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金融教育公益项目评审专家库

入库专家及备选专家名单

入库专家名单

姓 名 学校名称 职 称 职 务

谭小芬 中央财经大学 教授 人事处处长

王 辉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教授 副院长

黄志刚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教授 副院长

王茂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教授 副院长

王天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教授 副院长

张海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教授 副院长

杨胜刚 金融发展与信用管理研究中心 教授 主任

龙海明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教授 研究中心主任

吴志明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教授 副院长

张 宁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教授 副院长

罗荣华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教授 副院长

蔡栋梁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校团委副书记

许 志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教授 系主任

张铁铸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教授 院长

应尚军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教授 副院长

闫海洲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教授 副院长

张建友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教授 原党委书记

杨国辉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副教授 无

李江城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教授 副院长



王资燕 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 副教授 系副主任

张克雯 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 副教授 系副主任

张小成 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 教授 无

朱春红 天津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常务副院长

王 巍 天津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金融系主任

温宇静 天津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 副院长

梁学平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院长

姜达洋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副教授 副院长

韦颜秋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副教授 系主任

刘 妍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教授 学院副院长

江世银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二级教授 原正县处级

石岿然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三级教授 院长

唐亚晖 吉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教授 院长

胡少勇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副教授 副院长

钟小林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副教授 系主任

胡 军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副教授 系主任

汪 洋 江西师范大学 教授 副校长

邓久根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教授 副院长

付剑茹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教授 副院长

李雅宁 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金融会计系 副教授 无

王 慧 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金融会计系 副教授 金融专硕负责人

彭 芸 湖北经济学院金融学院 三级教授 副处长

许传华 湖北经济学院金融学院 二级教授 院长

杨学东 湖北经济学院金融学院 副教授 无

林 妍 河北金融学院会计学院 副教授 教师

程颖慧 河北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 教授 教研室主任

苏跃辉 河北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 副教授 副院长



刘昊虹 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 教授 无

王 颖 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 副教授 系副主任

赵文君 哈尔滨金融学院教师发展中心 教授 主任

陈靓秋 湖北商贸学院经济学院 教授 院长

王 恒 湖北商贸学院经济学院 教授 教研室主任

徐若瑜 湖北商贸学院经济学院 副教授 无

王小平 上海商学院财务金融学院 副教授 副院长专业负责人

丁 杰 福建江夏学院金融学院 副教授 无

黄茂海 福建江夏学院金融学院 教授 无

李杰辉 福建江夏学院金融学院 副教授 投资系主任

石莉萍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 教授 无

邹 浩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 副教授 副院长

孙迎春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教授 副校长

于 舒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副研究员

人事处处长、马克

思主义学院党总支

书记、常务副院长

魏 璠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投资保险学院 副教授 二级分院副院长

董瑞丽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金融管理学院 教授 金融学院院长

吴金旺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金融管理学院 教授 副书记、副院长

潘锡泉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金融管理学院 副教授 科研处副处长

吕鹰飞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教授 副校长

耿传辉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处 教授 科研处处长

施晓春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金融学院 教授 金融学院院长

沈立君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高级经济师 校党委书记

韦雪凌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金融系 高级讲师 无

黎秋华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投资与保险系 高级经济师 无

董雷光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金融系 副教授 专业主任



张晓清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会计系 副教授 系副主任

马建华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金融系 教授 系主任

沈玉星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金融系 副教授 系副主任

苑玉新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室 讲师、高级会计师 教研室主任

乔 睿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金融学院 副教授 无

王新玉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金融学院 副教授 教师

朱 静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金融学院 副教授 教师

备选专家名单

姓 名 学校名称 职 称 职 务

谷政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副教授 学院党委书记

孙清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教授 教工支部书记

王滨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金融系 高级经济师 教师

宋洋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副教授 党支部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