安交通大学仲英楼2层材料学院公告栏

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  荻 上海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西安交通大学仲英楼2层材料学院公告栏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冷劲松 哈尔滨工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西安交通大学教一楼东3层航天学院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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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卢天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西安交通大学教一楼东3层航天学院公告栏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王铁军 西安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西安交通大学教一楼东3层航天学院公告栏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郑泉水 清华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西安交通大学教一楼东3层航天学院公告栏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周又和 兰州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西安交通大学教一楼东3层航天学院公告栏

长安大学地质工程与测绘学院 彭建兵 长安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长安大学学校教学主楼公告栏和地测学院公告栏，查阅地点
为学校教学主楼212室

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延峰 南京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材料学院（曹光彪主楼）三楼宣传栏

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彭练矛 北京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材料学院（曹光彪主楼）三楼宣传栏

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叶志镇 浙江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材料学院（曹光彪主楼）三楼宣传栏

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  跃 北京科技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材料学院（曹光彪主楼）三楼宣传栏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段  进 东南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建工学院（安中建工大楼）一楼门厅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徐世烺 浙江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建工学院（安中建工大楼）一楼门厅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赵阳升 太原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建工学院（安中建工大楼）一楼门厅

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包  刚 浙江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数学学院（工商楼）二楼公告栏

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孙斌勇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数学学院（工商楼）二楼公告栏

浙江大学物理学系 高原宁 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物理学系（教十二）421门口公告栏

浙江大学物理学系 沈  健 复旦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物理学系（教十二）421门口公告栏

浙江大学医学院 胡海岚（女） 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综合楼二楼院史馆前公告栏

浙江大学医学院 马  兰（女）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综合楼二楼院史馆前公告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蔡秀军 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1号楼2号楼连廊“浙医二院信
息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汪道文 华中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1号楼2号楼连廊“浙医二院信
息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王建安 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1号楼2号楼连廊“浙医二院信
息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蔡秀军 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4号楼2楼医院信息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窦科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4号楼2楼医院信息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张  旭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校园内网

公示
8.9-9.8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4号楼2楼医院信息栏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成秋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学部
学校内网公示、张贴

公示
8.10-9.9

http://202.204.105.98/noticeAndDyn/detail?showName=3&infoId=2

547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邓  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学部
学校内网公示、张贴

公示
8.10-9.9

http://202.204.105.98/noticeAndDyn/detail?showName=3&infoId=2

5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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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董树文 南京大学 地学部
学校内网公示、张贴

公示
8.10-9.9

http://202.204.105.98/noticeAndDyn/detail?showName=3&infoId=2

547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鲁安怀 北京大学 地学部
学校内网公示、张贴

公示
8.10-9.9

http://202.204.105.98/noticeAndDyn/detail?showName=3&infoId=2

547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肖文交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地学部
学校内网公示、张贴

公示
8.10-9.9

http://202.204.105.98/noticeAndDyn/detail?showName=3&infoId=2

547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物理与信息技术
学院

符力耘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地学部
学校内网公示、张贴

公示
8.10-9.9

http://202.204.105.98/noticeAndDyn/detail?showName=3&infoId=2

547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 成秋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1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公示栏（南望山校区西
区主楼三楼）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 邓  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1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公示栏（南望山校区西
区主楼三楼）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 谢树成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1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公示栏（南望山校区西
区主楼三楼）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物理与空间信息
学院

符力耘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1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物理与空间信息学院公示栏（南
望山校区西区物探楼二楼）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 王焰新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1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学院公示栏（未来城校区科教四
楼一楼大厅）

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 耿美玉（女）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10-9.8 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医药学院公告栏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能源与矿业学院 赵阳升 太原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综合楼3层能源与矿业学院公告栏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 马光辉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公告栏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 徐春明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公告栏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 元英进 天津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公告栏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符力耘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工科类C座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公示公
告栏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水昌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工科类C座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公示公
告栏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 鲁安怀 北京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中南大学本部一办公楼、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公告栏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戴永久 中山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中山楼一楼公告栏、南校园地环楼B
座3楼大气科学学院宣传栏

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崔铁军 东南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中山楼一楼公告栏、东校园电子与
信息工程学院一楼公告栏

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邓少芝（女） 中山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中山楼一楼公告栏、东校园电子与
信息工程学院一楼公告栏

