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处 教务处 研究生院/研工部 人事处 科研处（科创办） 技术转移中心 学报编辑部 能源电力科创中心 现教中心 工会 退管会

值班人员 陈姗姗 李永斌 李瑾 黄蕾 钱伟国 王晓荣 费英 张嘉琪 徐芳 杨秀 章贇 尤雯静 叶苏星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118 临港学术楼208 杨浦一教301 临港图文楼1005 临港图文楼1002 杨浦行政中心1103 杨浦行政中心1128 科技园804 临港一教405 杨浦暖馨楼3楼 退管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61655102 61655065 35303739 61655046 13311699959 13371896759 61655049 13348061766 13371896553 13371896876 61655150 021-65380391 13371896401

值班人员 余静 秦劲松 叶召友 余嘉 钱伟国 王晓荣 季沛 王啸 桂金星 杨秀 杨锦程 尤雯静 叶苏星

值班地点 杨浦行政楼809 杨浦长阳行政楼821 临港学术楼304 临港图文楼1005 临港图文楼1002 杨浦行政中心1103 杨浦行政中心1126 科技园804 临港一教405 杨浦暖馨楼3楼 退管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35303079 35303773（可办理成绩等事宜） 61655092 61655003 13311699959 13371896759 61655049 13371895950 13371896978 13371896876 61655150 021-65380391 13371896401

值班人员 蔡雅琦 梁德杰 唐艳 金琪 钱伟国 王晓荣 金雯雯 王啸 陈春莲 杨涌文 徐旭 曹叶青 刘洁荣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118 杨浦平凉档案馆后门一楼 杨浦一教301 临港图文楼1007 临港图文楼1002 杨浦行政中心1103 杨浦行政中心1128 科技园二楼微网研发中心办公室 临港一教405 临港二食堂3楼教工之家 退管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61655102 35303895 35303739 61655047 13311699959 13371896759 61655049 13371895950 13310103824 15316738931 61655150 13371896222

值班人员 纪晓黎 王能 陈静 袁文娟 钱伟国 王晓荣 钟丽莎 王啸 徐芳 杨涌文 程斌 曹叶青 刘洁荣

值班地点 杨浦行政楼809 临港学术楼204 临港学术楼304 临港图文楼1007 临港校区图文楼1002 杨浦行政中心1103 杨浦行政中心1128 科技园二楼微网研发中心办公室 临港一教405 杨浦暖馨楼3楼 退管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35303079 61655081 61655092 61655045 13311699959 13371896759 61655049 13371895950 13371896553 15316738931 61655150 021-65380391 13371896222

值班人员 钱玉雄 吴晓叶 于会群 王宝山 钱伟国 童卫东 周振 王啸 胡小萍 赵文彬 朱萍 韩菲 李晓梅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106 临港学术楼212 杨浦微网楼302 临港图文楼1005 临港校区图文楼1002 杨浦行政中心1103 杨浦行政中心1124 科技园807 临港一教405 临港二食堂3楼教工之家 退管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61655105 61655087 61655046 13311699959 13371896511 61655049 13371895950 13816875875 13818695350 61655150 13371896591

值班人员 茅铮 杨丹红 魏敏捷 贾玲玲 钱伟国 童卫东 付宇靓 王啸 胡小萍 谢敬东 何光营 张健俊 李晓梅

值班地点 杨浦行政楼809 杨浦长阳行政楼821 杨浦一教301 临港图文楼1007 临港校区图文楼1002 杨浦行政中心1103 杨浦行政中心1124 科技园802 临港一教405 杨浦暖馨楼3楼 退管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35303079 35303773（可办理成绩等事宜） 35303739 61655045 13311699959 13371896511 61655049 13371895950 13816875875 13816708290 61655150 021-65380391 13371896591

