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科学专业优秀校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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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伟 1960.9 1979. 9 月 1983.7 教授 

 

 

 

 

 

 

 

 华南农业 

大学环境 

资源学院 

昆虫学系 

自然情况：79 级校友，1998 年于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生物系获硕士学位；2001 年于日本北

海道大学地球环境科学系毕业获博士学位。曾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在东

京都立大学进化遗传学研究室从事果蝇进化生物学研究。现为华南农业大学环境资源学院昆

虫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贡献：陈宏伟主要对亚洲及东南亚地区产果蝇进行区系分类学研究，探索地理分布与地

质变迁的相互关系；利用分子遗传学方面的信息，对其进行系统发育分析；研究果蝇在亚洲

东部及东南亚地区的适应辐射机制和进化生物学特点，修订和重建自然分类体系。在果蝇的

生物多样性和进化生物学的系统分类学、起源、扩散与入侵机制、分子系统发育、生物地理

学、危害防控与检疫等方面取得重大研究进展。完成了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 项教育

部基金项目；正在进行研究有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Journal of Natural 

History》、《Canadian Entomologist》等 10 多家国际学术专业刊物上发表了果蝇研究论文 

50 余篇。  

获得荣誉：研究成果获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 年和 1998 年）、周尧昆虫分类学

奖励基金三等奖（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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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 1964.4 1982.9 1986.7 研究员 副校长 沈阳师范大学 

自然情况： 82 级校友，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教育管理专业硕士，研究

员。曾任沈阳师范大学人事处处长、招生就业指导处处长、党政办

公室主任，现任沈阳师范大学副校长。 

主要贡献：从事高校教育管理工作 30 余年，曾主持和参与了辽宁省

十一五教科规划、沈阳市科技局等 10 余课题的研究；先后在《现代

教育管理》、《沈阳师范大学学报》、《中国大学生就业》等刊物上发

表了《办学定位视角下的大学教师评价》、《论大学教师的人文精神》、

《高师院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途径探究》、《高校教师绩效评价实施

现状调查》等 6 篇论文，主持编写《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创业指

导》、《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等著作 4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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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超 1963.12. 1983.9 1987.7 教授 党委书记 
辽宁经济管

理干部学院 

自然情况： 83 级校友，1983-1987 年沈阳师范学院生物系学习，获理

学学士学位；1987-1989 年上海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及工程系学习，获

经济学第二学士学位；1999-2003 年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

究所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2006-2008 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

士后。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专家，沈

阳市领军人才，辽宁省五一奖章获得者。先后任沈阳师范学院马列教

研部副主任、沈阳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副主任、沈阳师范大学生物系

党总支书记、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沈阳师范大学副校长、

辽宁大学副校长，现任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 

主要贡献：多年来承担本科生“政治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课程和研

究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教学，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本与

收入分配”“区域经济发展与反贫困”。近年来围绕着区域经济发展和人

力资本理论在《教育研究》、《光明日报》、《当代经济研究》、《理

论探讨》、《东北亚论坛》等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相继出版多

部著作，先后主持 10 余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教育科学规划项

目、教育部重点委托课题及辽宁省社科规划办、发改委等重点委托课

题。 

获得荣誉：多篇咨政报告分别得到时任省委书记张文岳、省长陈政高、

副省长陈海波、邴志刚以及现任省长唐一军的批示。博士论文“转型期

中国城乡反贫困问题研究”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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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红 1965.5 1984.9 1988.7 

高级教 

师，国家

二级心理

咨询师 

校长 
辽宁省东 

北中山中学 

自然情况： 84 级校友。教育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国内高级访问学者、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管理专业博士课程班结业。曾任沈阳市第三十八中学校长，现任东

北中山中学校长、和平区高中学区学区长。担任辽宁省创造学会常务理事、辽

宁省心理学会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 

主要贡献：在办学中秉承爱国、敬业、博学、健身、成才的校训，坚持以学生

为本，为学生终身幸福奠定基础的办学宗旨，以理想远大，知行合一，善于创

造，全面发展为学生培养目标。树立一切为了学生的价值观、高度尊重学生的

伦理观、全面依靠学生的行为观。使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影响

力明显増强。 

获得荣誉：获得了全国创新管理杰出校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重点课题先

进工作者、全国''百位德育科研名家〃、辽宁省''十五"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

辽宁省五一巾帼先进个人、辽宁省雷锋奖章、辽宁省国防教育先进个人、辽宁

省高中课程改革工作先进个人、沈阳市劳动模范、沈阳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沈阳市五一巾帼十佳标兵、沈阳市''五朵金花〃式建功立业标兵、沈阳市十大杰