中山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江风益 南昌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中山楼一楼公告栏、东校园电子与
信息工程学院一楼公告栏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滕皋军 东南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中山楼一楼公告栏、肿瘤防治中心
一号楼八楼信息公告栏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徐安龙 北京中医药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中山楼一楼公告栏、生物楼二楼公
告栏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宋尔卫 中山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中山楼一楼公告栏、孙逸仙纪念医
院院本部中山楼七楼布告栏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瞿  佳 温州医科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中山楼一楼公告栏、中山眼科中心
临床楼十八楼人事公告栏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宋尔卫 中山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中山楼一楼公告栏、北校园办公楼
一楼宣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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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 莫则尧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主楼G座8楼计算机学院公示橱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 钱德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主楼G座8楼计算机学院公示橱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 王怀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主楼G座8楼计算机学院公示橱窗

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吉平 北京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北京理工大学5号楼5层

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　跃 北京科技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北京理工大学5号楼5层

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美芳（女） 东华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北京理工大学5号楼5层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 冷劲松 哈尔滨工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主楼2楼公示栏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 杨绍普 石家庄铁道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主楼2楼公示栏

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系 段广仁 哈尔滨工业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主楼2楼公示栏

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系 刘  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主楼2楼公示栏

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系 乔  红（女）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主楼2楼公示栏

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系 于登云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主楼2楼公示栏

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系 张化光 东北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主楼2楼公示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 卢天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公告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 唐志共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公告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 王铁军 西安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公告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 郑泉水 清华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公告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 周又和 兰州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公告栏

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　光 南京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研究中心

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　军 西安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研究中心

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　荻 上海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研究中心

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 刘吉平 北京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科学研究中心

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 贾振元 大连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西北工业大学航空楼四楼机电学院通知公告栏

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 李路明 清华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西北工业大学航空楼四楼机电学院通知公告栏

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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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 张卫红 西北工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西北工业大学航空楼四楼机电学院通知公告栏

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 朱向阳 上海交通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西北工业大学航空楼四楼机电学院通知公告栏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地质研究所 董树文 南京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中国地质科学院一楼大厅

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地质研究所 赵国春 香港大学、西北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中国地质科学院一楼大厅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 钱　前 中国水稻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中国农业科学院主楼一层大厅公告栏、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
农业基因组研究所行政办公楼公告栏

中国水稻研究所 钱　前 中国水稻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中国农业科学院主楼一层大厅公告栏、中国水稻研究所食堂
公告栏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北京协和医院 房静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6-9.6 北京协和医院内网

北京协和医院 栗占国 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6-9.6 北京协和医院内网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汪道文 华中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行政办公楼一层公告栏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王建安 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8-9.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行政办公楼一层公告栏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宋尔卫 中山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悦知楼公告栏

中日友好医院 仝小林 中国中医科学院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中日友好医院A栋一层、二层公告栏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樊春海 上海交通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南楼一层公告栏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房  喻 陕西师范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南楼一层公告栏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李景虹 清华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南楼一层公告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陈  凌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教学行政楼7楼公示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李献华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教学行政楼7楼公示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王  赤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教学行政楼7楼公示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 陆夕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区力学四楼公示栏

自然资源部

中国科学院

农业农村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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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卜显和 南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化学院院办一楼宣传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胡文平 天津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化学院院办一楼宣传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李景虹 清华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化学院院办一楼宣传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刘  育 南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化学院院办一楼宣传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施剑林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化学院院办一楼宣传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帅志刚 清华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化学院院办一楼宣传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邢献然 北京科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化学院院办一楼宣传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杨金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化学院院办一楼宣传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俞书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化学院院办一楼宣传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周鸣飞 复旦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化学院院办一楼宣传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李嘉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管理科研楼1623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叶向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管理科研楼1623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 常  进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物理学院二楼公示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 封东来 复旦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物理学院二楼公示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 高原宁 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物理学院二楼公示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 林海青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物理学院二楼公示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 万宝年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物理学院二楼公示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 赵红卫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物理学院二楼公示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 周兴江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物理学院二楼公示栏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常  凯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所1号楼大厅公示栏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贾  平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所1号楼大厅公示栏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刘益春 东北师范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所1号楼大厅公示栏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魏志义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所1号楼大厅公示栏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相里斌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所1号楼大厅公示栏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张  荣 厦门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所1号楼大厅公示栏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郑婉华（女）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所1号楼大厅公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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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祝宁华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所1号楼大厅公示栏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薛勇彪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所一层大厅公告公示栏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孙和平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研究所办公大楼一楼公告栏公示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朱永官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所内网发

