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关于举办全省第二十四期
期刊主编岗位培训班的通知

各期刊出版单位：

根据《新闻出版行业领导岗位持证上岗实施办法》《报刊社社

长总编辑（主编）任职条件的暂行规定》等相关要求，定于 11月
中旬举办全省第二十四期期刊主编岗位培训班。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

2020年 11月 16日—19日。11月 16日下午 14:30—17:30报
到。

二、培训地点

南京高楼门饭店（玄武区高楼门 62号），联系电话：

025—86823333。

三、相关事项

学员报到时请交报名表和近期免冠 2寸照片 1张（背后注明

姓名、单位）。

会务组联系人：覃阳，联系电话：025-88802903，移动电话：

1370145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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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二十四期期刊主编岗位培训班人员名册

江苏省委宣传部出版处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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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十四期期刊主编岗位培训班学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1 刘柱军 科学养鱼 副社长

2 赵 巍 江苏海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副社长

3 朱红梅 苏州杂志 执行主编

4 张法坤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学报编辑部副主任

（主持工作）

5 季红波 江苏农机化 主编

6 韩 飞 水产养殖 主编

7 黄 河 儿童故事画报 主编

8 李安林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编辑部主任

9 王明华 药学教育 编辑部主任

10 戈 皓 临床检验 社长

11 张志薇 气象科学 编辑部副主任

12 刘 华 兴趣阅读 副主任

13 周 利 儿童故事画报 副主编

14 胡传义 扬子江诗刊 主编

15 王 应 电加工与模具 行业部部长（执行主编）

16 徐立刚 档案与建设 副主编

17 杨 坤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 常务副主编、副所长

18 丁佐奇 中国天然药物 副主任

19 田 俊 少年文艺 主编

20 明经平 岩土工程学报 编辑部主任、副主编

21 孙体如 江苏林业科技 常务副主编

22 朱一卉 三角洲 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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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23 徐世杨 现代金融 主编

24 接雅俐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出版部秘书

25 刘兴华 大麦与谷类科学 编辑部主任

26 马宏佳 化学教与学 主编

27 陈 思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副主编

28 宋 好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编辑部副主任

29 陈 玲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编辑部副主任

30 严文强 江苏科技信息 主编

31 黄 萍 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 常务副主编

32 时 新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副主编

33 凌小燕 中国农机化学报 副主编

34 吴新江 文教资料 社长、总编

35 孙显军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常务副主编

36 鲁 烨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人文社科编辑室主任

37 陈 强 林产化学与工业 副主任

38 周永红 生物质化学工程 所长、主编

39 崔金贵
高校教育管理

江苏大学学报学报（社科版） 社长

40 许善军 江苏地方志 副主任

41 胡莲玉 明清小说研究 副主编

42 岳 蕾 雷达与对抗 执行主编

43 张姗姗 江苏交通年鉴
江苏省交通行业宣传教育

中心党建部主任

44 吴崇昊 电力系统自动化 编辑部经理

45 詹庚申 地质学刊 执行副主编

46 王春林 金融纵横 副主编

47 吴生高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执行主编

48 吕慰秋 江苏中医药 副主编

49 许春燕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编辑部主任、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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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50 徐永斌 明清小说研究 主编

51 李文亚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副主任

52 高力翔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社长

53 孙 晶 电力需求侧管理 编辑部副主任

54 李 娜 药学进展 副主任

55 高永青 中国名城 副院长

56 郁建桥 环境科技 主编

57 林洁洁 城市党报研究 主编

58 周义峰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处长、副主编

59 赵希岳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编辑部主任（处级）

60 谭 华 南通职业大学学报 执行主编

61 仲跻嵩 新苏商 主编

62 周 超 中学数学月刊 副主编

63 莫祥银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副主任、执行主编

64 钱建明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常务副主编

65 杨 波 雨花 副主编

66 葛 云 新世纪智能 主编

67 王文涛 全国优秀作文选 副主编

68 彭珍凤 农业装备技术 主任

69 卞丽娜 农业装备技术 站长、社长

70 薛 源 书画艺术 主编

71 曹胜根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 主编

72 侯祥鹏 现代经济探讨 编辑部主任

73 张晓玲 我爱学 副主编

74 周彩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期刊社 期刊社主任

75 张福颖 大气科学学报 副主编

76 吴 萍 扬州教育学院学报 学报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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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77 李金宇 扬州职业大学学报 学报编辑部主任

78 郭 欣 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 编辑部主任

79 朱吉鸽 医药高职教育与现代护理 编辑部副主任

80 钦 嫣 中国肿瘤外科 编辑部副主任

81 王红银 汽车维护与修理 执行主编

82 李东江 汽车维护与修理 主编

83 陈 强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副主编

84 刘化喜 淮阴工学院学报 编辑部副主任

85 解 亘 南大法学 主编

86 方健华 江苏教育研究 所长、副主编

87 何佳洲 指挥控制与仿真 中国船舶集团高级专家

88 叶 敏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主任

89 仲扣庄 物理之友 常务副主编

90 张 雷 莫愁 副主任

91 张青萍 室内设计与装修 主编

92 李万春 湖泊科学 主任

93 程军平 抗感染药学 编辑部主管领导

94 朱 东 涂料工业
中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

院有限公司副总工

95 彭明成 职教通讯 副社长

96 秦 涛 职教通讯 副主编

97 贺靖峰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矿业科学与技术学报（英文版）
校期刊中心主任

98 陶 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副书记

99 林 璨 微波学报 编辑部主任

100 徐良文 铁军 执行总编辑

101 单文婷 视听界 编辑部主任

102 戴陵江 食品与生物技术学报 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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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103 来向红 阅江学刊 副主编

104 汪 琳 电子机械工程 编辑部主任

105 赵文胜 精品 副主编

106 陈 琪 振动、测试与诊断 编辑部主任

107 王 平 振动、测试与诊断 编辑部副主任

108 谢 玲 阅读 主编

109 墨石磊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
学报编辑部主任

110 顾 平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副主编

111 盛 艳 江苏理工学院学报 副主编

112 高浩诚 涂层与防护 主编

113 许和隆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
期刊社主任

114 陈玉国 水利经济 副主编、主任

115 宁连华 数学之友 副主编

116 马永祥 江苏农业科学 期刊常务副主编

117 卢 勇 中国农史 常务副主编

118 胡 阳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副主编

119 卢红标 江苏建筑 副秘书长

120 朱雪松 中国血液流变学 编辑部主任

121 顾国华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编辑部主任

122 胡 醇 电工电气 主编

123 杨金才 当代外国文学 所长、主编

124 余丽琼 东方娃娃 总编辑

125 沈建新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