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负责内容 姓名 邮箱 办公室地点
学院分管领导 李晓红 lixiaohong666666@163.com 南光一313a

工作人员 吴艺 wuyi@xmu.edu.cn 南光一313b
专家小组 曹剑波 jbcao@xmu.edu.cn 南光一
专家小组 王晓红 wangxiaohong@xmu.edu.cn 南光一
专家小组 刘家军 ljj@xmu.edu.cn 南光一
专家小组 曲天夫 qutianfu@xmu.edu.cn 南光一

学院分管领导 卓越 zhuoyue4906@163.com 成智楼323
学院分管领导 赵晓慧 zxh@xmu.edu.com 成智楼204

工作人员 李艳霞 liyanxia7611@xmu.edu.cn 成智楼319
工作人员 漆亮亮 7bobo@sina.com 成智楼318
工作人员 戴小力 xldf919@sina.com 成智楼320
工作人员 徐莹 xuying@xmu.edu.cn 成智楼204
工作人员 蔡妮妮 ggswbk@xmu.edu.cn 成智楼212

学院分管领导 徐琪 xqkh@xmu.edu.cn 囊萤楼304
工作人员 张闻博 zwb@xmu.edu.cn 囊萤楼307

学院分管领导 李兰英 lanLy009@xmu.edu.cn 法学院C503
工作人员 周蕾 zhlei@xmu.edu.cn 法学院C207
工作人员 高斌 lawtw@xmu.edu.cn 法学院C319
工作人员 林旭荣 lxr@xmu.edu.cn 法学院C319
工作人员 陈丽清 chenliqing@xmu.edu.cn 法学院C320

学院分管领导 陈焰 xmuchenyan@163.com 经济学院经济A-425
工作人员 徐雪源 icesnow_xu@163.com 经济楼N座209

学院分管领导 徐迪 dxu@xmu.edu.cn 嘉庚一307
学院分管领导 洪秋霞 hqx@xmu.edu.cn 嘉二313

工作人员 林爱珍 linaz@xmu.edu.cn 嘉庚二312
工作人员 江娇 jiangjiao@xmu.edu.cn 嘉庚二315
工作人员 揭上锋 772582551@qq.com 嘉庚二317

学院分管领导 阎立峰 flying@xmu.edu.cn 新闻楼401
工作人员  戴蓥 dayling@xmu.edu.cn 新闻楼412室

工作人员 吴懋雯 triplewu@xmu.edu.cn
新闻传播实验中心办

公室
工作人员 李鑫 xwxjxms@xmu.edu.cn 新闻楼404室

学院分管领导 傅万里 wlfu@xmu.edu.cn 2#B307-6
工作人员 周星宇 1036250944@qq.com 翔安校区2号楼B206-1

学院分管领导 王勤 wangqin@xmu.edu.cn 南安楼201（6）
工作人员 朱鸿婕 zhuhj@xmu.edu.cn 南安楼206

学院分管领导 钱建国 jgqian@xmu.edu.cn 物理机电大楼637
学院分管领导 杜魁 kuidu@xmu.edu.cn 物理机电大楼536

工作人员 黄晨龙 clhuang@xmue.edu.cn 海韵园B307
学院分管领导 李书平 lsp@xmu.edu.cn 新楼403

工作人员 吴顺情 wsq@xmu.edu.cn 新楼550
工作人员 吴志明 zmwu@xmu.edu.cn 新楼404
工作人员 蔡淑惠 shcai@xmu.edu.cn 新楼345
工作人员 郑振耀 zzy@xmu.edu.cn 新楼339
工作人员 顾为民 guwm@xmu.edu.cn 新楼541
工作人员 张文生 physjx@xmu.edu.cn 行政楼B206

学院分管领导 兰维瑶 wylan@xmu.edu.cn 嘉庚四-509
航空系 吴榕 wur@xmu.edu.cn 海韵新楼352
机电系 卓勇 zhuoyong@xmu.edu.cn 嘉庚四-609
自动化系 王颖 wangying@xmu.edu.cn 海韵科研2-216
工作人员 蔡鹏程 pccai@xmu.edu.cn 嘉庚四-518

学院分管领导 朱亚先 yaxian@xmu.edu.cn 同安二204室
学院分管领导 刘俊杰 jiesong@xmu.edu.cn 同安二101室

化学系分管领导 黎朝 lizhao@xmu.edu.cn 同安二103室
化学工程与生物
工程系分管领导

吐松 tusong@xmu.edu.cn 同安二102室

化学生物学系分
管领导

杨朝勇 cyyang@xmu.edu.cn 同安二103室

新闻传播学院

国际关系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各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工作小组”联系方式

