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数学会第十届正副理事长、秘书长名单 

理事长 

马志明 

（院士）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应用数学所 

副理事长 

陈志明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计算数学所 

巩馥洲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应用数学所 

李安民 

（院士） 
四川大学数学学院 

龙以明 

（院士） 
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王诗宬 

（院士）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吴宗敏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周向宇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数学所 

秘书长 

王长平 北京大学数学学院 

 

中国数学会第十届理事会 34 位常务理事名单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及 职 务 

马志明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应用数学所 院士   

巩馥洲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应用数学所 

胡晓东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应用数学所 

周向宇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数学所 

潘建中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数学所 

尚在久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数学所 

陈志明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计算数学所 

张纪峰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系统所 

李洪波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系统所  

王诗宬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院士  

王长平 北京大学数学学院 



何书元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肖  杰 清华大学数学系 

张英伯(女)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郭田德 中国科院研究生院数学科学学院 

吴宗敏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周  青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王维克 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数学 

龙以明 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院士 

陈永川 南开大学组合数学中心 

刘建亚 山东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叶向东 中国科技大学理学院 

何炳生 南京大学数学系 

曹永罗 苏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陈杰诚 浙江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程立新 厦门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朱熹平 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汪更生 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史宁中 东北师范大学 

于  波 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 

尹景学 吉林大学数学学院 

徐宗本 西安交通大学 

钟承奎 兰州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李安民 四川大学数学学院 院士 

 

中国数学会第十届理事会 122 位理事名单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及 职 务 

1 周向宇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数学所 

2 尚在久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数学所 

3 潘建中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数学所 



4 马志明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院士 

5 巩馥洲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6 胡晓东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7 陈志明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8 周爱辉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9 许学军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10 张纪峰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系统所 

11 李洪波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系统所  

12 李子明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13 李玉成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14 韩  琦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15 江  松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16 郭田德 中国科院研究生院数学科学学院 

17 王  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18 张立群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数学所 

19 王诗宬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院士 

20 王长平 北京大学数学学院 

21 何书元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2 冯荣权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3 肖  杰 清华大学数学系 

24 张英伯(女)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5 曹一鸣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6 郑志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7 方复全 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 

28 吴建平 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 

29 王  术 北京工业大学应用数理学院 

30 罗振东 北京交通大学数学系 

31 杨国孝 北京理工大学 

32 许作良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33 王殿军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34 李建华 北京市第四中学 

35 魏毅寅 航天科工缉集团第三研究院  

36 龙以明 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院士 

37 张伟平 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院士 

38 陈永川 南开大学组合数学中心 

39 李宝毅 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40 任奕奕(女) 天津市耀华中学 

41 蒋春澜 河北师范大学 

42 李胜家 山西大学数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研究所 

43 陈国庆 内蒙古大学 

44 郭世荣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技管理学院  

45 于  波 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 

46 李觉先 辽宁大学数学院 

47 史宁中 东北师范大学 

48 尹景学 吉林大学数学学院 

49 张树功 吉林大学数学学院 

50 薛小平 哈尔滨工业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51 陈晓漫 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 

52 吴宗敏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53 周  青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54 王维克 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数学系 

55 黄自萍 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 

56 李建奎 华东理工大学数学系 

57 盛万成 上海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58 张寄洲 上海师范大学数理信息学院 

59 郭  雄 上海市延安中学  

60 黄  华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 

61 徐斌艳(女)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 

62 倪明康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63 何炳生 南京大学数学系 



64 师维学 南京大学数学系 

65 陈金如 南京师范大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66 陈建龙 东南大学数学系  

67 曹永罗 苏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68 李  刚 扬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69 陆征一 温州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70 陈杰诚 浙江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71 王维凡 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 

72 王兴华 浙江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73 叶向东 中国科技大学理学院 

74 陈发来 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 

75 杜先能 安徽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76 范更华 福州大学 

77 李永青 福州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78 程立新 厦门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79 黎镇琦 南昌大学数学系 

80 刘建亚 山东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81 陈增敬 山东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82 鲁统超 山东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83 耿献国 郑州大学数学系 

84 陈文艺 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85 汪更生 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86 高付清 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87 李工宝 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88 刘合国 湖北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89 张诚坚 华中科技大学 

90 黄立宏 湖南大学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 

91 刘再明 中南大学数学科学与计算技术学院 

92 黄云清 湖南湘潭大学 

93 王仙桃 湖南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94 王正明 国防科技大学理学院 

95 朱熹平 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96 乌兰哈斯 汕头大学研究生学院 

97 曹广福 广州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98 吴 敏(女) 华南理工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99 易法槐 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100 易  忠 广西师范大学校办  

101 陈洪清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102 李安民 四川大学数学学院 院士 

103 彭联刚 四川大学数学学院 

104 张  健 四川师范大学 

105 黄廷祝 电子科技大学应用数学学院 

106 杨  虎 重庆大学理学院 

107 唐春雷 西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108 向淑文 贵州大学理学院 

109 林怡平(女) 昆明理工大学理学院 

110 李永昆 云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111 娄源冰 西藏大学理学院 

112 徐宗本 西安交通大学 

113 张讲社 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 

114 赵  彬 陕西师范大学 

115 刘三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116 钮鹏程 西北工业大学应用数学系 

117 曲安京 西北大学数学系 

118 钟承奎 兰州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119 刘仲奎 西北师范大学 

120 王俊芳 青海民族学院数学学院 

121 田振夫 宁夏大学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122 孟吉翔 新疆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