布公示通知
8.5-9.4

科学楼公告栏、食堂公告栏，宁波站一楼公告栏；研究所内
网发布公示通知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周鸣飞 复旦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生教育大厦B座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迟力峰 苏州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生教育大厦B座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帅志刚 清华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生教育大厦B座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杨金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生教育大厦B座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陈  文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科研楼一楼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戴永久 中山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科研楼一楼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葛全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科研楼一楼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郄秀书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科研楼一楼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朱  彤 北京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科研楼一楼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葛全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所内网发

布公示通知
8.5-9.4 研究所办公楼主楼A座一层大厅公告牌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朴世龙 北京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所内网发

布公示通知
8.5-9.4 研究所办公楼主楼A座一层大厅公告牌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史培军 北京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所内网发

布公示通知
8.5-9.4 研究所办公楼主楼A座一层大厅公告牌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于贵瑞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所内网发

布公示通知
8.5-9.4 研究所办公楼主楼A座一层大厅公告牌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成秋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12-9.11 行政楼公告栏；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邓  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12.9.11 行政楼公告栏；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陈  凌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地3楼一层西侧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底青云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地3楼一层西侧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董树文 南京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地3楼一层西侧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符力耘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地3楼一层西侧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李献华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地3楼一层西侧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彭建兵 长安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地3楼一层西侧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孙和平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地3楼一层西侧布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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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王  赤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地3楼一层西侧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王焰新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地3楼一层西侧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肖文交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地3楼一层西侧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赵国春 香港大学、西北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地3楼一层西侧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曹一家 湖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南院新大楼一层大厅公告栏及北院大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姜培学 清华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南院新大楼一层大厅公告栏及北院大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王秋良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南院新大楼一层大厅公告栏及北院大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赵天寿 香港科技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南院新大楼一层大厅公告栏及北院大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李劲松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12-9.11 研究所A座大厅公示栏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原宁 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所内网发

布公示通知
8.5-9.4 研究所主楼一层政务公示栏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季向东 上海交通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所内网发

布公示通知
8.5-9.4 研究所主楼一层政务公示栏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赵红卫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所内网发

布公示通知
8.5-9.4 研究所主楼一层政务公示栏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谢树成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研究所大厅通知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胡以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新技术基地遥感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贾  平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新技术基地遥感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魏志义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新技术基地遥感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相里斌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新技术基地遥感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祝宁华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新技术基地遥感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李献华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研究所园区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李向东 香港理工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研究所园区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王  赤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中关村园区九章大厦一楼公告栏、怀柔园区主楼一楼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韩金林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总部办公楼各公示栏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常  进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总部办公楼各公示栏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戴子高 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总部办公楼各公示栏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马光辉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过程大厦一层大厅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徐春明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过程大厦一层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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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元英进 天津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过程大厦一层大厅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黄文华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院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蒙大桥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院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吴宜灿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院和研究所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万宝年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院和研究所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化学所5号楼一层南大厅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陈永胜 南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化学所5号楼一层南大厅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房  喻 陕西师范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化学所5号楼一层南大厅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胡文平 天津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化学所5号楼一层南大厅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李峻柏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化学所5号楼一层南大厅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马大为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化学所5号楼一层南大厅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王梅祥 清华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化学所5号楼一层南大厅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吴骊珠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化学所5号楼一层南大厅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张  锦 北京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化学所5号楼一层南大厅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张德清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化学所5号楼一层南大厅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周鸣飞 复旦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化学所5号楼一层南大厅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赵红卫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研究所5号楼楼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徐安龙 北京中医药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所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郝小江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行政办公楼一楼大厅公告板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刘  育 南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内部网站

公示
8.9-9.8 研究所内网内部公示栏目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吴骊珠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主大楼1号楼显要位置公示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马大为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主大楼1号楼显要位置公示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常  进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南楼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季向东 上海交通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南楼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王  炜 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南楼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夏克青 南方科技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所内网发