值班人员 闫寒 张瑜 吴建国 孙璐 钱伟国 童卫东 邓焰国 张嘉琪 谢冉 栾晶晶 何鹏飞 毛静涛 黎丽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116 杨浦长阳行政楼802 杨浦一教301 临港图文楼1005 临港校区图文楼1002 杨浦行政中心1103 杨浦行政中心1126 科技园803 临港一教405 杨浦暖馨楼3楼 退管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61655109 35303561（可办理成绩等事宜） 35303739 61655046 13311699959 13371896511 61655049 13348061766 13651751234 18049953256 61655150 021-65380391 13371896896

值班人员 江晓花 李芳 王少龙 刘阳 钱伟国 童卫东 王道累 张嘉琪 白林雪 栾晶晶 谈蓓月 毛静涛 黎丽

值班地点 杨浦行政楼809 临港学术楼216 临港学术楼312 临港图文楼1005 临港校区图文中心1002室 杨浦行政中心1103 杨浦行政中心1124 科技园803 临港一教405 临港二食堂3楼教工之家 退管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35303079 61655067 61655096 61655046 13311699959 13371896511 61655049 13348061766 15800606644 18049953256 61655150 13371896896

党委组织部、党委统

战部、党建服务中心
宣传部 发展规划处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实验室与资产

管理处

纪委、监察处

、审计处
团委、艺教中心 图书馆

档案馆

（档案利用请提前电

话预约）
工训中心 基建处、新建办 产业办

值班人员 欧阳元煌 樊丽达 朱瑞 罗然 陆玮   叶晶音 邹鹰 黄  欣 周慧杰 丁亚婧 杨恩慧 胡  荣 沈敏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19室 临港图文楼1036 临港图文楼1115 临港图文楼1017 临港图文楼1009 临港图文楼1026 大学生活动中心103室 杨浦图书馆703 杨浦档案馆109 临港创新楼B311 临港指挥部二楼205室 杨浦产业办办公室

联系电话 13371896585 61655037 61655063 021-61655057 61655043 61655295 35303541 18801936102 13371896112 61908891-803 35303806

值班人员 刘入瑞 孟繁晨 石光辉 李倩 叶晶音 王秋侠 祝  星 蔡文博 翁佶 蔡玮 马  晨 王轩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32室 临港图文楼1036 临港图文楼1115 临港图文楼1017 杨浦行政中心807 临港图文楼1012 大学生活动中心202室 临港图书馆804 杨浦档案馆108 临港创新楼B311 临港指挥部三楼305室 杨浦产业办办公室

联系电话 18601723648 61655037 61655063 021-35303650 61655041 61655297 61655133 18918302547 13371866311 61908891-803 35303908

值班人员 张洁 张仙智 施泉生 张晔 赵静 胡超华 浦育川 黄蕾 付婧娇 金一鸣 司磊磊 程梦醒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21室 临港图文楼1050 临港图文楼1117 临港图文楼1017 杨浦行政中心807 临港图文楼1020 大学生活动中心103室 临港图书馆818 杨浦档案馆110 临港创新楼B303 临港指挥部二楼205室 杨浦产业办办公室

联系电话 13371895916 61655042 61655026 61655063 021-35303650 61655040 61655295 61655135 18939828096 13371896013 61908891-803 35303806

值班人员 谢兰玉 张利 施泉生 张晔 赵静 王红艳 虞亚明 董建忠 付婧娇 杨恩慧 司磊磊 张松青

值班地点 杨浦档案馆107室 临港图文楼1036 临港图文楼1117 临港图文楼1017 杨浦行政中心807 临港图文楼1020 大学生活动中心103室 杨浦图书馆719 杨浦档案馆110 临港创新楼B311 临港指挥部二楼205室 杨浦产业办办公室

联系电话 13817735281 61655037 61655026 61655063 021-35303650 61655040 61655295 35304610 18939828096 13371896112 61908891-803 35303806

值班人员 郑灿 苏文娟 石芳华 曾芬钰 杨勇 王颖珏 张佳佳 李雄波 付婧娇 蔡玮 胡花玉 张鸣

值班地点 杨浦档案馆107室 临港图文楼1036 临港图文楼1109 临港图文楼1027 杨浦行政中心807 临港图文楼1020 大学生活动中心202室 临港图书馆804 杨浦档案馆110 临港创新楼B311 临港指挥部三楼309室 杨浦产业办办公室

