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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委员会文件

理工数据委〔2019〕5 号

关于中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据

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

组成人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请示

中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委员会：

根据学校党委 2019 年 12 月 8 日批复和有关规定，我们组织

党支部和全体党员对中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据

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初步

人选进行了酝酿、推荐。在此基础上，我们于 12 月 18 日召开了

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党委会，集体讨论、确定了中共浙江大学

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



2

委员会组成人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现将有关事宜请示如下：

一、学校党委批准，中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

据工程学院第一届委员会由 7 人组成，其中，书记 1 名，副书记

1 名。按照差额不少于 20%的要求，我们提出于欣、王常青、汪

洪、汪诚波、余心杰、陈根浪、林建英、涂黎晖、舒振宇 9 位同

志为中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第一届

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差额 2 名，差额比例为 28%)，其中，

于欣同志为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汪洪同志为副书记候选人预备

人选。

二、学校党委批准，中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

据工程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由 3 人组成，其中，书记 1 名。按照

差额不少于 20%的要求，我们提出朱朝艳、刘伟、汪洪、李书芹

4位同志为中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纪

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差额 1名，差额比例为25%)，

其中，汪洪同志为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

当否，请批示。

附件：1.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党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

单及简介

2.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

单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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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

中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委员会

2019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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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第一轮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及简介

（以姓氏笔划为序）

序号 姓名 基本情况 简 历 备注

1 于欣

性 别：男

民 族：汉

籍 贯：河北保定

出生年月：1977.06

入党时间：1996.12

工作时间：2004.06

学历学位：博士研究生

职 称：教授

现任职务：学院党委书记、副

院长

1995.09-1999.06 河北师范大学 数学（本科）

1999.09-2001.06 浙江大学 运筹学与控制论（硕士，提前攻博）

2001.09-2004.06 浙江大学 运筹学与控制论（博士）

2004.06-至今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教授、数据学院党委

书记、副院长



5

序号 姓名 基本情况 简 历 备注

2 王常青

性 别：女

民 族：汉

籍 贯：山东济宁

出生年月：1980.10

入党时间：2002.01

工作时间：2006.09

学历学位：硕士研究生

职 称：讲师

现任职务：学院党委组织委员、

思政主管

1999.09-2003.07 山东农业大学 蚕学（本科）

2003.09-2006.07 浙江大学 细胞生物学（硕士）

2006.09-2009.11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生化分院辅导员

2009.11-2016.11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信息学院 历任思政副

主管、党总支组织委员、思政主管

2016.11-至今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数据学院 党委组织

委员、思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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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基本情况 简 历 备注

3 汪洪

性 别：女

民 族：汉

籍 贯：安徽太湖

出生年月：1970.08

入党时间：1992.07

工作时间：1992.07

学历学位：硕士研究生

职 称：副教授

现任职务：学院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1988.09-1992.07 合肥工业大学 给排水专业（本科）

1992.07-2004.07 合肥工业大学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辅导

员、团委书记

2000.09-2004.07 合肥工业大学 市政工程（硕士）

2004.07-2008.12 合肥工业大学 电气学院党委副书记（本科）

2008.12-2018.03 合肥工业大学校工会副主席

2018.03-2018.12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学工部

2018.12-至今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数据学院 副教授、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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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基本情况 简 历 备注

4 汪诚波

性 别：男

民 族：汉

籍 贯：浙江宁波

出生年月：1965.12

入党时间：1994.09

工作时间：1987.07

学历学位：硕士研究生

职 称：副教授

现任职务：计算机所副所长

1987.08-1993.08 山东理工大学 机电（教师、讲师）

1993.09-1996.03 浙江大学 计算机（硕士）

1996.04-2001.07 宁波工程学院 副教授

2001.08-至今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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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基本情况 简 历 备注

5 余心杰

性 别：男

民 族：汉

籍 贯：浙江瑞安

出生年月：1979.04

入党时间：1999.06

工作时间：2004.04

学历学位：博士研究生

职 称：副教授

现任职务：学院副院长

1997.09-2001.06 浙江大学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本科）

2001.09-2004.03 浙江大学 农业机械化工程（硕士）

2009.09-2014.12 浙江大学 运筹学与控制论（博士）

2004.04-至今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副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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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基本情况 简 历 备注