布公示通知
8.6-9.5 研究所2号楼大厅宣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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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谢树成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研究所宣传橱窗栏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朱永官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研究所综合楼一楼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于贵瑞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研究所综合楼一楼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朴世龙 北京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研究所一楼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卜显和 南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所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施剑林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所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邢献然 北京科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所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俞书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研究所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韩金林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天文大厦一楼公告栏、佘山园区A地块食堂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耿美玉（女）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3-9.2 上海药物所祖冲之路园区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郝小江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3-9.2 上海药物所祖冲之路园区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赵红卫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职工餐厅一楼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樊春海 上海交通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职工餐厅一楼布告栏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刘  育 南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上海有机所5号楼1楼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马大为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上海有机所5号楼1楼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王梅祥 清华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上海有机所5号楼1楼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吴骊珠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上海有机所5号楼1楼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杨  震 北京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上海有机所5号楼1楼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俞  飚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上海有机所5号楼1楼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元英进 天津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上海有机所5号楼1楼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周  翔 武汉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上海有机所5号楼1楼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薛勇彪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中心1号楼大厅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杨维才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中心1号楼大厅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胡海岚（女） 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新生命科学实验楼1楼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骆清铭 海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新生命科学实验楼1楼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马兰（女）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新生命科学实验楼1楼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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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朱永官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综合科研楼公告栏、生态科研楼公告栏、环境科学楼公告栏
和环境技术楼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于贵瑞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综合科研楼公告栏、生态科研楼公告栏、环境科学楼公告栏
和环境技术楼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李向东 香港理工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综合科研楼公告栏、生态科研楼公告栏、环境科学楼公告栏
和环境技术楼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蔡宗苇 香港浸会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综合科研楼公告栏、生态科研楼公告栏、环境科学楼公告栏
和环境技术楼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张  宏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生化大楼门厅张贴栏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许瑞明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生化大楼门厅张贴栏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宋保亮 武汉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生化大楼门厅张贴栏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李劲松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生化大楼门厅张贴栏

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林圣彩 厦门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生化大楼门厅张贴栏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许瑞明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研究所5号楼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张  宏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研究所5号楼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范更华 福州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数学院南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傅吉祥 复旦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数学院南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李  骏 复旦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数学院南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李嘉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数学院南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刘建亚 山东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数学院南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孙斌勇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数学院南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叶向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数学院南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张  平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数学院南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张继平 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数学院南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常  凯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研究所M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丁  洪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研究所M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方  忠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研究所M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封东来 复旦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研究所M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林海青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研究所M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马琰铭 吉林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研究所M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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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沈  健 复旦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研究所M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汤  超 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研究所M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周兴江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研究所M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胡以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研究所M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贾  平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研究所M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魏志义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研究所M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相里斌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研究所M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祝宁华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研究所M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郄秀书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院科研2号楼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肖文交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研究所综合办公楼二楼大厅通知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宫  鹏 清华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新技术基地遥感楼一层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何祖华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遗传发育所2号楼大厅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钱  前 中国水稻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遗传发育所2号楼大厅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谢道昕 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遗传发育所2号楼大厅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薛勇彪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遗传发育所2号楼大厅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杨维才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遗传发育所2号楼大厅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胡以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研发大厦一楼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贾  平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研发大厦一楼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魏志义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研发大厦一楼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相里斌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研发大厦一楼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祝宁华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5-9.4 研发大厦一楼大厅公告栏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陈永胜 南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研究所西门橱窗及图书阅览室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研究所西门橱窗及图书阅览室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蔡宗苇 香港浸会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研究所西门橱窗及图书阅览室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樊春海 上海交通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研究所西门橱窗及图书阅览室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李景虹 清华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研究所西门橱窗及图书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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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何祖华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

心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中心1号楼大厅

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钱  前 中国水稻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中心1号楼大厅

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谢道昕 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中心1号楼大厅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常  进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内部邮件

通知
8.10-9.9 紫台仙林园区2号楼3楼展板（科技处门外）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戴子高 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内部邮件

通知
8.10-9.9 紫台仙林园区2号楼3楼展板（科技处门外）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段广仁 哈尔滨工业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自动化所智能化大厦一层大厅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刘  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自动化所智能化大厦一层大厅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乔  红（女）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自动化所智能化大厦一层大厅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于登云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自动化所智能化大厦一层大厅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张化光 东北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自动化所智能化大厦一层大厅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仝小林 中国中医科学院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杏苑楼一楼公示栏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仝小林 中国中医科学院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8-9.7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科研行政楼一层公示栏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院 冯登国 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院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通知 8.8-9.7
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院3号楼（国家重点实验室所在楼）3
层电梯对面

