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传媒学院中层干部名册
（2022.10）

序号 姓名 现任职务 备注

1 赵渊 办公室主任 正职

2 曾平江 办公室副主任 副职

3 方宁 办公室副主任，机关纪委委员 副职

4 严玉菡 纪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 副职

5 郑汉杰 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机关纪委委员 副职

6 杜巍 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机关党委委员 副职

7 高文苗 发展规划处处长 正职

8 章周炎
人事处处长、教师工作部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兼）、人才办副主任，机
关党委委员

正职

9 陈佩芬 人事处副处长 副职

10 陈英弟 人事处副处长、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离退休党总支副书记 副职

11 袁蕾 学生工作部部长、学生处处长、人武部部长 正职

12 谢伟旋 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学生处副处长、人武部副部长 副职

13 王珏 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学生处副处长（桐乡校区专职）、人武部副部长 副职

14 陈根林 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学生处副处长、人武部副部长 副职

15 黄寒冰 教务处处长、招生办主任，机关党委委员 正职

16 俞承杭 教务处副处长 副职

17 姚望 教务处副处长 副职

18 项雁 教务处副处长（桐乡校区专职） 副职

19 徐海华 教务处副处长、招生办副主任 副职

20 张邦卫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处处长 正职

21 黄洁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处副处长 副职

22 杨彩霞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处副处长 副职

23 孙丽园 科研与创作处处长，机关党委委员 正职

24 杜辉 科研与创作处副处长 副职

25 陈允光 计划财务处处长 正职

26 卢旭霞 计划财务处副处长，机关纪委委员 副职

27 方杰 社会合作处处长 正职

28 贺潇潇 社会合作处副处长 副职

29 郭光初 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 正职

30 周佳丽 国际交流合作处副处长、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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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曲绍祥 公共事务管理处处长 正职

32 钟炳梁 公共事务管理处副处长 副职

33 杨寿堂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 正职

34 姚则东 校园建设处处长 正职

35 鲍桂英 审计处处长 正职

36 王奕全 保卫处处长 正职

37 潘红霞 纪委委员，桐乡校区管委会主任 正职

38 申清 桐乡校区管委会副主任 副职

39 朱新江 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室主任，机关党委委员 正职

40 俞岚 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副职

41 鲍芳 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副职

42 徐璐 工会常务副主席、妇联主席 正职

43 陈瑞芳 工会副主席 副职

44 刘杏 团委书记 正职

45 杜晓红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正职

46 戚鸿峰 纪委委员，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正职

47 倪琦珺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 副职

48 杭瑛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副职

49 王一婷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院长 副职

50 宋佳 电视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正职

51 卢炜 电视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层正职）、党委副书记 正职

52 吴爱芳 电视艺术学院副院长 副职

53 袁立本 电视艺术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 副职

54 滕佳丽 电视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副职

55 丁海祥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院长 正职

56 陈凌广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正职

57 柳执一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 副职

58 吴霞 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副职

59 戴运财 国际文化传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正职

60 黄鸣刚 国际文化传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正职

61 黄晓琴 国际文化传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 副职

62 包晓峰 国际文化传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国际交流合作处副处长 副职

63 张针铭 国际文化传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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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李晋林 华策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桐乡校区管委会委员 正职

65 雷卫军 华策电影学院党委委员,浙江传策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正职

66 向宇 华策电影学院副院长 副职

67 姜武 纪委委员，媒体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正职

68 俞定国 媒体工程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正职

69 周忠成 媒体工程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 副职

70 章化冰 媒体工程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 副职

71 姜燕冰 媒体工程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 副职

72 赵曼 媒体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副职

73 胡晓阳 设计艺术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桐乡校区管委会委员 正职

74 于友成 设计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正职

75 林立荣 设计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副职

76 曹凌 设计艺术学院副院长 副职

77 张雷 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桐乡校区管委会委员 正职

78 林利宏 纪委委员，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正职

79 龚立群 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职

80 赵礼寿 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 副职

81 李松 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副职

82 朱文斌 文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桐乡校区管委会委员 正职

83 陈斌 文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正职

84 俞春放 文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 副职

85 朱强 文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副职

86 黄义枢 文学院副院长 副职

87 崔波 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 正职

88 李欣 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正职

89 李灵革 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副职

90 曾真 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副职

91 单建鑫 音乐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桐乡校区管委会委员 正职

92 赵月峰 纪委委员，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正职

93 吴红非 音乐学院副院长 副职

94 张燕 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副职

95 刘福州 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科学部）院长（主任）、党总支书记 正职

96 许志红 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科学部）副院长（副主任）、党总支委员 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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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寿文华 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直属党支部书记 正职

98 薛林峰 大学体育教学部副主任、直属党支部副书记 副职

99 蔡罕 公共艺术教育部主任、直属党支部书记 正职

100 吴艳彧 公共艺术教育部副主任 副职

101 郭小拓 纪委委员，继续教育学院（培训中心）院长（主任）、党总支书记 正职

102 施益华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培训中心副主任、党总支委员 副职

103 刘静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中心）副院长（副主任）、党总支委员 副职

104 傅梅烂
创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常务副院长（主任）、直属党支部书记，学生
工作部副部长、学生处副处长

正职

105 徐凤兰 图书馆馆长、直属党支部书记 正职

106 顾晶晶 图书馆副馆长、直属党支部委员 副职

107 林红志 图书馆副馆长（桐乡校区专职）、直属党支部委员 副职

108 周海峰 全媒体实验创新中心主任、直属党支部副书记 正职

109 何丽 全媒体实验创新中心直属党支部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 副职

110 胡一梁 全媒体实验创新中心副主任、直属党支部委员 副职

111 郦娜 全媒体实验创新中心副主任、直属党支部委员 副职

112 叶福军 网络数据中心主任 正职

113 陶文平 网络数据中心副主任 副职

114 缪春华 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党委委员 正职

115 王丽 后勤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副职

116 黄英 后勤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副职

117 伍林军 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党委委员 副职

118 殷勇 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党委委员 副职

119 贾智 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正职

120 朱力欣 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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