联系电话 13371896653 61655037 61655027 61655062 021-35303650 61655040 61655297 61655133 18939828096 13371866311 61908891-803 35303876

值班人员 李艳 张利 程涓 曾芬钰 杨勇 王颖珏 马晨 李雄波 翁佶 金一鸣 杨  涛 王晓斌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32室 临港图文楼1036 临港图文楼1109 临港图文楼1027 临港图文楼1009 临港图文楼1020 大学生活动中心103室 杨浦图书馆719 杨浦档案馆108 临港创新楼B303 临港指挥部三楼305室 杨浦产业办办公室

联系电话 13371896899 61655037 61655027 61655062 021-61655057 61655040 61655295 35304610 18918302547 13371896013 61908891-803 35303905

值班人员 赵建明 赵铮 周莹 杨晨 顾国强 王秋侠 徐仙君 吕之喆 翁佶 杨恩慧 崔  浩 马虹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38室 临港图文楼1018 临港图文楼1109 临港图文楼1017 杨浦行政中心807 临港图文楼1012 大学生活动中心202室 杨浦图书馆205 杨浦档案馆108 临港创新楼B311 临港指挥部二楼205室 杨浦产业办办公室

联系电话 13371896011 61655053 61655027 61655063 021-35303650 61655041 61655297 35304226 18918302547 13371896112 61908891-803 35303876

值班人员 王耀廷 穆迪 李文婷 时帅 殷卫红  顾国强 陈雅欣 高晓欧 李康弟 丁亚婧 蔡玮 郑宝军 周一苗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52室 临港图文楼1018 临港图文楼1109 临港图文楼1017 临港图文楼1009 临港图文楼1026 大学生活动中心103室 临港图书馆810 杨浦档案馆109 临港创新楼B311 临港指挥部二楼203室 杨浦产业办办公室

联系电话 13371919968 61655053 61655027 61655063 021-61655057 61655043 61655295 61655131 18801936102 13371866311 61908891-803 35303905

2月20日

2月4日

2月6日

2月11日

2月13日

2月18日

学术楼218

1月21日

1月23日

学术楼218

学术楼2182月20日

2月13日

2月18日

财务处

学术楼218

学术楼218

学术楼218

学术楼218

1月21日

2月4日

2月6日

2月11日 学术楼218

1月23日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1月20日 星期一 临港图文楼1105 61655002

