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师校发字[2016]27 号 

 

关于聘任吕春宇等 61 名同志管理职员职级的决定 

 

根据《关于 2015年首次开展管理职员晋级聘任工作的通知》（东

师校发字[2015]136 号）规定，经个人申报、单位审核、民主测评，高

级职员评审组评审推荐，学校职员聘任委员会批准，决定聘任吕春宇

等 61 名同志管理职员职级如下： 

一、晋级聘任（34 人）： 

单  位 姓  名 职员职级 任职时间 

党委宣传部 吕春宇 六级 2015-07 

党委宣传部 程  奎 七级 2015-01 

党委宣传部 张  琦 七级 2015-01 

教务处 王  奇 五级 2015-07 

教务处 李忠玉 六级 2015-07 

科学技术处 刘海波 七级 2015-01 

研究生院 周  瀛 六级 2015-07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凌晶垚 七级 2014-10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郭晓强 七级 2015-01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杨  健 七级 2015-01 

财务处 臧宏宇 六级 2015-07 

财务处 曾祥麟 七级 2015-01 

保卫处 赵彦文 六级 2015-07 



资产管理处 徐威军 五级 2015-07 

资产管理处 陈玉权 六级 2015-07 

资产管理处 王  可 七级 2015-03 

后勤管理处 张  岩 七级 2015-01 

团委 潘宛莹（直聘） 六级 2015-08 

政法学院 何  林 六级 2015-07 

音乐学院 申雪寒（直聘） 六级 2015-08 

美术学院 周云龙 六级 2015-07 

物理学院 赵  宇 六级 2015-07 

地理科学学院 王树生 五级 2015-07 

体育学院 段斯忠 六级 2015-07 

传媒科学学院 马孝民 四级 2015-07 

传媒科学学院 王  永 六级 2015-07 

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江  菽 六级 2015-07 

国际汉学院 李松蔓 七级 2015-01 

东北师范大学罗格斯大学 

纽瓦克学院 
赵玉宝（直聘） 五级 2015-08 

东北师范大学罗格斯大学 

纽瓦克学院 
徐一渌 七级 2015-01 

图书馆 李  甦 四级 2015-07 

信诚后勤集团 朱  立 六级 2015-07 

综合体育馆管理中心 赵洪生 七级 2014-12 

综合体育馆管理中心 赵珊珊 七级 2015-03 

二、定级聘任（27 人）： 

单  位 姓  名 职员职级 任职时间 

党委学生工作部 刘雨潇 九级 2015-05 



人事处 张华卉 七级 2012-03 

学生处 张婧宁 九级 2015-07 

学生处 赵兴野 九级 2015-07 

学生处 曾  艳 九级 2015-07 

学生处 李思逸 九级 2015-07 

学生处 王一戎 九级 2015-07 

学生处 赵  洺 九级 2015-07 

学生处 邵成诚 九级 2015-07 

学生处 于  鑫 九级 2015-07 

学生处 孟茹玉 九级 2015-07 

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左文敬 八级 2014-10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赫  宸 八级 2014-07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孙婧芳 八级 2014-07 