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院 李俊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61569部队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通知 8.8-9.7
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院3号楼（国家重点实验室所在楼）3
层电梯对面

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院 朱鲁华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通知 8.8-9.7
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院3号楼（国家重点实验室所在楼）3
层电梯对面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林海青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6-9.5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中信办公楼负1层

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 汤  超 北京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6-9.5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中信办公楼负1层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万宝年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10-9.10
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2号研究所新区科研楼1层，北京市海
淀区花园路6号研究所老区科研科1层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张  平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10-9.10
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2号研究所新区科研楼1层，北京市海
淀区花园路6号研究所老区科研科1层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莫则尧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10-9.10
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2号研究所新区科研楼1层，北京市海
淀区花园路6号研究所老区科研科1层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国家密码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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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钱德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10-9.10
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2号研究所新区科研楼1层，北京市海
淀区花园路6号研究所老区科研科1层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王怀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10-9.10
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2号研究所新区科研楼1层，北京市海
淀区花园路6号研究所老区科研科1层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黄文华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10-9.10 四川省绵阳市绵山路64号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关办公楼1层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蒙大桥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10-9.10 四川省绵阳市绵山路64号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关办公楼1层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吴宜灿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10-9.10 四川省绵阳市绵山路64号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关办公楼1层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 冯登国 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院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部局域

网发布公告
8.10-9.10

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1号硅谷亮城2号楼C座
北京市海淀区丰润东路9号院办公楼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 李俊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61569部队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部局域

网发布公告
8.10-9.10

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1号硅谷亮城2号楼C座
北京市海淀区丰润东路9号院办公楼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 朱鲁华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部局域

网发布公告
8.10-9.10

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1号硅谷亮城2号楼C座
北京市海淀区丰润东路9号院办公楼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黄文华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西安市灞桥区平峪路28号办公楼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蒙大桥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西安市灞桥区平峪路28号办公楼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吴宜灿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西安市灞桥区平峪路28号办公楼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唐志共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部局域

网发布公告
8.9-9.8 四川省绵阳市二环路南段六号院办公楼、科研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61569部队 冯登国 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院 信息技术科学部 办公内网公示 8.9-9.9 北京市丰台区朱家坟五里二号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61569部队 李俊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61569部队 信息技术科学部 办公内网公示 8.9-9.9 北京市丰台区朱家坟五里二号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61569部队 朱鲁华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 信息技术科学部 办公内网公示 8.9-9.9 北京市丰台区朱家坟五里二号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61705部队 李俊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61569部队 信息技术科学部 办公内网公示 8.9-9.9 北京市海淀区厢红旗董四墓甲1号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 胡以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导航和制导对抗系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胡以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导航和制导对抗系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贾　平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导航和制导对抗系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魏志义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脉冲功率激光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相里斌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导航和制导对抗系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 祝宁华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脉冲功率激光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莫则尧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银河楼、天河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钱德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银河楼、天河楼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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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王怀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并行与分布处理国防科技重点
实验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 范瑞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

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工程系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 江　涌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工程系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 李东旭（女）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微纳卫星工程中心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 唐志共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应用力学系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 祝学军（女）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

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高超声速冲压发动机技术国防
科重点实验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研究院 马　骋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研究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部局域

网发布公告
8.9-9.9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稻田南里6号院科技创新研究中心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研究院 毛　明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研究所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部局域

网发布公告
8.9-9.9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稻田南里6号院科技创新研究中心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研究院 钱立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部局域

网发布公告
8.9-9.9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稻田南里6号院科技创新研究中心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研究院 吴崇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

研究所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部局域
网发布公告

8.9-9.9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稻田南里6号院科技创新研究中心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蔡秀军 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机关楼前公示公
告栏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窦科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机关楼前公示公
告栏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工程学院 龙桂鲁 清华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工程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工程学院 马  林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

院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工程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工程学院 王金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工程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工程学院 尤肖虎 东南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通信工程学院办公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马　骋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研究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部局域

网发布公告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本部6号实验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毛　明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研究所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部局域

网发布公告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本部6号实验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钱立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部局域

网发布公告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本部6号实验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吴崇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

