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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批会员情况 
序号 姓名 地区 性别 单位 职称 

1 王震 北京 男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教授 
2 朱光明 北京 男 华民慈善基金会 — 
3 张志元 辽宁 男 东北大学 教授 
4 李孜 重庆 女 重庆工商大学 教授 
5 陈元刚 重庆 男 重庆理工大学 教授 
6 高鉴国 山东 男 山东大学 教授 
7 高功敬 山东 男 济南大学 教授 
8 贾海彦 山东 女 山东财经大学 教授 
9 刘喜华 山东 男 青岛大学 教授 

10 吕慈仙 山东 男 青岛大学 教授 
11 田新朝 湖北 男 黄冈师范学院 教授 
12 陈亚东 浙江 男 绍兴文理学院 教授 
13 范阳东 广东 男 广州医科大学 教授 
14 初可佳 广东 女 广东金融学院 教授 
15 黑启明 海南 男 海南医科大学 教授 
16 睢党臣 陕西 男 陕西师范大学 教授 
17 张民省 山西 男 山西大学 教授 
18 肖富群 广西 男 广西师范大学 教授 
19 张薇 西藏 女 西藏民族大学 教授 
20 张建英 青海 女 青海民族大学 教授 
21 谢红 北京 女 北京大学 副教授 
22 金红磊 北京 女 中央民族大学 副教授 
23 张艳霞 北京 女 中国农业大学 副教授 
24 郑莉莉 北京 女 中央财经大学 副教授 
25 杨山鸽 北京 女 首都师范大学 副教授 
26 任素娟 辽宁 女 锦州医科大学 副教授 
27 邹丽丽 辽宁 女 辽宁大学 副教授 
28 林俏 辽宁 女 辽宁警察学院 副教授 
29 陈洋 辽宁 男 辽宁大学 副教授 
30 王远 吉林 男 吉林大学 副教授 
31 张歌 河南 女 河南大学 副教授 
32 王芹萼 河南 女 河南城建学院 副教授 
33 肖金萍 浙江 女 浙江师范大学 副教授 
34 张树新 浙江 男 浙江工商大学 副研究员 
35 杨向前 安徽 男 安徽财经大学 副教授 
36 林东海 福建 男 厦门大学 副教授 
37 孙荣 重庆 男 重庆工商大学 副教授 
38 商存慧 陕西 女 西北工业大学 副教授 
39 郑煜 陕西 男 西安工程大学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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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何得桂 陕西 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副教授 
41 刘玮 陕西 男 陕西师范大学 副教授 
42 李艳军 宁夏 男 北方民族大学 副教授 
43 徐毅成 甘肃 男 甘肃政法大学 副教授 
44 刘桂莲 北京 女 首都师范大学 讲师 
45 朱小玉 北京 女 财政科学研究院 讲师 
46 石琤 北京 女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学术助理 

香港大学博士后 
助教 

47 彭聪 上海 女 复旦大学 讲师 
48 郑吉友 辽宁 女 沈阳师范大学 讲师 
49 徐玲 辽宁 女 大连海洋大学 讲师 
50 李晶 黑龙江 女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讲师 
51 高荣 河南 女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讲师 
52 张勃 河南 女 河南农业大学 讲师 
53 耿晋娟 山西 女 山西财经大学 讲师 
54 李鹏 湖北 男 武汉工程大学 讲师 
55 万旋 湖南 男 湖南大学 讲师 
56 喻剑利 浙江 男 宁波大学 讲师 
57 王静曦 重庆 女 重庆工商大学 讲师 
58 陈亮 广西 男 桂林理工大学 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