教育学部 孙纪瑶 八级 2015-03 

外国语学院 马成龙 八级 2014-07 

外国语学院 刘  晨 八级 2015-03 

音乐学院 周  瑶 八级 2015-03 

音乐学院 赵  聪 八级 2014-07 

数学与统计学院 解  悦 八级 2015-02 

数学与统计学院 王  娜 八级 2014-07 

数学与统计学院 朱嘉熹 八级 2014-07 

地理科学学院 徐凌翔 八级 2015-03 



体育学院 胡范坤 八级 2014-07 

民族教育学院 张  萍 八级 2014-07 

档案馆 刘永新 七级 2012-03 

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与 

研修基地（东北师范大学） 
张泽强 七级 2015-01 

三、调整部分管理七级职员任职时间 

    根据《东北师范大学关于实施高校教育职员过渡套定事业单位管

理职员相关工作的通知》（东师校发字[2015]97 号）要求，学校组织实

施了高校教育职员过渡套定事业单位管理职员相关工作。其中，原教

育六级、教育七级职员及科级正职人员均套定至管理七级，任职时间

为原教育职员职级或科级正职任职较早的时间。现对部分管理七级职

员任职时间调整如下： 

1.由原教育七级满足任职年限正常滚动至原教育六级并套定至管

理七级职员岗位的，其管理七级任职时间为原教育七级或科级正职任

职教早的时间； 

2.原教育职员制度框架下，入校即确定为原教育六级职员并套定

至管理七级职员岗位的，其管理七级任职时间为原教育六级职员任职

时间向前追溯满 3 年的时间，最早不超过 2000年 9 月。 

名单如下： 

单  位 姓  名 职员职级 任职时间 

学校办公室 亢  巍 七级 2009-12 

政策研究室 张  锐 七级 2011-06 

校友会 刘秋实 七级 2007-12 

党委宣传部 张文杰 七级 2004-12 



党委宣传部 赵立云 七级 2008-12 

党委宣传部 闫  冬 七级 2010-12 

党委宣传部 刘文健 七级 2011-06 

党委统战部 艾力国 七级 2010-12 

教务处 陈丽莉 七级 2010-11 

教务处 张志伟 七级 2005-12 

教务处 郑  伟 七级 2010-06 

教务处 鲍乃源 七级 2010-12 

教务处 马  骥 七级 2010-06 

教务处 张  丹 七级 2010-12 

社会科学处 周晓东 七级 2000-09 

社会科学处 魏琳娜 七级 2010-12 

科学技术处 孙艳辉 七级 2010-12 

科学技术处 逯  焱 七级 2009-12 

科学技术处 王大为 七级 2010-06 

科学技术处 李东生 七级 2007-01 

科学技术处 宋国栋 七级 2010-12 

研究生院 赵守月 七级 2006-12 

研究生院 朱  烁 七级 2009-06 

研究生院 孙耀军 七级 2009-12 

研究生院 曹  雷 七级 2010-06 

研究生院 彭  涛 七级 2010-06 



研究生院 张冰妍 七级 2011-06 

研究生院 焦海艳 七级 2009-12 

研究生院 王  冰 七级 2008-01 

人事处 刘  理 七级 2006-12 

人事处 彭  艳 七级 2006-12 

人事处 岳  妍 七级 2009-06 

人事处 杨亮玉 七级 2009-06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张  晗 七级 2010-12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刘  丹 七级 2009-12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褚  鑫 七级 2010-06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严敬花 七级 2008-12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刘  志 七级 2006-06 

财务处 寇丽波 七级 2003-12 

财务处 刘晓峰 七级 2000-09 

财务处 张广焜 七级 2010-12 

财务处 李成立 七级 2002-06 

财务处 徐  剑 七级 2010-12 

财务处 隋  轶 七级 2009-12 

财务处 赵成宏 七级 2009-12 

财务处 张  健 七级 2009-12 

财务处 孙宪明 七级 2008-12 

财务处 宋  辉 七级 2006-05 



财务处 金丽霞 七级 2010-09 

审计处 高  健 七级 2009-12 

保卫处 王妮娜 七级 2001-06 

保卫处 乔崟洹 七级 2010-12 

保卫处 宋  磊 七级 2007-12 

离退休工作处 黄立平 七级 2003-12 

离退休工作处 张晓光 七级 2003-12 

离退休工作处 王  拙 七级 2003-01 

离退休工作处 靳  跃 七级 2009-12 

招标与采购办公室 陈玉明 七级 2004-12 

招标与采购办公室 洪  宇 七级 2010-06 

资产管理处 李树伟 七级 2000-09 

资产管理处 李卓泓 七级 2009-12 

资产管理处 林  刚 七级 2002-09 

基建处 葛  强 七级 2000-09 

基建处 于川跃 七级 2002-06 

基建处 杨  光 七级 2009-12 

基建处 李双红 七级 2010-12 

基建处 贾延涛 七级 2008-12 

基建处 于海洋 七级 2009-04 

后勤管理处 韩  军 七级 2005-06 

后勤管理处 周云学 七级 2010-12 



后勤管理处 袁长泳 七级 2008-12 

后勤管理处 梁  爽 七级 2006-12 

后勤管理处 张海彬 七级 2004-12 

后勤管理处 史宪波 七级 2006-01 

后勤管理处 张  力 七级 2000-09 

后勤管理处 郑立民 七级 2009-01 

工会 刘文见 七级 2006-12 

教育学部 刘兆竞 七级 2000-09 

教育学部 王  丹 七级 2009-12 

教育学部 肖建光 七级 2009-12 

教育学部 李长维 七级 2006-12 

教育学部 邵志德 七级 2004-12 

教育学部 王  敬 七级 2011-06 

教育学部 王淑华 七级 2011-06 

教育学部 唐泽静 七级 2011-06 

政法学院 王  雨 七级 2008-12 

政法学院 周大军 七级 2006-01 

经济学院 宋晓巍 七级 2009-03 

经济学院 常阿丽 七级 2009-06 

经济学院 孙  科 七级 2010-12 

商学院 张  宇 七级 2009-12 

文学院 孙茂东 七级 2007-12 



文学院 李志国 七级 2007-12 

文学院 陶国立 七级 2009-06 

外国语学院 王  洋 七级 2009-12 

外国语学院 张彦颖 七级 2007-12 

外国语学院 商立学 七级 2010-12 

外国语学院 宋文广 七级 2006-12 

美术学院 程志新 七级 2002-12 

马克思主义学部 杜云龙 七级 2006-12 

马克思主义学部 李潇君 七级 2010-07 

数学与统计学院 匙洪亮 七级 2007-12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武  珊 七级 2008-12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 陈志谦 七级 2002-09 

