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0 年北部湾大学海洋学院研究生指

导教师招生资格审定结果的公示 
 

依据国家招生计划、社会需要和学科专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结合湾大发〔2018〕13 号和海洋学院发〔2020〕11 号文件要求，

经海洋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党政联席会审核通过，现将

2020 年海洋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定结果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18 日—20 日，为期 3 天。 

如对审定结果有异议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名真实姓名和联

系方式，于公示期内邮件或直接送达海洋学院周姣娣老师处，邮

寄的以邮戳时间为准，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时间为准。 

 

 

附件：2020 年北部湾大学海洋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

定结果汇总表 

 

 

北部湾大学海洋学院 

2020 年 3 月 18 日 

（联系人：周姣娣；联系电话：18587589670） 



附件 

2020 年北部湾大学海洋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定结果

汇总表 

序

号 
学院 姓名 

所属学

科（专业

领域） 

最高

学位 
职称 

出生 
年月 

是否

兼职

导师 

兼职

导师

工作

单位 

1 海洋学院 喻达辉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研究员 1963.11 否   

2 海洋学院 杨  斌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副教授 1983.08 否   

3 海洋学院 龚  斌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教授 1979.05 否   

4 海洋学院 关杰耀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副研究员 1990.01 否   

5 海洋学院 朱静敏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讲师 1991.02 否   

6 海洋学院 王京真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教授 1982.04 否   

7 海洋学院 许尤厚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教授 1980.12 否   

8 海洋学院 李  健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副研究馆员 1979.09 否   

9 海洋学院 王玉军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研究员 1975.04 否   

10 海洋学院 廖永岩 农业(渔业

发展) 
硕士 教授 1965.07 否   

11 海洋学院 鲁栋梁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副教授 1981.03 否   

12 海洋学院 张广平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副教授 1975.02 否   

13 海洋学院 白丽蓉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高级工程师 1980.03 否   

14 海洋学院 陶玉华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教授 1968.03 否   

15 海洋学院 黄  鹄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教授 1965.03 否   

16 海洋学院 王鹏良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教授 1978.11 否   



17 海洋学院 朱  鹏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副研究员 1986.03 否   

18 海洋学院 佘智彩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讲师 1986.01 否   

19 海洋学院 亢振军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副教授 1982.08 否   

20 海洋学院 陈振华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高级工程师 1972.09 否   

21 海洋学院 李红玉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讲师 1988.10 否   

22 海洋学院 蔡小辉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副研究员 1982.08 否   

23 海洋学院 严雪瑜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助理研究员 1988.11 否   

24 资环学院 黎树式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研究员 1980.07 否   

25 科技处 冯国禄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教授 1964.06 否   

26 建工学院 李继光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副教授 1981.05 否   

27 理学院 彭银辉 农业(渔业

发展) 
硕士 副研究员 1981.08 否   

28 校外 李鹏飞 农业(渔业

发展) 
博士 副研究员 1988.02 是 广西科

学院 
注：按照近三年科研系统统计科研总分从高到低排序（校外不计分），优先考虑本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