6 陈根浪

性 别：男

民 族：汉

籍 贯：浙江宁波

出生年月：1978.11

入党时间：2000.03

工作时间：2003.03

学历学位：博士研究生

职 称：副教授

现任职务：学院副院长

1996.09-2000.06 浙江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

2000.09-2003.03 浙江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

2008.091-2012.09 浙江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

2003.04-2006.08 中国联通宁波分公司（中心主任）

2006.09-至今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副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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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基本情况 简 历 备注

7 林建英

性 别：女

民 族：汉

籍 贯：浙江温州

出生年月：1981.12

入党时间：2002.05

工作时间：2003.08

学历学位：硕士研究生

职 称：助理研究员

现任职务：学院党政办主任

1999.09-2003.06 山东科技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本科）

2003.08-2009.12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教务员

2007.09-2011.06 浙江大学 高等教育学（硕士）

2009.12-2019.03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教学业务副主管

2019.3-至今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党政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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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基本情况 简 历 备注

8 涂黎晖

性 别：男

民 族：汉

籍 贯：浙江宁波

出生年月：1979.11

入党时间：2003.11

工作时间：2002.08

学历学位：硕士研究生

职 称：讲师

现任职务：研究所所长助理、

基础数学课程负责人、分工会

副主席

1998.09-2002.07 山东科技大学 计算数学及其应用软件（本科）

2002.08-2006.07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数学组（教师）

2006.09-2008.07 浙江大学 数学（硕士）

2008.09-至今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讲师

2017.09-至今 浙江理工大学 博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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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基本情况 简 历 备注

9 舒振宇

性 别：男

民 族：汉

籍 贯：浙江余姚

出生年月：1979.10

入党时间：2000.12

工作时间：2005.06

学历学位：博士研究生

职 称：教授

现任职务：教工支部书记

1998.09-2002.06 浙江大学 应用数学（本科）

2002.09-2005.06 浙江大学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硕士）

2006.03-2010.12 浙江大学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博士）

2015.11-2016.11 美国犹他大学计算机学院 访问学者

2019.09-至今 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访问学者

2005.06-至今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所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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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纪委委员第一轮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及简介

（以姓氏笔划为序）

序号 姓名 基本情况 简 历 备注

1 朱朝艳

性 别：女

民 族：汉

籍 贯：浙江宁波

出生年月：1979.03

入党时间：2000.07

工作时间：2005.04

学历学位：硕士研究生

职 称：讲师

现任职务：计算机教工支部副

书记、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助理

1998.09-2002.0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

2002.09-2005.03 浙江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

2005.04-至今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讲师、所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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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基本情况 简 历 备注

2 刘伟

性 别：男

民 族：汉

籍 贯：湖北红安

出生年月：1974.10

入党时间：1998.04

工作时间：1996.07

学历学位：博士研究生

职 称：中级

现任职务：党支部纪检委员、

工会委员

1992.09-1996.06 华中科技大学 电力工程（本科）

2001.09-2004.06 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

2007.09-2012.09 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

2004.06-至今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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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基本情况 简 历 备注

3 汪洪

性 别：女

民 族：汉

籍 贯：安徽太湖

出生年月：1970.08

入党时间：1992.07

工作时间：1992.07

学历学位：硕士研究生

职 称：副教授

现任职务：学院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1988.09-1992.07 合肥工业大学 给排水专业（本科）

1992.07-2004.07 合肥工业大学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辅导

员、团委书记

2000.09-2004.07 合肥工业大学 市政工程（硕士）

2004.07-2008.12 合肥工业大学 电气学院党委副书记（本科）

2008.12-2018.03 合肥工业大学校工会副主席

2018.03-2018.12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学工部

2018.12-至今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数据学院 副教授、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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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基本情况 简 历 备注

4 李书芹

性 别：女

民 族：汉

籍 贯：山东聊城

出生年月：1977.03

入党时间：2003.03

工作时间：2004.03

学历学位：硕士研究生

职 称：助理研究员

现任职务：教学副主管

1997.09-2001.07 山东聊城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2001.09-2004.03 浙江大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

2004.04-2006.11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管理学院 办公室副

主任

2006.11-至今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数据学院 教学副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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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抄送：党委组织部

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9年12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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