出青年知识分子、沈阳市骨干校长、优秀校长、优秀德育校长、沈阳市行风建

设先进个人、优秀教育工作者、骨干教师、沈阳市和平区教育专家等优秀称号。

专家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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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志鸥 1969. 12 1988.9 1992.7 
高级 

工程师 

山东省委常

委、省委宣

传部部长 

山东省省委 

自然情况： 88 级校友。2001 年于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获生态学博士学位。

曾任沈阳市花卉研宄所副所长；沈阳市计委农经处处长；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沈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党组书记；辽宁省法库

政府县长、县委书记；沈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党组书

记，省粮食局局长（兼）；辽宁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省政

府办公厅党组书记（兼）等职。现任山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主要贡献：关志鸥在任法库县委书记和县长期间，应用他生态学博士的知识， 

依托法库的资源优势，构建了“东北瓷都”、“中国牛县”、“山水法库”等区域

品牌。他坚持用工业理念谋划现代农业发展，推进陶瓷产业发展，培育引进各

类陶瓷生产线 10 条，打造了闻名中外的“东北瓷都”；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利

用标准化养牛小区模式重点发展牛产业，引进辉山乳业和瑞士的英雄食品在法

库投资建设了目前国内最大的一个婴儿奶粉的系列食品加工生产线，把法库建

设成全国知名的“中国牛县”；针对法库的地形地貌特点和山水优势，结合经济

发展和城市建设，追求生态和谐，通过加强獾子洞、望海寺、五龙山等几个自

然保护区的建设，推进风电产业的发展，引进了水系、绿带，使法库真正成为

了 “山水法库”。此外还在设施农业、旅游资源和通用航空产业等方面取得了

重大进展。 

http://www.bmlink.com/supply/tao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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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锡金 1970.4 1990.9 1994.7 副教授 副处长 
沈阳师范大

学教务处 

自然情况：90 级校友。副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硕士学位。曾任

沈阳师范大学渤海学院副院长、审计监察处副处长，现任沈阳师范大

学教务处副处长。 

主要贡献：从教 25 年来，一直从事党务、学生思想教育和教学管理

工作，始终“严守师德，身正为范”，用自己的人格去影响、激励、

教育学生，秉承“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株草去”的信念，始终不渝

地坚守着一名教师对教育事业和本职工作的热爱；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勤奋耕耘，默默奉献，诠释着“为教以德、树德育人”的人生信条，

以踏实的作风去践行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理念。先后发表论文 10

余篇，主编、副主编著作 6 部，主持和参与省级以上科研课题 10 余

项。 

获得荣誉：曾先后获评为葫芦岛市第四届劳动模范、葫芦岛市教育教

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沈阳市优秀团干部、沈阳市社会实践先进

个人。荣获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教育部颁

发）、辽宁省 2005-2006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辽宁省人民

政府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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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燕 1974.12 1993.9 1997.7 教授 
微生物学硕

士点负责人 

湖南农业大

学生命科学

学院 

自然情况：沈阳师范大学 93 级校友，湖南农业大学生物学博士毕业，

教授，曾先后于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和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访学。 

主要贡献：多年来一直从事微生物资源挖掘与酶体外改造及应用等方

面的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和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成果转化

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12 项课题的实施，以第一或通讯

作者在 Appl Biochem Biotechnol、Microbial Cell Factories 和 J Sci Food 

Agric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多篇；申请和公开国家发明专

利 8 项，授权 1 项，编写教材 2 部、著作共 2 部。 

获得荣誉：获省级鉴定为国内先进水平成果 1 项，湖南省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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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勇 1975.2 1995.9 1999.7 副教授 副院长 
辽宁工程技

术大学 

自然情况： 95 级校友。工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曾任辽宁

工程技术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辽宁工程技术大

学矿业学院副院长，现任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副院长，辽宁省微生物学会理事，辽宁省林学学会理事。 