研究所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部局域
网发布公告

8.10-9.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本部6号实验楼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蔡秀军 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办公楼一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外科大楼一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窦科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办公楼一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外科大楼一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张　旭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办公楼一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外科大楼一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段广仁 哈尔滨工业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办公楼一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外科大楼一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刘  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办公楼一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外科大楼一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乔  红（女）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办公楼一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外科大楼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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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于登云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办公楼一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外科大楼一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张化光 东北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办公楼一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外科大楼一层

总参第五十六研究所 朱鲁华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无锡市滨湖区山水东路88号指挥大楼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 范瑞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

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一院内网
公示

8.8-9.8 一院29号楼、科研楼东配楼、西配楼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 江　涌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一院内网

公示
8.8-9.8 一院29号楼、科研楼东配楼、西配楼、十二所8号楼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 李东旭（女）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一院内网

公示
8.8-9.8 一院29号楼、科研楼东配楼、西配楼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 祝学军（女）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

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一院内网
公示

8.8-9.8 一院29号楼、科研楼东配楼、西配楼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 段广仁 哈尔滨工业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集团公司

总部内网公示
8.6-9.6 集团公司总部大楼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 刘　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集团公司

总部内网公示
8.6-9.6 集团公司总部大楼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 乔　红（女）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集团公司

总部内网公示
8.6-9.6 集团公司总部大楼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 于登云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集团公司

总部内网公示
8.6-9.6 集团公司总部大楼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 张化光 东北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集团公司

总部内网公示
8.6-9.6 集团公司总部大楼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范瑞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

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50号院航天二院东院99号办公楼一层大
厅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江　涌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50号院航天二院东院99号办公楼一层大
厅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李东旭（女）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50号院航天二院东院99号办公楼一层大
厅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祝学军（女）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

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7-9.6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50号院航天二院东院99号办公楼一层大
厅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研究所 马　骋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研究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中船重工第七○一研究所综合楼一楼大厅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研究所 毛　明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研究所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中船重工第七○一研究所综合楼一楼大厅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研究所 钱立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中船重工第七○一研究所综合楼一楼大厅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研究所 吴崇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

研究所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中船重工第七○一研究所综合楼一楼大厅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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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研究所 马　骋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研究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研究所科研1号楼一层大厅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研究所 毛　明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研究所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研究所科研1号楼一层大厅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研究所 钱立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研究所科研1号楼一层大厅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研究所 吴崇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

研究所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6-9.5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研究所科研1号楼一层大厅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马  林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

院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7-9.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院（现工作单位）、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原工作单位）宣传栏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院 龙桂鲁 清华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7-9.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院公开宣传栏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院 马  林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

院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7-9.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院公开宣传栏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院 王金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7-9.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院公开宣传栏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院 尤肖虎 东南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7-9.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科学研究院公开宣传栏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张水昌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地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公示 8.9-9.8
中国石油总部西门一楼大厅南侧、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院区
主楼一楼大厅东侧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张水昌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7-9.7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公告栏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张　宏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12-9.11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一层大厅西侧食堂入口宣传栏

首都医科大学 王拥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宣传栏发

布公示通知
8.12-9.11 首都医科大学主干道宣传栏内

首都医科大学 王松灵 首都医科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宣传栏发

布公示通知
8.12-9.11 首都医科大学主干道宣传栏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王松灵 首都医科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12-9.1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公示栏（食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王拥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12-9.1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A区食堂门口公告专栏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王拥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12-9.11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职工餐厅门口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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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石家庄铁道大学 杨绍普 石家庄铁道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石家庄铁道大学显要位置交通应急保障中心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太原理工大学矿业工程学院 段　进 东南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太原理工大学矿业工程学院公告栏

太原理工大学矿业工程学院 赵阳升 太原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太原理工大学矿业工程学院公告栏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沈阳药科大学制药工程学院 杨　震 北京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辽宁省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石桥子镇）红柳路85号沈阳药
科大学制药工程学院一楼大厅公示牌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陈　文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人事处网

上发布公示公告
8.15-9.1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楼7楼大气科学学院公告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戴永久 中山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人事处网

上发布公示公告
8.15-9.1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楼8楼大气科学学院公告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郄秀书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地学部
张贴公示、人事处网

上发布公示公告
8.15-9.1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楼9楼大气科学学院公告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朱  彤 北京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人事处网

上发布公示公告
8.15-9.1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楼10楼大气科学学院公告栏