物理学院 单小波 七级 2001-12 

物理学院 王永辉 七级 2008-01 

化学学院 张  鹏 七级 2010-12 

化学学院 孙世玲 七级 2011-04 

化学学院 徐冰冰 七级 2010-01 

生命科学学院 陈淑新 七级 2000-09 

体育学院 王战歌 七级 2007-12 

体育学院 郭艳红 七级 2009-12 

体育学院 吴  娟 七级 2008-02 

传媒科学学院 庄贵成 七级 2010-12 



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卞良晨 七级 2000-09 

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韩  雷 七级 2000-09 

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郑咏梅 七级 2000-09 

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牟丹妹 七级 2000-09 

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姜  鹏 七级 2011-05 

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单庆芳 七级 2005-06 

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李红珠 七级 2011-06 

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王冬玲 七级 2008-01 

信息化管理与规划办公室 樊春运 七级 2010-06 

信息化管理与规划办公室 唐  佶 七级 2010-01 

图书馆 刘国龙 七级 2006-12 

档案馆 马世杰 七级 2000-09 

档案馆 王  刚 七级 2010-12 

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 高福彪 七级 2001-09 

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 白  雪 七级 2011-06 

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 惠正财 七级 2002-01 

自然博物馆 蔡昌迈 七级 2005-06 

自然博物馆 董  辉 七级 2000-09 

自然博物馆 庄晓中 七级 2001-04 

留日预校 梁万喜 七级 2010-12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郐小波 七级 2000-09 

出版社 曹雪冰 七级 2010-12 



出版社 周力军 七级 2010-12 

校医院 刘文革 七级 2010-12 

校医院 刘冬霜 七级 2007-12 

国际学术交流服务中心 马  炜 七级 2003-12 

国际学术交流服务中心 王建华 七级 2009-12 

信诚后勤集团 陈凤兰 七级 2000-09 

信诚后勤集团 陈  姜 七级 2004-12 

信诚后勤集团 冯万省 七级 2000-09 

信诚后勤集团 姜明波 七级 2000-09 

信诚后勤集团 马德发 七级 2000-09 

信诚后勤集团 穆怀超 七级 2000-09 

信诚后勤集团 王秉君 七级 2000-09 

信诚后勤集团 赵  清 七级 2001-06 

信诚后勤集团 宋淑云 七级 2000-09 

信诚后勤集团 房文华 七级 2003-12 

信诚后勤集团 祁  晶 七级 2002-04 

信诚后勤集团 姜  华 七级 2010-12 

信诚后勤集团 刘  鹏 七级 2007-01 

人文学院 吴艳华 七级 2003-12 

人才交流中心 李英歌 七级 2007-12 

四、确定部分原教育七级职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时间 

    根据《关于 2015 年首次开展管理职员晋级聘任工作的通知》（东



师校发字[2015]136 号）规定，截至 2015 年 7 月 1 日，原教育七级职

员中已达到滚动晋级年限的，可以按照原教育职员晋级办法正常滚动

晋级至教育六级职员岗位（今后不再适用），同时依据《东北师范大学

关于实施高校教育职员过渡套定专业技术职务相关工作的通知》（东师

校发字[2015]114 号）中相关规定，重新确定其助理研究员岗位等级及

时间，原岗位资格时间不变。 

名单如下： 

单  位 姓  名 原教育六级时间 岗位等级 分级时间 

校友会 王  帅 2015-06 一级 2015-06 

纪委办公室 

监察处 
张海峰 2014-12 一级 2014-12 

社会科学处 米  睿 2015-06 一级 2015-06 

人事处 毛世帅 2015-06 一级 2015-06 

财务处 于  雷 2015-06 一级 2015-06 

财务处 高  陆 2015-06 一级 2015-06 

保卫处 韩  强 2014-12 一级 2014-12 

保卫处 毕德华 2014-12 一级 2014-12 

保卫处 蔡春喜 2014-12 一级 2014-12 

保卫处 阚  丹 2014-12 一级 2014-12 

教育学部 齐海鹏 2015-06 一级 2015-06 

教育学部 王美梓 2015-06 一级 2015-06 

外国语学院 于立芳 2014-12 一级 2014-12 

美术学院 陈  晔 2014-12 一级 2014-12 



马克思主义学部 王大伟 2015-06 一级 2015-06 

远程与继续 

教育学院 
张绍志 2014-12 一级 2014-12 

图书馆 于  洋 2014-12 一级 2014-12 

出版社 侯建军 2014-12 一级 2014-12 

信诚后勤集团 田林珠 2014-11 一级 2014-11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年 1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