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图书馆学会十届理事单位名录

序号 单位名称 系统 负责人

理事长单位（11）

1 湖南图书馆 公共 张  勇

2 湖南大学图书馆 高校 郑章飞

3 中南大学图书馆 高校 朱建军

4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高校 刘春林

5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高职 唐晓应

6 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公共 金铁龙

7 长沙市图书馆 公共 王自洋

8 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高校 周玉波

9 湖南科技信息研究所 情报所 周  斌 

10 韶山毛泽东图书馆 其他 谢锡光

11 湖南图书馆 公共 邹序明

常务理事单位（29）（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列)

1 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 高校 陈寿祺

2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 成  梅

3 岳阳市图书馆 公共 陈  柳

4 湖南理工学院图书馆 高校 邓  彦

5 吉首大学图书馆 高校 谷遇春

6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何泽君

7 株洲市图书馆 公共 黄小平

8 邵阳市松坡图书馆 公共 金国辉

9 永州市图书馆 公共 蒋  洁

10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李翠莲

11 湘潭市图书馆 公共 李翠平

1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图书馆 高校 李本贵

13 郴州市图书馆 公共 李鹏举

14 中南大学医药信息系 其他 李后卿

15 衡阳市图书馆 公共 刘忠平

1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刘高明

17 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 高校 刘雨芳

18 湖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高校 龙  方

19 湖南省委党校图书馆 其他 彭劲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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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怀化市图书馆 公共 孙  勇

21 常德市图书馆 公共 王智慧

22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其他 王丙炎

23 湘潭大学图书馆 高校 谢伟涛

24 益阳市图书馆 公共 袁宁波

25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其他 尹向东

26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曾德良

27 南华大学图书馆 高校 张红艳

28 湘西自治州图书馆 公共 周  荣

29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仲建萍

 理事单位（87）（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列)

1 长沙市天心区图书馆 公共 毕  佳

2 双峰县图书馆 公共 蔡素玮

3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曹令秋

4 湘乡市图书馆 公共 陈伯良

5 资兴市图书馆 公共 陈  辉

6 衡东县荣桓图书馆 公共 陈红艳

7 涟源市图书馆 公共 陈子君

8 临湘市图书馆 公共 陈  谋

9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高校 陈杏生

10 湖南大学图书馆 高校 陈  希

11 湖南信息学院 高校 陈加新

12 长沙环保学院图书馆 高校 陈喜红

13 湖南图书馆 公共 段蓓虹

14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高职 郭  丽

15 湖南外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高职 郭美云

16 嘉禾县图书馆 公共 郭友生

17 衡南县图书馆 公共 甘典国

18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龚蛟腾

19 长沙市芙蓉区图书馆 公共 何  媛

20 湘南学院图书馆 高校 黄静波

21 宁远县图书馆 公共 黄光群

22 永顺县图书馆 公共 侯启高

23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高职 蒋  洁

24 湖南城市学院图书馆 高校 李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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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湖南医药学院图书馆 高校 李定梅

26 衡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公共 李赛虹

27 娄底市娄星区图书馆 公共 李定峰

28 永州市零陵区图书馆 公共 李向阳

29 江华瑶族自治县图书馆 公共 黎忠泽

30 茶陵县图书馆 公共 刘敏强

31 炎陵县图书馆 公共 刘晓明

32 永兴县图书馆 公共 刘涤障

33 衡阳县图书馆 公共 刘向阳

34 古丈县图书馆 公共 刘  娟

35 邵阳县图书馆 公共 刘  春

36 衡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高校 刘雅丽

37 湖南文理学院 高校 刘安吾

38 长沙县图书馆 公共 刘宇田

39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刘嘉祥

40 湖南女子学院 高校 龙荣华

41 湖南工学院 高校 聂西度

42 花垣县图书馆 公共 彭进军

43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高校 彭小虎

44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彭  勇

45 开福区图书馆 公共 彭葳

46 湖南警察学院图书馆 高校 孙建华

47 石门县图书馆 公共 唐月华

48 隆回县魏源图书馆 公共 唐爱琴

49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唐  芳

50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高校 唐旭君

51 湖南省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高职 唐亚琴

52 雨花区图书馆 公共 汤海清

53 临武县图书馆 公共 王贤珍

54 慈利县图书馆 公共 王  莉

55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王新荣

56 桂阳县图书馆 公共 吴  威

57 湘阴县图书馆 公共 吴  健

58 祁东县图书馆 公共 肖艳丽

59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高校 肖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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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湖南工程学院图书馆 高校 夏学文

61 新化县图书馆 公共 谢伟华

62 吉首大学图书馆 高校 徐险峰

63 赫山区图书馆 公共 徐  翔

64 常德市科技情报研究所 徐宏谋

65 湖南省科技情报所 许明金

66 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公共 杨  柳

67 湖南中医药大学 高校 杨军辉

68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杨明球

69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颜泽玲

70 宜章县图书馆 公共 姚传寿

71 邵东县图书馆 公共 姚海珊

72 湖南商学院图书馆 高校 易松芝

73 长沙学院图书馆 高校 喻秋兰

74 安仁县图书馆 公共 曾昭斌

75 张家界市永定区图书馆 公共 赵国兵

76 新邵县图书馆 公共 张  鹏

77 常宁市图书馆 公共 张昌荣

78 溆浦县图书馆 公共 张小武

79 怀化学院图书馆 高校 张淑芳

80 邵阳学院图书馆 高校 张伟强

81 长沙师范学院 高校 张晓辉

82 沅陵县图书馆 公共 张绍玲

83 南岳区图书馆 公共 周华平

84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图书馆 高校 周月朗

85 邵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公共 周任飞

86 新宁县图书馆 公共 郑香平

87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高职 朱岳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