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届理事会组织机构 

（2000.1-2003.12） 

 

理 事 长 马志明 

副理事长 丁伟岳  刘应明  李大潜  张继平  侯自新  袁亚湘 

常务理事 

丁伟岳  马志明  文志英  王仁宏  王跃飞  刘应明  李大潜 

李炳仁  邵嘉裕  张文修  张继平  陈木法  郭  雷  侯自新 

展  涛  高小山  袁亚湘  黄玉民  章祥荪  程  艺  彭立中 

秘 书 长 彭立中 

副秘书长 任南衡（专职） 

理    事 

张继平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彭立忠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系 

王诗成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所 

文志英 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 

陈木法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 

张饴慈 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 

陆启韶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应用数学系 

王松桂 北京工业大学应用数学系 

孙维刚 北京 22 中学 

丁伟岳 中国科学院数学所 

李文林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王跃飞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李炳仁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马志明 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 

章祥荪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郭  雷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 

高小山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 

邬华谟 中科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所 

袁亚湘 中科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所 



孙家昶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袁光伟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任南衡 中国数学会办公室 

侯自新 天津南开大学 

黄玉民 天津南开大学数学学院数学系 

李兆华 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 

康庆德 河北师大数学系 

燕居让 山西大学数学系 

孙  炯 内蒙古大学数学系 

王仁宏 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 

吕  方 辽宁大学数学系 

高文杰 吉林大学数学系 

马富明 吉林大学数学系 

张永正 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 

游  宏 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系 

李大潜 复旦大学数学系 

雍炯敏 复旦大学数学系 

朱德明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 

沈  灏 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研究所 

邵嘉裕 同济大学理学院 

马和平 上海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顾鸿达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 

程崇庆 南京大学数学系 

秦厚荣 南京大学数学系 

宋永忠 南京师范大学 

林正炎 浙江大学数学系 

陈叔平 浙江大学数学系 

徐士英 中国计量学院 

程  艺 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 



李尚志 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 

胡舒合 安徽大学数学系 

薛卫民 福建省师范大学数学系 

赵俊宁 福建厦门大学数学系 

欧阳崇珍 南昌大学数学系 

展  涛 山东大学 

韩德广 曲阜师范大学数学系 

郭宗明 河南师范大学数学系 

陈  化 武汉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路  钢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庾建设 湖南大学 

邹捷中 长沙铁道学院科研所 

郑志勇 广州中山大学数学系 

左再思 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 

王成名 广西师范大学数学系 

黄国泰 海南师范学院数学系 

刘应明 四川大学 

罗懋康 四川大学数学学院 

杨  路 中科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祝家麟 重庆建筑大学 

俞  建 贵州省科委 

李继彬 昆明理工大学基础部 

张文修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 

张文鹏 西北大学数学系 

范先令 兰州大学数学系 

赵德让 青海民族学院数学系 

李  星 宁夏大学数学与电算工程系 

郭晓峰 新疆大学数学物理研究所 

大罗桑朗杰 西藏大学 

 



学会各工作委员会名单 

（2000.1-2003.12） 

 

学术交流 

工作委员会 

主任 丁伟岳 

委员 
丁伟岳  文  兰  冯  琦  龙以明  刘嘉荃  李克正 

李  忠  忻元龙  严加安  林  群  蔡大庸 

国际交流 

工作委员会 

主任 袁亚湘 

委员 
王诗宬  王建磐  陈永川  范更华  赵开明  徐成贤 

展  涛  袁亚湘  程崇庆 

编辑出版 

工作委员会 

主任 李炳仁 

委员 石钟慈  刘绍学  李大潜  李炳仁  严加安  应隆安 

教育 

工作委员会 

主任 王昆扬 

委员 
王昆扬  王尚志  叶其孝  李承治  李建华  李尙志 

陈叔平  张思明  樊  惲 

普及 

工作委员会 

主任 黄玉民 

委员 
刘玉翘  吴建平  苏维宜  郭  鸿  夏兴国  唐贤江 

陈传理  顾鸿达 

常委 张同君  张百康  徐万益 

委员 各省、市、自治区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传播 

工作委员会 

主任 李文林 

委员 
王青建  冯克勤  史树中  李文林  张英伯  张景中   

张奠宙  胡作玄 

顾问 齐民友  龚  升 

数学奥林匹克 

委员会 

主席 王 元 

副主席 裘宗沪  黄玉民 

委员 

王  元  王 杰  许以超  李成章  陈永高  张伯康 

张筑生  苏  淳  杨 路  黄玉民  黄宣国  裘宗沪 

潘承彪 



数学名词审定 

委员会 

主任 王寯骧 

委员 

丁同仁  王寯骧  冯绪宁  李家楷  沈世镒  何育赞 

陆柱家  张荫南  张朝池  杨东屏  胡毓达  惠昌常 

虞言林  潘一民  潘养廉 

电子信息与交

流委员会 

主任 周  青 

委员 尹景学  白峰杉  张林波  陈效鼎  周  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