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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单鹏举等 179 名同志任免职的通知 

 

各二级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单位、部门： 

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单鹏举等 179名同志的任免职事项，

现通知如下： 

一、任命（任期自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 

1.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秘书一科科长：单鹏举 

 秘书二科科长：黄馨馨 

 综合科科长：刘杰文 

 机要科科长：郑南霖 

 督办科科长：武慧娟 

 法制办公室副主任（正科级）：彭铁鹏 

 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正科级）：蔡信海 

 机关党委组织员（正科级）：刘特奇 



2. 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执纪审查岗（正科级）：梁景清 

宣传教育岗（正科级）：雷颂勤 

综合岗（正科级）：蔡植群 

监督与审理岗（正科级）：李 稚 

3. 党委组织部 

  干部科科长：吕新铭 

组织科科长：刘 韬 

     干部监督科科长：汤猛 

     党校办公室副主任（正科级）：董尚朝 

   4. 党委统战部 

党派科科长：王 钦 

5. 党委宣传部 

   宣传文化科科长：林美璇 

   理论教育科科长：胡 静 

 新闻中心副主任（正科级）：卢 迪 

6. 发展规划处（含学科建设办公室、高等教育研究所） 

   学科建设与评估科科长：黄爱华 

 发展规划科科长：倪 钢 

 校学术委员会秘书（正科级）：颜 倩 

7. 教务处 

   综合科科长：张瑞芳 



 教务科科长：王思珩 

 教学研究科科长：何楚明 

 学务科科长：张 博 

 实践教学科科长：陈鸿志 

 考试中心主任（正科级）：莫 畅 

       招生办公室副主任（正科级）：吴烈坚 

8. 科技与人文研究院 

   基础研究科科长：朱 艳 

   成果科科长：何旭彬 

 产学研科科长：穆 淼 

 团队平台建设科科长（含 2011计划办公室）：林智鹏 

 人文社科科科长：钟 科 

      军工科研管理岗（正科级）：郭亮 

      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正科级）：张应春 

 综合岗（正科级）：苏甫林 

9. 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 

   学生思想教育科科长：郭娟娟 

 学生管理科科长：谭敬康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正科级）：王珊珊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正科级）：陈雨婷、喻 乐 

      教育指导科科长：陈雨婷（兼） 

 市场协调科科长：喻 乐（兼） 



 学生社区教育管理中心副主任（正科级）：华国栋 

 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正科级）：何祉源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正科级）：黄艳苹 

