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姓名 E-mail 办公电话

负责人 周世兴 zhoushix@hqu.edu.cn 0592-6167006

经办人 饶丹晶 407475268@qq.com 0592-6167008

负责人 许斗斗 xudoudou@hqu.edu.cn 0592-6167002

经办人 吕毅辉 283991313@qq.com 0592-6167128

负责人 陈旋波 chxupoe@163.com 0592-6103056

经办人 刘恰 neoedy@hqu.edu.cn 0592-6068002

负责人 马海生 mhs1234567@163.com 0592-6162033

经办人 陈婷花 ywxy@hqu.edu.cn 0592-6162029

负责人 张认成 phzzrc@hqu.edu.cn 0592-6162588

经办人 林伯钦 jdb@hqu.edu.cn 0592-6162598

负责人 林志勇 linzy@hqu.edu.cn 0592-6162220

经办人 雷水清 rsclsq@hqu.edu.cn 0592-6162225

负责人 蒲继雄 jixiong@hqu.edu.cn 0592-6162368

经办人 周宏伟 info101@hqu.edu.cn 0592-6162380

负责人 陈维斌 chenwb@hqu.edu.cn 0592-6162508

经办人 张远东 cst@hqu.edu.cn 0592-6162556

负责人 龙元 longy@hqu.edu.cn 0592-6162682

经办人 王黎 jzxybgs@hqu.edu.cn 0592-6162689

负责人 郭子雄 guozxcy@hqu.edu.cn 0592-6162699

经办人 李妮 tmdzz@hqu.edu.cn 0592-6162695

负责人 王士斌 sbwang@hqu.edu.cn 0592-6162288

经办人 林碧丹 hg@hqu.edu.cn 0592-6162300

负责人 陈巧贞 cqz@hqu.edu.cn 0592-6162109

经办人 陈春若 amychen@hqu.edu.cn 0592-6162101

负责人 胡培安 hpans@163.com 0592-6167209

经办人 蔡晓宇 caixiaoyu_hi@126.com 0592-6167212

负责人 项后军 xhj816@163.com 0592-6167089

经办人 张五六 zhangwuliu2005@126.com 0592-6167068

负责人 胡日东 j_rdhu@hqu.edu.cn 0595-22693651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

化工学院

华侨华人研究院

华文教育研究院

数量经济研究院

经济与经融学院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华侨大学各单位招聘联系方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华文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建筑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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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 郑颖莉 ylz@hqu.edu.cn 0595-22692581

负责人 许少波 xubob813@sina.com 0595-22691563

经办人 叶腾凤 fx2590@hqu.edu.cn 0595-22692590

负责人 孙汝建 sunruijian@126.com 0595-22693286

经办人 涂淑萍 wxy3677@hqu.edu.cn 0595-22693656

负责人 黄小萍 huangxp@hqu.edu.cn 0595-22693572

经办人 熊晓旭 xiong2009@hqu.edu.cn 0595-22692795

负责人 孙德明 sdm@hqu.edu.cn 0595-22691949

经办人 芦超 luchao@hqu.edu.cn 0595-22693646

负责人 张金顺 jszhang@hqu.edu.cn 0595-22693504

经办人 陶娟 sxbgsh@hqu.edu.cn 0595-22693514

负责人 许瑞安 ruianxu@hqu.edu.cn 0595-22690952

经办人 徐韬 imm@hqu.edu.cn 0595-22690516

负责人 郑力新 1275373176@qq.com 0595-22693684

经办人 杨应强 yyq@hqu.edu.cn 0595-22692052

负责人  孙锐 sunrui@hqu.edu.cn 0595-22693652

经办人 李义斌 liyibin@hqu.edu.cn 0595-22693672

负责人 黄远水 hys686@126.com 0595-22692791

经办人 张少平 shopping@hqu.edu.cn 0595-22693521

负责人 蔡振翔 hqs@hqu.edu.cn 0595-22691925

经办人 李闽生 skx@hqu.edu.cn 0595-22693526

负责人 程一辉 yhc@hqu.edu.cn 0595-22691570

经办人 魏昭平 tyxy@hqu.edu.cn 0595-22693589

负责人 陈庆俊 qjchen@hqu.edu.cn 0592-6167316

经办人 叶泉鹏 peter@hqu.edu.cn 0592-6167318

负责人 许培源 22690702@163.com 0595-22690211

经办人 卢骁 lx.0806@163.com 0595-22690125

负责人 郭桦 guoh1214@hqu.edu.cn 0592-6162615

经办人 黄辉 huangh@hqu.edu.cn 0592-6162613

负责人 骆克任 krluo@qq.com 0592-6162108

联系人 王俊伟 jwwang@hqu.edu.cn 0592-6167155

美术学院

制造工程研究院

公共管理学院

工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经济与经融学院

法学院

文学院

海外发展研究中心

厦航学院

丝绸之路研究院

数学学院

生物医学学院

旅游学院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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