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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工业大学文件
湖工大〔2021〕5 号

关于召开湖北工业大学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

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并报省教科文卫体工会批准，

湖北工业大学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以下

简称“两代会”）定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至 27 日（一天半）在图

书馆一楼报告厅召开。

“两代会”是学校教职工行使民主权利、民主管理的基本形

式，是我校教职工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希望各单位、各部门

妥善处理好日常工作与参加会议的关系，确保大会代表准时出席；

各位代表要严守会议纪律，确因病、因事不能出席会议的，要通

过各代表团履行请假手续，并报校“两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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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审批同意；代表团召集人要严格要求，认真组织，切实负

起责任，使大会按照既定目标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请教务处做好“两代会”期间的教学安排，请其他单位、部

门做好相关工作安排，避免与“两代会”相冲突。

大会要求，全体参会人员应统一穿着正装、做好个人防疫、

入场配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严肃会场纪律。

附件：1.湖北工业大学第三届“两代会”各代表团代表名单

2.湖北工业大学第三届“两代会”代表请假单

校“两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代章）

2021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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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北工业大学第三届“两代会”各代表团代表名单

正式代表 244 人

特邀代表 3 人：朱正亮、周汉明、孙俊逸。

列席代表 10 人：王为（退休）、袁安梅（退休）、李子强（退休）、

向远平（退休）、韦扬（退休）、杨德斌（在职）、黄学松（在职）、曹袆涵

（学生）、段赐宝（学生）、许逸（学生）。

（以下正式代表按姓氏笔划排序）

第一代表团（ 29 +1 人）

团长：戴毅斌，副团长：李俊 校领导：刘德富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24 人：

马强 王淑嫱（女） 皮科武 庄心善 刘富勤（女） 刘德富 江波（女）

苏骏 李扬 李俊 李祝（女） 李进涛 李丽华（女） 肖衡林 吴巍

邹贻权 沈炫 张帆（女） 周金枝（女） 姜久红（女） 唐良辉 黄艳雁（女）

梁正伟 曾毓隽（女）

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3 人：

马丹 杨红荃（女） 戴毅斌

研究生院 2 人：

杨晓云（女） 贺行洋

列席代表 1 人：

杨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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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表团（ 29 +1 人）

团长：王雷，副团长：熊静 校领导：彭育园

机械工程学院（农机工程研究设计院） 20 人：

王君 王雷 朱传军 朱清波 许潇丹 孙金风 张铮 张道德

林林（女） 周细枝（女） 郑重（女） 钟飞 聂磊 钱应平 彭育园 游达章

翟中生 魏兵（女） 马志艳 鉴定

工业设计学院 7 人：

邓卫斌 邓昭 石元伍 苏晨 李晓英（女） 倪付庆 熊静

农机鉴定站、期刊社 2 人：

文昌俊 华中平

列席代表 1 人：黄学松

第三代表团（ 28 人）

团长：王地国，副团长：李学锋（马院） 校领导：蔡光兴

理学院 16 人：

马新国 王地国 王明亮 方次军 田德生 吕清花（女） 吕辉 刘凌云

陈义万 周远明 郑列 姚育成 耿亮 黄楚云 常涛 蔡光兴

马克思主义学院 6 人：

石裕东 孙厚权 李学锋 李睿 俞丽君（女） 韩东

继续教育学院 2 人：

李厚祥 郭健

后勤管理处 4 人：

毛小桥 李万成 袁宏志 蔡琰（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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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表团（ 37 人）

团长：王俊，副团长：朱爱军 校领导：胡晓艳

机关工会 33 人：

马涛 王建红 王春亮 王俊 王德发 韦光辉 龙艳（女） 付泽武

乐红艳（女） 冯昭昭（女） 朱爱军 刘洋杨（女） 刘谨 齐萍（女） 关向娟（女）

李四年 杨伟国 宋小春 张高文 武明虎 金烨（女） 周长喜 周晓

胡军 胡显波 胡晓艳（女） 敖廷华 桂丽（女） 夏星 唐华 黄勇

萧毅 彭竞雄

离退休工作处 2 人：

王皑 夏瑜（女）

国际学院、底特律学院 2 人：

叶朝成 何涛

第五代表团（ 28 人）

团长：王东明，副团长：郑琼兵 校领导：李冬生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6 人：

万相奎 王正江 王东明 王珂 王鹿军 付波 刘俐（女） 许正望

李冬生 吴铁洲 张晓星 陈俊 赵楠（女） 贺章擎 常雨芳（女） 熊炜

体育学院 5 人：

代永胜 苏文涛（女） 张军平 郑琼兵 徐宣

校医院 3 人：

王霞（女） 任卫华 邹湘平

工程技术学院 4 人：

王其和 张业鹏 张家盛 黄祖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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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代表团（ 32 人）

团长：黄建雄，副团长：丁保胜 校领导：龚发云

艺术设计学院 13 人：

王欣（女） 王敏（女） 邓诗元 李映彤 汪涛（女） 宋志来 张波 周承君

赵毅 饶鉴 徐海艳（女） 黄建雄 龚发云

经济与管理学院 19 人：

丁保胜 代文（女） 刘洋（女） 孙浩 李太 李文新（女） 李平 李君（女）

杨君（女） 杨爱葵 杨斌 余贞（女） 张燕华 张冀新 胡常春 姚德明

夏露（女） 徐彬 黄炜

第七代表团（ 30 人）

团长：胡立新，副团长：闫秋霞 校领导：王侃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14 人：

王侃 王辉虎 石彪 龙威 严明（女） 李学锋 杨海涛 吴艳（女）

胡立新 胡圣飞 胡华伟 袁颂东 徐保明 谢洋

生物工程与食品学院 16 人：

王金华 代俊 刘枣（女） 闫秋霞（女） 苏江涛 杨光 杨楠（女） 汪超

张迎庆（女） 张科 陈雄 林建国 周彬 祝红达（女） 唐景峰 蔡俊

第八代表团（ 31 人）

团长：徐妹，副团长：张志国 校领导：鄢烈洲

计算机学院 14 人：

于姗姗（女） 王春枝（女） 王道明 叶志伟 刘春 阮鸥 张明武

陈再兴 林姗（女） 欧阳勇 徐妹（女） 崔宇晨 熊才权 鄢烈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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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14 人：

王红（女） 白阳明（女） 向玉（女） 刘学思（女） 肖家燕（女） 张志国 张剑平

胡芳（女） 胡传军 黄万武 黄广芳（女） 黄海泉 鲁修红（女） 熊素娟（女）

图书馆 3 人：

陈坤 陈燕（女） 陈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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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北工业大学第三届“两代会”代表请假单
3 月 26 号上午 8:20–11:45 开幕式

序号 姓名 请假原因 序号 姓名 请假原因

正式代表应到人数 正式代表实到人数 请假人数

列席代表应到人数 列席代表实到人数 请假人数

二级工会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正处级干部请假，需经校党委书记同意；其他代表请假，需经分管（联系）校领导同意。

湖北工业大学第三届“两代会”代表请假单

3 月 27 号上午 10:30–11:30 闭幕式

序号 姓名 请假原因 序号 姓名 请假原因

正式代表应到人数 正式代表实到人数 请假人数

列席代表应到人数 列席代表实到人数 请假人数

二级工会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正处级干部请假，需经校党委书记同意；其他代表请假，需经分管（联系）校领导同意。

湖北工业大学学校办公室 2021年 3月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