10. 研究生院 

   综合办公室主任（正科级）：黄亦鹏 

培养管理办公室主任（正科级）：衷 华 

 招生办公室主任（正科级）：陈 嘉 

 学位办公室副主任（正科级）：姚 远 

11. 人事处、党委教师工作部 

    综合科科长(人才交流中心)：张立俊 

人事科科长：董 毅 

师资科科长：罗克文 

劳资科科长：孔令玉 

师德建设岗（正科级）：刘秀英 

      博士后管理办公室主任（正科级）：罗雄昌 

      高层次人才引进办公室副主任（正科级）：尹珊珊 

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正科级）：李闪瑜 

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正科级）：尹映霞 

12. 财务处 

   计划管理科科长：陈少杏 

   审核科科长：陈伟晓 

   财务管理科科长：何冠星 



   工资结算科科长：彭 玫 

   收费管理科科长：梁祖红 

   资金结算科科长：杨诗炜 

   后勤财务科科长：罗伟峰  

   校区财务科科长：郭铭芝 

   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资产管理科科长：赵醒文 

   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综合管理科科长：方 喆 

13. 审计处 

    财务审计科科长：唐 丽 

基建审计科科长：彭晓辉 

14. 保卫处 

综合科科长：罗 华 

治安科科长：黄健徐 

消防与交通管理科科长：梁贵荣 

军事教育科科长：邓艺贤 

校区保卫办公室主任（正科级）：余晓红、麻向红 

15.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综合科（港澳台科）科长：王荟荃 

交流科科长：李 蕾 

出访科科长：李 香 

合作项目管理岗（正科级）：邓 黎 

16.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综合科科长：魏惠芳 

    采购管理科科长：李梁君 

    设备管理科科长：郭爱华 

    实验室管理科科长：白秀梅 

    安全管理科科长：严文锋 

    招投标中心计划科科长：陈耀溪 

    招投标中心业务科科长：杨艳利 

17. 基建处 

    前期工作管理科科长：何绍波 

综合管理科科长：胡绮红 

工程项目管理科科长：李 斌 

主任工程师（正科级）：刘惠斌 

18. 后勤管理处 

    物业监管办公室正科职：张汉文、赖荣金 

房屋及维修办公室正科职：刘 洋、徐春林 

膳食办公室正科职：李湘文、肖国珍 

能源管理办公室正科职：利伟科、周业安 

综合科科长: 张水银 

采购管理科科长：陈雪冰 

经济核算科科长：邓东亮 

食品与生产安全管理科科长：谢立清 

商务科科长：曾伟川 



交通科科长：梁德添 

19. 离退休工作处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黄晓洁 

关工委副秘书长（正科级）：冯鸿光 

离退休党委组织员（正科级）：劳 榆 

20. 工会 

办公室主任（正科级）：林焕章 

群工科科长：姚清照 

21. 团委 

组织宣传部部长（正科级）：王冠尧 

科创实践部部长（正科级）：董 誉 

社团管理部部长（正科级）：杨 柳 

创新创业学院（创客学院）院长助理（正科级）：许金镇 

22. 对外联络与校友事务办公室正科职：谭远茂 

23. 机电工程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王彤云 

团委书记（正科级）：吴静婷 

24. 自动化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朱效传 

团委书记（正科级）：何淑霞 

25. 轻工化工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张金名 



团委书记（正科级）：张 明 

26. 信息工程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谢 青 

团委书记（正科级）：张 超 

27.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刘南洲 

团委书记（正科级）：杨 刚 

28. 管理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任鄂湘 

团委书记（正科级）：吴燕鹏 

29. 计算机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何 萍 

团委书记（正科级）：申素艳 

30. 材料与能源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雷 蕾 

团委书记（正科级）：黎展毅 

3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庞衍松 

团委书记（正科级）：张建岗 

32. 外国语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陈 毓 

团委书记（正科级）：肖 伟 



33. 应用数学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骆 君 

团委书记（正科级）：王舒书 

34.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许锦旋 

团委书记（正科级）：李秀玲 

35. 艺术与设计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孙 辉 

36. 政法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张玉刚 

团委书记（正科级）：谢秀英 

37.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招春袖 

38.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周新林 

团委书记（正科级）：刘 悦 

39. 经济与贸易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王 丽 

团委书记（正科级）：吴振铨 

40. 生物医药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柯晴瑾 

41. 国际教育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梁 木 



教务办公室主任（正科级）：陈榕坤 

总务办公室主任（正科级）：陈代坤 

国际事务管理岗（正科级）：李洁茗 

42. 继续教育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陈旭初 

教学管理部主任（正科级）：王 蔚 

学籍管理部主任（正科级）：朱朝霞 

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正科级）：邓 涛 

专业技术培训中心主任（正科级）：利俊荣 

自学考试办公室主任（正科级）：曹 珏 

职业技能鉴定所所长（正科级）：钟永强 

远程教育中心主任（正科级）：李锡烈 

43. 体育部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刘湘华 

44. 实验教学部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杨勇萍 

45. 通识教育中心、文化素质教育中心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钟立新 

46. 国际文化教育中心 

中心副主任（正科级）：刘兆熙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许 巍 

    国际学生事务岗（正科级）：张 戈 

47. 环境生态工程研究院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邹富发 

48. 图书馆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闵敏 



49. 档案馆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廖海艳 

50. 网络信息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丁丽娟 

课室管理中心副主任（正科级）：林烈青 

校园卡管理中心副主任（正科级）：陈如辉 

51. 期刊中心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陈小芬 

52. 分析测试中心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吴其光 

53. 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与建设中心办公室主任（正科级）：陈 慧 

54. 广东工大资产经营公司党政办公室主任（正科级）：于静 

55. 校医院办公室主任（正科级）：朱冬梅 

   56. 扶贫干部（正科职）：石宇杰 

二、免任和解聘 

1.以上同志原聘任的职务解聘。 

2.徐玫、叶杰华、张敏、赵葛霄、陶璐雅、王明和、黄鸣春、周

训梅、申革联、黄俊浩、邓青、李娟、廖芬、赵芝豹、林靖、李荔、

彭国存等 17 名同志原任职务解聘。 

  

    中共广东工业大学委员会 

               2019 年 6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