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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姓名 目前工作单位 学术领域

何吉欢 苏州大学 数学

廖世俊 上海交通大学 数学

范剑青 中国科学院 数学

王明亮 河南科技大学 数学

白中治 中国科学院 数学

李万同 兰州大学 数学

李常品 上海大学 数学

范先令 兰州大学 数学

马如云 西北师范大学 数学

孙继涛 同济大学 数学

曾六川 上海师范大学 数学

丁协平 四川师范大学 数学

李永昆 云南大学 数学

王吉波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数学

黄南京 四川大学 数学

周波 华南师范大学 数学

宋乾坤 重庆交通大学 数学

姚永红 天津工业大学 数学

周勇 湘潭大学 数学

秦小龙 杭州师范大学 数学

魏益民 复旦大学 数学

卢俊国 上海交通大学 数学

周炜星 华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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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志东 东北师范大学 数学

周勇 上海财经大学 数学

方开泰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
学联合国际学院 数学

戴彧虹 中国科学院 数学

陈凤德 福州大学 数学

张盛 渤海大学 数学

陆君安 武汉大学 数学

陈士华 武汉大学 数学

何炳生 南京大学 数学

魏俊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数学

祁锋 天津工业大学 数学

田永革 中央财经大学 数学

白占兵 山东科技大学 数学

李继彬 浙江师范大学 数学

李颂孝 嘉应学院 数学

殷朝阳 中山大学 数学

孙元功 济南大学 数学

何银年 西安交通大学 数学

王稳地 西南大学 数学

赵洪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数学

张玉峰 中国矿业大学 数学

邓伟华 兰州大学 数学

陈文 河海大学 数学

崔宝同 江南大学 数学

唐春雷 西南大学 数学

李明 华东师范大学 数学

蒋达清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数学

郭本瑜 上海师范大学 数学

范猛 东北师范大学 数学

胡星标 中国科学院 数学

唐三一 陕西师范大学 数学

陈志明 中国科学院 数学

王卿文 上海大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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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亚平 四川大学 数学

廖晓昕 华中科技大学 数学

杨晓松 华中科技大学 数学

卢剑权 东南大学 数学

杨小帆 重庆大学 数学

杨大春 北京师范大学 数学

王锦荣 贵州大学 数学

唐先华 中南大学 数学

夏应存 南京大学 数学

宋新宇 信阳师范学院 数学

夏永辉 浙江师范大学 数学

徐道义 四川大学 数学

徐俊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

曹道民 中国科学院 数学

王明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数学

韩茂安 上海师范大学 数学

葛根年 首都师范大学 数学

郭上江 湖南大学 数学

陈艳萍 华南师范大学 数学

李晓迪 山东师范大学 数学

李声杰 重庆大学 数学

柳柏濂 华南师范大学 数学

蒋海军 新疆大学 数学

朱全新 南京师范大学 数学

王启华 中国科学院 数学

王汉生 北京大学 数学

詹建明 湖北民族学院 数学

靳祯 山西大学 数学

宋永利 同济大学 数学

梁进 上海交通大学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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