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数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2011 年 11 月 15 日在成都举行的中国数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会议代表选出中国

数学会新一届（第十一届）理事会，139 位理事（其中 7 位女理事），名单如下：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席南华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张立群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尚在久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潘建中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陈  敏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曹道民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洪佳林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周爱辉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许学军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高小山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张纪峰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李子明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王双虎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郭田德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数学科学学院  

李玉成 中科院软件研究所 

邹大海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王诗宬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陈大岳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冯荣权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耿  直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肖  杰 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 

保继光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曹一鸣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何书元 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刘兆理 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吴建平 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王  术 北京工业大学应用数理学院 

常彦勋 北京交通大学 

史福贵 北京理工大学数学学院  

刘铁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崔景安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张思明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王殿军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许作良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谷  丹（女） 北京四中 

魏毅寅 中国飞航技术研究院 

陈永川 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 

扶  磊 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黄正海 天津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赵  春 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任奕奕（女） 天津市耀华中学 

蒋春澜 河北师范大学 

邓明立 河北师范大学 

侯晋川 太原理工大学数学院 

闫卫平 山西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郭世荣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杨联贵 内蒙古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王万义 内蒙古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于  波 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毕建行 辽宁大学数学院 

李  勇 吉林大学数学学院 

邹永魁 吉林大学数学学院 

郭建华 东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薛小平 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系 

宋  文 哈尔滨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程  晋 复旦大学数学学院信息与计算数学系 

郭坤宇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周  风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倪明康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熊  斌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徐斌艳（女）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李建奎 华东理工大学 

黄自萍 同济大学数学系 

王维克 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 

张寄洲 上海师范大学 

盛万成 上海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黄  华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 

郭  雄 上海市延安中学 

程崇庆 南京大学 

师维学 南京大学数学系 

陈金如 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陈建龙 东南大学数学系 

曹永罗 苏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李  刚 扬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葛根年 浙江大学数学系 

李  松 浙江大学数学系  

李胜宏 浙江大学数学系 

王维凡 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研究所 

李嘉禹 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陈发来 中国科技大学数学院 

蒋  威 安徽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林亚南 厦门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李永青 福建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常  安 福州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杨健夫 江西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 

朱传喜 南昌大学理学院 

陈增敬 山东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吴  臻 山东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吕广世 山东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耿献国 郑州大学数学系 

王天泽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陈  化 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陈文艺 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张诚坚 华中科技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朱长江 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刘合国 湖北大学数计学院 

黄云清 湘潭大学 

蒋月评 湖南大学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 

王仙桃 湖南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王正明 国防科技大学理学院 

刘再明 中南大学数学科学与计算技术学院 

姚正安 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乌兰哈斯 汕头大学 

曹广福 广州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吴  敏（女） 华南理工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丁时进 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韦增欣 广西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院 

吴佃华 广西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尹建华 海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数学系 

张诚一 海南师范大学 

罗懋康 四川大学数学学院 

张伟年 四川大学数学学院 

黄廷祝 四川电子科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何诣然 四川师范大学数学与软件科学学院 

杨新民 重庆师范大学 

周家足 西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李扬荣 西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穆春来 重庆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韦  维（女） 贵州大学理学院 

伍鹏程 贵州师范大学 

李永昆 云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房  辉 昆明理工大学 

娄源冰 西藏大学 

李孝裕 西藏自治区拉萨中学 

赵  彬 陕西师范大学 

彭济根 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 

张讲社 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数学学科信息科学系 

刘三阳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理学院 

郭真华 陕西西北大学数学系 

聂玉峰 陕西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应用数学系 

张和平 兰州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刘仲奎 兰州西北师范大学 

李  星 宁夏大学 

韩惠丽（女） 宁夏大学数学计算机学院 

李春光 北方民族大学数值计算与工程应用研究所 

郭翀琦（女） 青海大学基础部 

冶成福 青海师范大学数学系 

滕志东 新疆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黄琼湘 新疆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