主要贡献：从事矿山环境工程及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方面

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先后在《中国水土保持科学》，《辽宁工

程技术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了“海州露天矿排土场

不同复垦模式下土壤酶与土壤肥力典型相关分析”，“香菇发

酵料对菌丝及其主要霉菌生活能力的影响”等学术论文 30

余篇。编写完成《环境生态学》，《环境学概论》等国家规划

教材 3 部，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 

获得荣誉：曾获《辽西北半干旱地区高效林下经济开发模式

研究》等省部级科技奖励 5 项，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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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森 1977.2 1998.9 2002.7 讲师 党总支书记 

沈阳航空航

天大学外国

语学院 

自然情况：98 级校友，科技哲学专业硕士。曾担任辅导员、组织员、学院副书

记、学生处副处长、组织部副部长、党校副校长、教育厅教师与人事管理处挂

职副处长等职务，现任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先后被选派

到省委党校、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参加学习。 

主要贡献：从事学生工作期间，推出 10 大创新举措，所在学院获评校先进单位；

分管全校本科生教育管理工作，创新开展青马学院、“沈航榜样”等主题活动，

着力打造思想政治教育品牌。从事党建与干部工作期间，着力加强规范管理和

工作创新，党委组织部连年获评校先进单位，多所高校来校调研。牵头建设“沈

航党员教育培训示范基地”，得到省委组织部领导充分认可。抓紧抓实学院党的

建设，获评“全省高校新时代党建工作标杆院系”荣誉称号。从事全省教师与

人事管理工作期间，积极做好高校绩效考核、高层次人才管理、教师教育等工

作。带队赴西藏、新疆开展教育援助，“送教进疆”活动被时任省委书记李希批

示表扬。 

获得荣誉：曾荣获“全省高校新时代党建工作标杆院系负责人”“辽宁省教育援

藏援疆工作先进个人”“沈阳市优秀学生工作干部”“沈航首届创新实干标兵”

“沈航三育人标兵”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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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冬菊 1980.11 1999.9 2003.7 副研究员 无 

中国科学院

沈阳应用生

态研究所 

自然情况：99级校友，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辽宁省昆虫学会常务

理事，辽宁省动物学会理事。2003、2006年于沈阳师范大学化学与生

命科学院获学士、硕士学位；2009年于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

所获博士学位，留所工作。 

主要贡献：从事水生鞘翅目分类及系统发育研究，曾赴吉林、内蒙古、

江西、陕西、海南、广西、福建等省、自治区进行调查采样，采集足

迹遍布祖国各地。在研究中，发现并报告水生鞘翅目新种 40 余种，

发表 SCI论文近 20篇，参编《秦岭昆虫志》及《天目山昆虫志》。2008 

-2018年间，四次赴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进行合作研究；2018 年赴

捷克自然历史博物馆进行合作研究。 

获得荣誉：2010 年，2012 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先进工作者”。2018 年第二批高层次人才认定入选沈阳市“拔尖人

才”。主持自然科学基金 3 项，参加国家科技基础性专项专题 2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辽宁省及沈阳市科技项目 3项。 

 

 

 



生物技术专业优秀校友简介 
姓名 

出生 

年月 

进入本专业

学习时间 

毕业 

时间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现工作单位 简    介 

张嘉治 1978.6 1996.9 2000.7 
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主任 

沈阳市环

境技术评

估中心 

张嘉治，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00 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取沈阳

农业大学生态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3.7 月入沈阳市环保局生态处工作，2012.9-至今

沈阳市环境技术评估中心主任，行业内著名专家。 

将生物技术专业知识应用于环境治理、环境监测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对行业

贡献大：1、完成沈阳市科技计划项目《沈阳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控与预报、评估预警系

统开发研究》， 2009 年 12 月获沈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完成《沈阳市生态环境遥

感监测关键技术研究、监测、预警系统开发》,2011 年 12 月获沈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3、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主持完成国家水专项子项目《沈阳市水环境质量风

险评估与预警体系建设级应用》；4、2011 年 4 月 2013 年 3 月，主持完成沈阳市科技

计划项目《基于声学仿真技术的声环境预测预警系统开发及应用研究》；5、2010 年，

国家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环境监测数据质量控制技术体系研究》，主要完成人；

6、2012 年，国家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产业积聚区域大气污染综合预报及评估

