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1 张化光
东北大学智能电气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东北大学电气自动化研究所

所长、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2 邵新慧 东北大学理学院教授

3 谢绪恺 东北大学离退休党委教授

4 王刚 东北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党支部书记

5 王博
大连理工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

6 刘禹民 大连理工大学财务处副处长

7 马吉祥 大连理工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兼招生办公室主任

8 赵佳飞 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教授

9 宋红梅 大连海事大学办公室副主任兼保密办公室主任

10 曲宁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11 孙怡东 大连海事大学理学院副院长

12 刘晓丽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网络犯罪侦查系教授

13 宋家宁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法律教研部教授

14 丁颖 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书记

15 张振翼 大连民族大学物理与材料工程学院副院长

16 祁冰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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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振宇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

18 韩春虎 辽宁大学文学院院长、研究员

19 杨松 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

20 蔡志刚 中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1 崇巍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22 宝景春 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兼分团委书记

23 田伟 中国医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

24 孙博航 沈阳药科大学中药学院副教授

25 刘丹 沈阳药科大学制药工程学院药物化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26 王绍斌 沈阳农业大学离退休处退休教授

27 栾军波 沈阳农业大学植保学院教授

28 孟宪军 沈阳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

29 林莘 沈阳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

30 孟达 沈阳工业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处副处长

31 辛显华 沈阳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

32 赵美艳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33 但菲 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34 范颖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35 王忠堂 沈阳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36 王凤池 沈阳建筑大学交通工程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37 洪林巍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科主任

38 陈贺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党委宣传统战部副部长（主持工作）兼党

政办公室副主任

39 许亮 辽宁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支部书记

40 赵桂君 沈阳音乐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

41 穆倩 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副教授

42 魏强 鲁迅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行政秘书

43 谢英鹏 沈阳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科研秘书

44 曲洪波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45 纪冬 沈阳体育学院竞技体校教练员

46 王可 沈阳体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副院长

47 黄新章 沈阳工程学院工程训练中心副主任

48 罗文波 辽宁师范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

49 孙景昌 辽宁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50 任春雷 辽宁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51 计艳平 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52 祁渊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工党支部书记

53 任博华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54 王建州 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教授



55 白云清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外科一支部书记、血管外科主任

56 唐颖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病理科党支部书记

57 彭金咏 大连医科大学药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58 张志华 大连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59 马文萍 大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60 窦涵 大连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辅导员、校团委兼职副书记

61 杜明 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教授

62 夏英 大连工业大学纺织与材料工程学院教授

63 鲁速 大连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副院长

64 赵文奇 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学生对外交流中心主任

65 刘鹰 大连海洋大学科技处长、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院长

66 霍忠明 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水产养殖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67 胡军 辽宁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

68 杨洪泽 辽宁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69 孔祥慧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石油天然气工程学院学办主任、2016级学生党支部书

记

70 赵晓颖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理学院数学党支部书记、基础数学教研室主任

71 刘占文 辽宁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

72 孙洪波 辽东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院长

73 王峥 辽东学院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74 刘贺 渤海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75 常晓恒 渤海大学工学院教授

76 李永明 辽宁工业大学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77 王双林 辽宁工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高级工程师

78 王胜奎 锦州医科大学发展改革规划处处长

79 肖建英 锦州医科大学教务处处长

80 陈冬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教研室主任

81 孟祥福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

82 孙维吉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矿山环境与灾害力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83 沈学利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兼腾讯云人工智能学院院长

84 李越 辽宁警察学院警察训练系讲师

85 孙波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轨道交通工程系教授

86 白晓英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处、审计处、国有资产管理处（合署）

处长

87 卜庆雁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农学园艺系第一党支部书记

88 王瑛 辽宁教育学院辽宁省实验中学总务主任

89 闫亚娟 辽宁教育学院辽宁省孤儿学校中专部教务科副主任

90 周丹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素质教育学院副院长

91 单晓莹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学生党支部书记

92 孙智 辽宁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党委工作部部长



93 陆志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

94 刘冬学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教工党支部书记

95 郭艳红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电气信息学院党总支书记

96 宋光熠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医学基础教研部教授

97 齐常华 辽宁政法职业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

98 张冬青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副院长

99 陶新 辽宁何氏医学院艺术学院院长

100 马强 大连财经学院党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