人文学院

公共事务学院

外文学院

法学院

经济学院

管理学院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国际学院

航空航天学院



学院 负责内容 姓名 邮箱 办公室地点
工作人员 吴丽晶 dchembio@xmu.edu.cn 同安二102室

学院分管领导 周大旺 dwzhou@xmu.edu.cn 黄朝阳楼A404
工作人员 李勤喜 liqinxi@xmu.edu.cn 黄朝阳楼D422
工作人员 吴佳蓓 wujiabei@xmu.edu.cn 黄朝阳楼B203
工作人员 陈灿和 chench@xmu.edu.cn 黄朝阳楼E302
工作人员 徐小伟 xwxu@xmu.edu.cn 黄朝阳楼B205
工作人员 田静 tianjing@xmu.edu.cn 黄朝阳楼B305
工作人员 郑毅芳 smbk@xmu.edu.cn 黄朝阳楼B305

学院分管领导 商少凌 slshang@xmu.edu.cn 希平楼C3-421
学院分管领导 张  宇 yuzhang@xmu.edu.cn 希平楼C3-209

工作人员 朱红梅 flyzhu324@163.com 希平楼C1-205
评委 刘海鹏 haipengliu@xmu.edu.cn 周隆泉楼A2-215
评委 蔡明刚 mgcai@xmu.edu.cn 周隆泉楼B2-414
评委 程  鹏 pcheng@xmu.edu.cn 希平楼C3-320
评委 汤立国 liguotang@xmu.edu.cn 希平楼C3-225

学院分管领导 董俊 jdong@xmu.edu.cn 海韵园行政楼C514
工作人员 翁维诚 wengweicheng@xmu.edu.cn 海韵园实验楼306
工作人员 陈华宾 chb@xmu.edu.cn 海韵园教学楼501

学院分管领导 史亮 sliang@xmu.edu.cn
厦门大学海韵校区行

政楼A座209

工作人员 刘锦锗 ljz16@xmu.edu.cn
厦门大学海韵园行政

楼A103

学院分管领导 张业 zhangye@xmu.edu.cn 成义楼507
学院分管领导 薛茂强 Xmq8887@xmu.edu.cn 成义楼513
部门分管领导 胡咏晖 huyonghui@xmu.edu.cn 成义楼531

工作人员 李丹 yxylidan@xmu.edu.cn 成义楼531
工作人员 方晨亮 fchl@xmu.edu.cn 成义楼528

学院分管领导 吴  振 wuzhen@xmu.edu.cn 庄瑾楼539
工作人员 邹燕红 yanhongzou@xmu.edu.cn 庄瑾楼530

学院分管领导 林忠宁 linzhn@xmu.edu.cn 曾宪梓楼315
工作人员 安然 anran@xmu.edu.cn 曾宪梓楼310

学院分管领导 雷鹰 ylei@xmu.edu.cn 曾呈奎楼A506
工作人员 吴晓雯 35336817@qq.com  曾呈奎楼A220
工作人员 林跃华 yuehuaxm@xmu.edu.cn 曾呈奎楼A221

学院分管领导 任磊 renlei@xmu.edu.cn 凌峰楼4楼
学院分管领导 杜海林 dhl@xmu.edu.cn 国光三1~4号
学院分管领导 熊晓鹏 xpxiong@xmu.edu.cn 凌峰楼2楼

工作人员 沈晓红 shenxh@xmu.edu.cn 国光三1~4号103室
工作人员 刘新瑜 lxy212@xmu.edu.cn 科学楼405

学院分管领导 缪惠芳 hfmiao@xmu.edu.cn
工作人员 龚树丰 gsf@xmu.edu.cn 翔安校区能源学院

学院分管领导 石红梅 hmshistone@126.com 成智二104
工作人员 熊欢 myjx@xmu.edu.cn 成智二111

分管领导 孙佳 50920806@qq.com
自钦楼学生活动  中

心三楼

工作人员 张晴 814272616@qq.com
自钦楼学生活动  中

心三楼

学院分管领导 王大志 dzwang@xmu.edu.cn 金泉楼A225

生态科学与工程
系分管领导

王文卿 mangroves@xmu.edu.cn 金泉楼B42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系分管领导

陈荣 chengrong@xmu.edu.cn 金泉楼C434

工作人员 林明华 lmh@xmu.edu.cn 金泉楼A206

工作人员 刘珺 liujun@xmu.edu.cn 金泉楼B105

工作人员 李岚 esebk@xmu.edu.cn 金泉楼A208

药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海洋与地球学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学院

医学院

环境与生态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材料学院

能源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校团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