技术研究》主要完成人；7、2013 年 1 月，主持完成辽宁省环保厅科技项目《辽宁省

房地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技术规范》和《辽宁省餐饮娱乐行业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技术规范》；8、《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管理与控制技术指南》,主编，中国

环境科学出版社。 

    发表研究论文：1.基于频次分析法的污水处理厂在线监测预警技术研究,中国环境

科学,2012 年；2.环境质量改善对沈阳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环境保护科学,2011 年；

3.水环境污染事故危险源的危险指数评价与计算方法, 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 2011 年；

4.沈阳市产业能源结构调整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 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 2012 年；5.

沈阳市生态市建设工作综述，安徽农学通报，2013 年 9 月；6.我国火电行业烟气脱硫

现存问题及对策建议，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 2013 年；7.以蓝天工程治理沈阳市城市雾

霾污染的对策建议，环境科学导刊，2014 年 2 月。 



杨国放 1972.7 1992.9 1996.7 副研究员 

沈阳

市农

村科

技培

训讲

师团

科技

培训

专家  

沈阳农业

科技开发

院 

    杨国放，男，1992 年考入于沈阳师范大学生物系生物技术专业，1996

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至今一直在沈阳农业科技开发院工作，副研究员，

行业著名专家。完成农业生产栽培示范和推广项目 13 项，近 5 年主要在

马铃薯脱毒育种繁育等方面开展工作，取得了费城显著的成绩，2010 年以

来主持并通过验收项目如下： 

1.2010 年《脱毒马铃薯繁育体系开发与建设项目》，沈阳市科技局项目；

2.2012 年《脱毒马铃薯繁育与推广项目》，沈阳市科技局项目；3. 2009 年

《蓝莓综合示范推广工程项目》，沈阳市科技局项目；4.2011 年《沈阳农

业科技人才创业服务基地建设项目》，沈阳市科技局项目；5.2013 年《资

源性绿色生态经济型养猪模式开发与示范项目》，沈阳市科技局项目。2010

年《设施甜瓜嫁接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获得了辽宁农业科

技贡献奖二等奖。2011 年被聘为沈阳市农村科技培训讲师团科技培

训专家。在果蔬脱毒、植物组织培养、作物营养底肥等农业生产技术方

面作出巨大贡献，近五年来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8 篇。 



张东 1979.12 

 

1998.9 

 

2002.7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学院教

工党支

部书记 

北京林业

大学 

    张东，男，北京林业大学生物学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8年考入沈阳师范大学生物技术专业，200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2005 年

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动物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08 毕业于中国科学院

动物物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任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国家级重点学科

科研秘书，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蝇类防制学组组员、中

国昆虫学会会员。担任“ MICROSCOPY RESEARCH AND TECHNIQUE”，

“JOURNAL OF INSECT SCIENCE”，“ZOOTAXA”等SCI 期刊审稿人。主

要从事濒危动物寄生虫学、有瓣蝇类系统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目前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2013-2015）、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专项基金（2013-2015）、教育部博士点基金（2010-2012）、中

国博士后特别资助（2011-2013）等科研项目共计7 项。参与完成国家林

业局行业公益性项目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 项。发表论文

（著）50 余篇，其中SCI 论文31 篇。获得2008 年中国科学院地奥奖学

金二等奖；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

资助；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12），北京林业大学

家骐云龙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2012）。生物科学技术研究领域非常优秀

的领军人物。 



韩冰 1974.3 1993.9 1997.7 执业药师 
运营 

总监 

辽宁成大

方圆医药

连锁有限

公司 

韩冰，男，1974 年 3 月生人，1997 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生物系，

获学士学位；在校期间担任学生会干部及班长职务，并于 1996 年光荣加

入中国共产党。1997 年在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实习，毕业论文

《土壤含水量与 NO 产生途径研究》一文，被国外著名科技信息刊物-----

《应用生态学报》于 1999 年，第 10 卷，第 1 期，第 53—56 页收录。2001

年毕业到辽宁省华源医药有限公司工作亲自组建采购部和销售部；并做为

并购组成员，担任抚顺医药公司董事，为辽宁华源医药有限公司进入医药

行业快速发展做出突出贡献。2002 年 8 月加入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平时努力专研生物技术及生物医药方面知识，很快在公司中脱颖而

