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新增合作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申请专业 所在学院 工作单位 职称（职位) 

1 龚波 社会工作 哲学院 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记者 

2 杨刚 社会工作 哲学院 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3 危平 社会工作 哲学院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副总裁 

4 李应泉 社会工作 哲学院 中国建筑五局广东公司 总法律顾问 

5 余金聪 社会工作 哲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讲师、心理中心专职教师 

6 顾云 国际商务 经济学院 中金公司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投资银

行部高级经理 

7 孙俊涛 国际商务 经济学院 深圳市红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8 吴文娟 国际商务 经济学院 中国建设银行广州黄埔支行 经济师、副行长 

9 陈文武 国际商务 经济学院 武汉商学院 教授、院长 

10 梁圣蓉 国际商务 经济学院 武汉商学院 副教授 

11 白凤九 税务 财政税务学院 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税务合伙人 

12 邓兵 税务 财政税务学院 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江苏分所 税务总监 

13 范宏彬 税务 财政税务学院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武汉分所 主管合伙人 

14 冯治国 税务 财政税务学院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合伙人 

15 刘小娟 税务 财政税务学院 招商蛇口华中区域 税务总监 

16 刘玲 税务 财政税务学院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税务合伙人 

17 邢道勇 税务 财政税务学院 湖北中诚道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序号 姓名 申请专业 所在学院 工作单位 职称（职位) 

18 屈郡 税务 财政税务学院 德勤勤跃数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税务总监 

19 阮志勇 税务 财政税务学院 北京禾税律师事务所 主任 

20 易坤山 税务 财政税务学院 中韬华益税务师事务（湖北）有限公司 创始人、总裁 

21 马恒 金融 金融学院 湖北省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2 胡恒松 金融 金融学院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固定收益融资总

部总经理 

23 崔锦锋 金融 金融学院 武汉山水私募基金有限公司 董事长 

24 杨博钦 金融 金融学院 航天科工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研究员、总经理 

25 张立强 金融 金融学院 北京海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创始合伙人 

26 谢臣 金融 金融学院 湖北高投产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7 黄良超 金融 金融学院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总经理 

28 郑咏希 金融 金融学院 武汉和悦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副高级工程师、董事长 

29 高翔 金融 金融学院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融资总监 

30 兰佳 金融 金融学院 智度集团有限公司 合伙人 

31 罗伟 保险 金融学院 安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副总经理 

32 邓郁香 保险 金融学院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平安产险团意核保中级、部门

长 

33 尤程明 保险 金融学院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高级经济师、总经理 

34 曹曦晴 新闻与传播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湖北广播电视台 高级记者、总编室主任 

35 刘杰锋 新闻与传播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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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杨俊伦 新闻与传播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湖北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高级记者（二级）、主任 

37 樊小姐 新闻与传播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湖北广播电视台 主任编辑（副高）、制片人 

38 张君昌 新闻与传播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中广联合会 高级编辑、主任 

39 洪燕 新闻与传播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事业部 
高级记者、党总支书记、主

任，新闻广播部总监 

40 马磊 国际商务 工商管理学院（MBA 中心）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 副总经理 

41 毕根源 资产评估 工商管理学院（MBA 中心） 黄冈信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高级会计师、董事长 

42 杨伟暾 资产评估 工商管理学院（MBA 中心）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师、董事长 

43 孙建民 资产评估 工商管理学院（MBA 中心）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董事长 

44 陈文达 资产评估 工商管理学院（MBA 中心） 武汉中信联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正高级会计师、高级经理 

45 袁煌 资产评估 工商管理学院（MBA 中心）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副总裁 

46 赵磊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MBA 中心） 武汉世纪易达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47 毛传阳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MBA 中心） 中投万方（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48 倪朗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MBA 中心） 朗星资本 董事长 

49 许征宇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MBA 中心） 上海妙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 CEO 

50 胡世元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MBA 中心） 黎越智能技术研究（广州）公司 总经理，执行董事 

51 余浩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MBA 中心） 武汉智权专利代理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董事长 

52 曹茂龙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MBA 中心） 湖北艾克电缆有限公司 经济师/工程师 

53 纪政君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MBA 中心） 武汉源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董事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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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龚鹏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MBA 中心） 襄阳瑞志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 

55 王冠亚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MBA 中心） 武汉樱顶天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56 杨仁标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正高级会计师、高级专家兼财

务部稽核内控处处长 

57 梁明伟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高级会计师、合伙人 

58 郭幼英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高级会计师、质量控制部副主

任、合伙人 

59 杨建荣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 正高级会计师 

60 郑玉红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网来云商环球信息技术（武汉）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CEO 

61 朱荣生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湖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正高级会计师、审计法务部部

长 

62 陈峙淼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正高级会计师、总会计师 

63 胡敏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 正高级会计师、财务部主任 

64 雷耀祖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正高级会计师、财务部执行总

经理 

65 宋玫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正高级会计师、湖北电信专业

中心总经理 

66 唐东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深圳市中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67 胡为民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 

68 包平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级会计师、技术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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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蔡繁荣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注

册税务师、合伙人 

70 马光华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新乡学院商学院 教授、院长 

71 潘守卫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级会计师、授薪合伙人 

72 汪文锋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助理工程师、授薪合伙人 

73 郭靖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 高级会计师、副局长 

74 左廷江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深圳长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 

75 周竟东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南宁市鑫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正高级会计师、高级管理人员 

76 周露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会计师、公司董

事、总会计师、党委常委 

77 金雷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高级会计师、公司财务资金部

副总经理，财务共享中心党委

副书记、执行总经理 

78 顾德军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正高级会计师、常务副主任 

79 李凤桥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 
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高

级经理 

80 闻江波 会计/审计 会计学院（会硕中心）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部门总经理 

81 汪东华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MPA 中心） 民建武汉市硚口区委会 
一级健康管理师、市委常委兼

区委副主委 

82 叶桐 应用统计 统计与数学学院 财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经济师、高级调查分析

师、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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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国庆如 法律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盈科律师事务所 

律师、国际合作委员会秘书

长、盈科北京家族财富传承法

律事务部副主任 

84 王相 法律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合伙人 

85 邹鲲 法律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 经济师、律师、合伙人 

86 魏玲 法律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 中铁十一局集团公司 

正高级经济师、国企一级法律

顾问、副总法律顾问兼法律合

规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