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云学院董〔2018〕6号 

 

 

广东白云学院董事会 

关于吴立平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职能处室：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董事会研究决定： 

吴立平同志任广东白云学院副校长； 

李红英同志任广东白云学院校长助理。 

  特此通知 

 

   

广东白云学院董事会 

2018 年 4月 23日 

 

 

 

 

 

 



白云学院党〔2017〕23号 

 

中共广东白云学院委员会 

关于李林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 

    李林同志任党委办公室主任(正处级）、统战部部长(兼）； 

胡小锐同志任宣传部部长(正处级）； 

邓建侠同志任武装部部长(正处级）； 

王晓艳同志任共青团广东白云学院委员会书记(正处级）； 

段立同志任共青团广东白云学院委员会副书记(副处级）； 

张泽彬同志任应用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 

吴斌同志任宣传部正处级干部； 

龙晓凤同志任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邓威同志任共青团广东白云学院委员会副书记(兼）。 

免去陈峰同志的武装部部长(兼)职务； 

免去李林同志的宣传部部长职务；  

免去王晓艳同志的学生工作部副部长职务； 

免去龙晓凤同志的应用经济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职务。 

 

 



陈峰同志不再担任共青团广东白云学院委员会书记职务； 

张泽彬同志不再担任共青团广东白云学院委员会副书记职

务。 

特此通知 

 

 

中共广东白云学院委员会 

2017 年 12 月 26日 

 
 

 

 

 

 

 

 

 

 



白云学院党〔2017〕24号 

 

中共广东白云学院委员会 

关于王晓艳等同志职务任命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 

王晓艳同志任团委青年发展中心主任（兼）； 

段立同志任团委青年传媒中心主任（兼）； 

何坤同志任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 

熊彦辉同志任团委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副科级）； 

陈彦斯同志任宣传部副主任科员（副科级）。 

特此通知 

 

 

中共广东白云学院委员会 

2017 年 12 月 26日 
 



 

白云学院党〔2018〕1号 

 

中共广东白云学院委员会 

关于何晶梁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 

    何晶梁同志任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处级）。 

免去岳增玲同志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职务。 

特此通知 

 

 

中共广东白云学院委员会 

2018 年 3月 5 日 

 



                        白云学院人〔2017〕24号 

 

广东白云学院关于机构调整 

及刘锡荣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职能处室：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报董事会同意，

成立发展规划处，与院校发展研究中心合署办公。 

聘任： 

刘锡荣同志为物资管理与采购部处长； 

舒志恒同志为工程结算中心主任； 

刘志新同志为广东白云学院德育研究所所长； 

曹叔亮同志为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应用技术大

学研究中心主任（兼）； 

饶丽娟同志为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兼）； 

黄天林同志为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 

丁伟国同志为图书馆副馆长； 

赵霖同志为评鉴中心副主任； 

梁洪坤同志为策划推广部副部长（副处级）。 

免去： 

霍小梅同志图书馆馆长职务； 

李春霞同志工程结算中心主任职务。 

  

                       广东白云学院 

                      2017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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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学院人〔2017〕26号 

 

广东白云学院关于 

朱尧成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职能处室：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报董事会同意，

聘任： 

朱尧成同志为基建处处长； 

付美平同志为基建处副处长； 

李冬权同志为基建处水电科科长。 

黄若海同志不再兼任基建处处长职务。 

 

 

                       广东白云学院 

                       2017 年 9 月 25 日 

 

 



 

白云学院人〔2017〕27号 

 

广东白云学院关于 

欧晓明等同志聘任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职能处室：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报董事会同意，

聘任： 

欧晓明同志为工商管理学院学术副院长； 

吕恩利同志为机电工程学院学术副院长； 

谢巍同志为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学术副院长； 

罗党论同志为会计学院学术副院长； 

刘社欣同志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副院长。    

 

 

                       广东白云学院 

                       2017 年 11 月 15日 

 

 

 

 



 

 

 

 

 

 

 

 

 

 

 

 



白云学院人〔2017〕29号 

 

广东白云学院关于 

陈华钢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职能处室：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聘任： 