出，先后担任高级采购经理、药品采购部长、采购总监，现任运营管理总

监。在非典和甲流疫情期间，负责药品的采购和供应工作，对人们能及时

快速，安全可靠的得到药物，保证药物的快速供应做出贡献。现任运营管

理总监，负责管理和市场营销工作，并被辽宁成大职业技术培训学校聘为

客座讲师。对医药行业贡献巨大。医药行业是关乎人们身体健康，提高人

们生活质量的重要行业，韩冰于 1999 年取得药师资格；2002 年取得主管

药师资格；2010 年取得高级采购师资格；2011 年取得执业药师资格。 

 



常亮 1981.2 1999.9 2003.7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

院东北地

理与农业

生态研究

所 

常亮，男，1999-2003 年就读于沈阳师范大学生物技术专业。2003-2006

年就读于沈阳师范大学动物学专业。在校期间担任过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

会体育部长等职务。2012 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访学，与土壤动物学标志性

期刊“Pedobiologia”主编 Stefan Scheu 教授合作，主要研究土壤动物食物网

及其生态功能。现就职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任副研

究员，硕士生导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课题 1 项，同时参加 973

专题、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及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等多项研究。共发表

文章 15 篇，其中 SCI 文章 5 篇，3 篇发表在农林科学 2 区杂志 Applied soil 

ecology 上（影响因子：2.212）。申请第一发明人专利 2 项。名称：一种基

于土壤动物区系去除的转基因植物种植风险评价方法，申请号：

KHP141112897.4 

代表性文章、专利及课题信息列出如下： 

1）Chang Liang, Liu Xianghui, Ge Feng. 2011. Effect of elevated O3 associated 

with Bt cotton on the abundance,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of soil 

Collembola. Applied Soil Ecology, 47: 45-50. 

2）Chang Liang, Wu Haitao, Wu Donghui, Sun Xin. 2013. Effect of tillage and 

farming management on Collembola in marsh soils. Applied Soil Ecology, 64: 

112-117. 

3) Zhang Bing, Chang Liang
*（通讯作者）, Ni Zhen, Callaham Jr.Mac A., Sun 

Xin，Wu Donghui. 2014. Effects of land use changes on winter-active 

Collembola in Sanjiang Plain of China. Applied Soil Ecology, 83: 51-58.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臭氧升高对东北典型黑土区旱田土壤跳虫功

能群和碳动态的影响 （2012-2015）。 

http://isisn.nsfc.gov.cn/egrantweb/contract/index?datetimestamp=1361530065346######
http://isisn.nsfc.gov.cn/egrantweb/contract/index?datetimestamp=1361530065346######


王荣荣 1979.9 1998.9 2002.7 助理研究员  
中 科院动

物研究所 

     

 

王荣荣，女，1998年考入沈阳师范大学生物技术专业，2002年毕业获学士

学位；2005 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动物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08 毕业

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物研究所，获博士学位。2008 年7月留所工作至今。于

2012 年1 月至7 月，赴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完成国家公派访问学者项目，

同年8 月至9 月，被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聘请为客座科学家，对该馆的蜡

蝉昆虫进行系统学研究。现任法国昆虫学会会员、中国昆虫学会会员。担

任“ZOOTAXA” ，“MICROSCOPY RESEARCH AND TECHNIQUE”，

“ENTOMOLOGICA FENNICA”等SCI 期刊、“动物分类学报”等核心期刊

审稿人。主要从事经济蜡蝉昆虫系统进化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完成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课题（2010-2012）1 项，鉴于该项目对东洋界

扁蜡蝉科昆虫的分类、形态、系统进化及生物地理学方面研究取得了优秀

的科研成绩，于2012 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连续资助项目

（2013-2016），科研经费累计近100万元。 

 

 