苏州大学纳米科学技术学院 迟力峰 苏州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9 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一期910楼一楼布告栏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温州医科大学 瞿　佳 温州医科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内网发布 8.10-9.9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教科楼一楼公告栏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福州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范更华 福州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学院网站

公示
8.9-9.8 福州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2号楼二楼公告栏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崔铁军 东南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南昌大学前湖校区材料楼A区三楼大厅公示栏、LED工程中心
大楼一楼公示栏

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邓少芝（女） 中山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南昌大学前湖校区材料楼A区三楼大厅公示栏、LED工程中心
大楼一楼公示栏

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江风益 南昌大学 信息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南昌大学前湖校区材料楼A区三楼大厅公示栏、LED工程中心
大楼一楼公示栏

福建省

辽宁省

江苏省

浙江省

江西省

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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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陈永胜 南开大学 化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郑州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公告栏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长沙理工大学 曹一家 长沙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一办公楼大厅内

长沙理工大学 姜培学 清华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一办公楼大厅内

长沙理工大学 王秋良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一办公楼大厅内

长沙理工大学 赵天寿 香港科技大学 技术科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一办公楼大厅内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南方科技大学工学院 陆夕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南方科技大学行政楼公告栏（一楼、二楼、三楼）、理学院
公告栏（台州楼5楼）、工学院公告栏（台州楼1楼）

南方科技大学工学院 夏克青 南方科技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南方科技大学行政楼公告栏（一楼、二楼、三楼）、理学院
公告栏（台州楼5楼）、工学院公告栏（台州楼1楼）

南方科技大学理学院 包  刚 浙江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张贴公示 8.10-9.10
南方科技大学行政楼公告栏（一楼、二楼、三楼）、理学院
公告栏（台州楼5楼）、工学院公告栏（台州楼1楼）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海南大学 骆清铭 海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海南大学行政办公楼一楼公示橱窗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成都理工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彭建兵 长安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成都理工大学理化楼二楼公告栏

成都理工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王焰新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成都理工大学理化楼二楼公告栏

四川省人民医院 杨正林 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四川省人民医院院务公开栏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杨正林 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院务公开栏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贵州省中国科学院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 郝小江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张贴公示 8.7-9.7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高海路贵州省中国科学院天然产物化学
重点实验室公示栏显要位置

四川省

陕西省

贵州省

海南省

湖南省

河南省

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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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西北大学地质学系 赵国春 香港大学、西北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9 西北大学太白校区地质学系楼一层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史培军 北京师范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14-9.12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海湖大道延长段38号（青海师范大学城
北校区）行政办公楼一楼大厅

公示单位 姓名 现工作单位 被推荐学部 公示方式 公示时间 公示具体地点

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 赵国春 香港大学、西北大学 地学部
电邮通知全体师生，

张贴公示
8.10-9.10 香港大学中国事务处

香港大学土木系 李行伟 香港科技大学 技术科学部
电邮通知全体师生，

张贴公示
8.10-9.10 香港大学中国事务处

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 蔡宗苇 香港浸会大学 化学部
电邮通知全体教学及

科技人员
8.9-9.8 电邮经本校各院长及系主任发放至全体教学及科技人员

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系 曹一家 长沙理工大学 技术科学部
内网、图书馆内展示
、电邮通知全体教员

8.9-9.9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内

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系 姜培学 清华大学 技术科学部
内网、图书馆内展示
、电邮通知全体教员

8.9-9.9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内

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系 王秋良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技术科学部
内网、图书馆内展示
、电邮通知全体教员

8.9-9.9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内

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系 赵天寿 香港科技大学 技术科学部
内网、图书馆内展示
、电邮通知全体教员

8.9-9.9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内

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李行伟 香港科技大学 技术科学部
内网、图书馆内展示
、电邮通知全体教员

8.9-9.9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内

香港理工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 李向东 香港理工大学 地学部 张贴公示 8.9-9.8 香港理工大学建设与环境学院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布告栏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 陆夕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电邮通知工程学院及
理学院的教研人员，
有关院务室公开展示

8.7-9.9 有关学院院务室公开展示栏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 夏克青 南方科技大学 数学物理学部
电邮通知工程学院及
理学院的教研人员，
有关院务室公开展示

8.7-9.9 有关学院院务室公开展示栏

青海省

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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