陈华钢同志为绿色环境艺术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兼）； 

高云庭同志为绿色环境艺术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大斌同志为大数据应用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兼）； 

汤海林同志为大数据应用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吴铁雄同志为应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 

陈林艳同志为应用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林春景同志为智能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兼）； 

梁剑同志为建筑 3D打印材料与工艺研究中心主任； 

曹玉华同志为智能包装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兼）； 

吕偿同志为智能包装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术峰同志为珠三角区域物流研究中心主任。 

  

  

                              广东白云学院 

                            2017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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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学院人〔2017〕31号 

 

广东白云学院关于 

程明学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职能处室：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报董事会同

意： 

程明学同志任人事处处长； 

李红英同志任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主任（兼）； 

张国安同志任校企合作办公室主任（兼）； 

饶丽娟同志任发展规划处副处长； 

杨宝丽同志任教务处副处长、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副主

任（兼）； 

赵霖同志任教务处副处长、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副主任

（兼）； 

王西进同志任校企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兼）； 

龙晓凤同志任学生处副处长。 

免去吴斌同志的策划推广部部长职务； 

免去虞迅同志的校企合作办公室主任（兼）职务； 

 

 



免去王晓艳同志的学生处副处长职务； 

免去杨辉同志的校企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兼）职务。 

特此通知 

 

 

                            广东白云学院 

                          2017 年 12 月 26日 

 

 

 

 

 

 



 

白云学院人〔2017〕32号 

 

广东白云学院关于 

康穆霞等同志职务任免通知 
 

各二级学院、职能处室：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康穆霞同志任综合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正科级）； 

罗薇同志任综合办公室行政科副科长（正科级）； 

虞凯惠同志任国际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副科级）； 

舒雅静同志任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副主任科员（副科

级）； 

黄健嫦同志任学生处（学生工作部）学生综合服务中心副主

任（副科级）； 

王明英同志任通识教育学院办公室副主任； 

方玲同志任建筑工程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主任； 

王克涛同志任经管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 

 

 

 



黄露赟同志任应用经济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主任。 

免去毛政才同志的应用经济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主任职

务。 

特此通知 

 

 

广东白云学院 

2017 年 12 月 26日 

 

 

 

 

 



 

白云学院人〔2018〕2号 

 

广东白云学院关于 
李建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职能处室：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报董事会同

意： 

李建军同志任新媒体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 

免去曹叔亮同志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和应用技术大学研究中

心主任职务； 

免去何晶梁同志学生处学生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职务。 

特此通知 

 

 

 

                              广东白云学院 

                             2018 年 3 月 5日 

 

  



 

白云学院人〔2018〕3号 

 

广东白云学院关于 

吕偿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职能处室： 

根据工作需要，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吕偿同志任机电工程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主任； 

王会贤同志任会计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主任； 

张兴华同志任机电工程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 

周金伟同志任机电工程学院汽车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 

肖成军同志任机电工程学院智能装备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 

肖再鸿同志任外国语学院语言实验教学中心主任； 

张雯雯同志任教师发展中心主任科员； 

彭瑜婧同志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公室副主任； 

江剑辉同志任总务处车队副队长（副科级）。 

免去张兴华同志的机电工程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主任

职务； 

免去何邓娇同志的会计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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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任岳华同志的机电工程学院智能装备实验教学中心主

任职务； 

免去周军同志的总务处车队副队长职务。 

特此通知 

 

 

                               广东白云学院 

                              2018 年 3月 15日 

 

  

                            

 
带格式的: 两端对齐, 行距: 固
定值 25 磅, 孤行控制



白云学院人〔2018〕6号 

 

 

广东白云学院关于 

李念良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职能处室：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李念良同志任教务处副处长。 

特此通知 

 

 

                            广东白云学院 

                           2018 年 4 月 23日 

 
 



白云学院人〔2018〕10号 

 

 

广东白云学院关于 

骆风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职能处室： 

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聘任： 

骆风同志任广东白云学院通识教育学院副院长； 

卜玉坤同志任广东白云学院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刘阳同志任广东白云学院会计学院副院长； 

孔丽华同志任广东白云学院招生办公室副主任。 

    特此通知 

 

 

                             广东白云学院 

                           2018 年 8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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