乔雨 1980.2 1999.9 2003.7 工程师 总经理 

美国

GS-TEK 

鋆昕仪器

科技（上

海）有限公

司 

乔雨，男，1999 年考入沈阳师范大学生物技术专业，2003 年 7 月毕

业，获学士学位。2003 年 10 月--2004 年 02 月，同联集团沈阳抗生素厂参

加工作，在制药生产工艺控制工作。2004 年 03 月--2005 年 8 月就职北京

超新怡和科贸有限公司，北京市场部区域销售经理兼上海办事处区域经

理，主要从事利福霉素前段生物发酵工艺控制及日常生产管理控制的工

作。 

2007 年加入博纳艾杰尔科技公司，担任南区销售经理，在任期间，博

纳艾杰尔科技南区的销售额在四年间从几十万增长到上千万，并且获得了

客户的广泛好评和极佳的客户满意度。2010 年 9 月 14 日，天津博纳爱杰

尔科技宣告博纳艾杰尔上海分公司的正式成立，并任命乔雨先生担任上海

分公司的经理，为上海和华东地区的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2013 年 3

月加盟美国 GS-TEK 鋆昕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参股

经营中国公司，负责 GS-TEK 中国公司所有事务，公司主要经营气相色谱

柱及相关配件耗材，目前公司员工 20 人，是全球三大气相色谱柱生产厂

商之一。由于熟悉生物化学工程及分析仪器领域，对市场把握比较准确，

熟悉行业整体情况，熟悉医药化工、食品安全、制药领域、第三方检测领

域和环境保护监测的市场及相关技术。毕业 10 年来在生物技术相关领域

不断进步发展，取得骄人业绩，对社会贡献较大。 

 

 



刘光明 1973.7 1992.7 1996.7 
中药师， 

高级营养师 

副总经

理 

吉林敖东

林源医药

营销股份

有限公司 

   刘光明，男，中药师、高级营养师。1992 年 9 月考入沈阳师

范大学生物技术专业，1996 年 7 月毕业，获取理学学士学位。1996

年 7 月入辽宁省旅游局人事教育处工作，1996 年 8 月入辽宁省旅

游局辽宁国际友好发展总公司工作，任总经理助理。1997 年 1

月入三株公司沈阳分公司工作，任沈阳分公司副经理。1999 年 7

月入中国医药商贸东北公司工作，任销售经理。2002 年 7 月入修

正药业集团外用药公司工作，工作期间历任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天津分公司总经理、广东分公司总经理。2005 年 12 月入吉林敖

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辽宁分公司总经理。2007 年 1 月--

今，组建吉林敖东林源医药营销股份有限公司，任公司副总经理，

同时兼任辽宁分公司总经理。在生物医药销售管理方面做出较大

贡献。 

 



张智新 1988.12 2008.9 2012.7 
技术支持 

专员 
 

北京鑫诺

美迪基因

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张智新，男，1988年 12月生人，2008年考入我校化学与生

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专业学习。2012年 7月毕业，获理学学士学

位。在校期间获得第十届辽宁省“挑战杯”大学生科技作品大赛

三等奖。综合评定成绩优异。2011年 10月——2012年 5月到北

京鼎国昌盛生物技术公司实习，在基因测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表现出很强的专业技能。2012 年 7月毕业，被北京鑫诺美迪基因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录用，在技术支持部任技术支持专员，负责全

国试剂仪器技术指导及问题解决，负责肿瘤个体化全部项目实验

演示及病原微生物检测项目演示等。具备丰富的的荧光定量 PCR、

一代测序理论及操作经验。熟练掌握乙肝耐药分析基因检测，丙

肝分型，肿瘤个体化靶向药物敏感度检测，病原微生物 PCR 检测

以及尿微量白蛋白，微量元素等实验技巧。（北京鑫诺美迪基因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是专注于分子诊断试剂及设备的研发、生产和

推广，广泛涉及传染病、肿瘤分子病理及遗传性疾病诊断领域。）

张智新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的技术革新与产品研发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表现出很强的专业技能和发展潜力。 

 



田璐 1990.8 2009.9 2013.7 博士研究生  

美国俄亥

俄州立大

学 

田璐，女，1990 年 8 月生人，2009 年考入我校化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生物系生物技术专业学习。2013 年 7 月毕业，获理学学

士学位。田璐同学在校期间学习刻苦，专业课成绩优异，通过大

学英语六级考试，并多次获得辽宁省政府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等多项奖励，田璐同学积极参加文体活动，身体身心素质好，

在校期间获得思想品德奖、社会贡献奖等； 生物技术领域科学

研究认真，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参与见导

师的科研项目研究，综合评定成绩优异。2013 年 6 月申请到全

额奖学金，远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