1月21日 星期二 周婷 李兆鹏 临港图文楼1105 61655002

1月23日 星期四 周倩 李媛媛 临港图文楼1119 61655007

2月3日 星期一 临港图文楼1111 61655005

2月4日 星期二 张辉 李兆鹏 临港图文楼1111 61655005

2月6日 星期四 曹婷婷 李媛媛 临港图文楼1119 61655068

2月7日 星期五 临港图文楼1119 61655068

2月10日 星期一 临港图文楼1103 61655006

2月11日 星期二 姚丽丽 张宗峰 临港图文楼1103 61655006

2月13日 星期四 陈昌 张宗峰 临港图文楼1125 61655008

2月14日 星期五 临港图文楼1125 61655008

2月17日 星期一 临港图文楼1125 61655008

2月18日 星期二 钱利清 石笑寒 临港图文楼1125 61655008

2月20日 星期四 潘婕 石笑寒 临港图文楼1119 61655068

钱利清

2020年寒假党办校办联合值班表

寒暑假期间OA填写申请表由部门领导、职能部门审批后，打印表单
交校办用印。

星期二、四值班时间：上午9:00-11:30  下午13:00-15:40

星期一、五值班时间：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日     期 值班人员

周婷

张辉

曹婷婷

姚丽丽

陈昌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联系电话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联系电话
1月18日 星期六 赵永坚 杨浦校区 35303935
1月19日 星期日 赵永坚 杨浦校区 35303935
1月20日 星期一 金炜 杨浦校区 65700857
1月21日 星期二 金炜 杨浦校区 65700857 吴涵 临港校区 61655115
1月22日 星期三 金炜 杨浦校区 65700857
1月23日 星期四 徐诚 杨浦校区 35303935 吴涵 临港校区 61655115
1月24日 星期五（除夕） 徐诚 杨浦校区 35303935
1月25日 星期六（初一） 徐诚 杨浦校区 35303935
1月26日 星期日（初二） 徐诚 杨浦校区 35303935
1月27日 星期一（初三） 徐诚 杨浦校区 35303935
1月28日 星期二（初四） 徐诚 杨浦校区 35303935
1月29日 星期三（初五） 赵永坚 杨浦校区 35303935
1月30日 星期四（初六） 赵永坚 杨浦校区 35303935
1月31日 星期五（初七） 王程宁 杨浦校区 35303004
2月1日 星期六 金炜 杨浦校区 65700857
2月2日 星期日 金炜 杨浦校区 65700857
2月3日 星期一 赵辉 杨浦校区 35303935
2月4日 星期二 赵辉 杨浦校区 35303935 王  旭 临港校区 61655121
2月5日 星期三 赵辉 杨浦校区 35303935
2月6日 星期四 赵辉 杨浦校区 35303935 王  旭 临港校区 61655121
2月7日 星期五 赵辉 杨浦校区 35303935
2月8日 星期六 王程宁 杨浦校区 35303004
2月9日 星期日 王程宁 杨浦校区 35303004
2月10日 星期一 王程宁 杨浦校区 35303004
2月11日 星期二 王程宁 杨浦校区 35303004 王  旭 临港校区 61655121
2月12日 星期三 王春海 杨浦校区 35303935
2月13日 星期四 王春海 杨浦校区 35303935 沈  敏 临港校区 61655121
2月14日 星期五 王春海 杨浦校区 35303935
2月15日 星期六 王春海 杨浦校区 35303935
2月16日 星期日 王春海 杨浦校区 35303935
2月17日 星期一 王国华 杨浦校区 65700857
2月18日 星期二 王国华 杨浦校区 65700857 沈  敏 临港校区 61655121
2月19日 星期三 王国华 杨浦校区 65700857
2月20日 星期四 王国华 杨浦校区 65700857 沈  敏 临港校区 61655121

武装部保卫处2020年寒假值班表
日  期



值班人员 徐伟虹 柴静 李锦超 张力珏 值班人员 沈丽 叶宇红 肖南 徐颖

值班地点 杨浦三好堂6楼 值班地点
联系电话 35303837 联系电话
值班人员 张同心 周文娟 龚俊燕 值班人员 沈丽 叶宇红 肖南 牟雯瑾

值班地点 杨浦三好堂6楼 值班地点
联系电话 35303837 联系电话
值班人员 潘浩 周文娟 张力珏 值班人员 刘亚芸 沈梁燕 肖南 徐颖

值班地点 杨浦三好堂6楼 值班地点
联系电话 35303837 联系电话
值班人员 王严超 柴静 张力珏 值班人员 倪梅欣 沈梁燕 肖南 徐颖

值班地点 杨浦三好堂6楼 值班地点
联系电话 35303837 联系电话
值班人员 王严超 周文娟 张力珏 值班人员 倪梅欣 吴凤花 高爕根 徐颖

值班地点 杨浦三好堂6楼 值班地点
联系电话 35303837 联系电话
值班人员 江 丽 周文娟 张力珏 值班人员 王爽 吴凤花 高爕根 王雷鸣

值班地点 杨浦三好堂6楼 值班地点
联系电话 35303837 联系电话
值班人员 姜东宁 柴静  徒亚明 龚俊燕 值班人员 廖志娟 郗庆峰 高爕根 王雷鸣

值班地点 杨浦三好堂6楼 值班地点
联系电话 35303837 联系电话
值班人员 戚晓芸 柴静 杨 辉 龚俊燕 值班人员 廖志娟 郗庆峰 高爕根 王雷鸣

值班地点 杨浦三好堂6楼 值班地点
联系电话 35303837 联系电话

另：校“后勤保障服务接报中心”服务热线全天24小时开通，服务电话：65180000

2020年寒假卫生所值班表

1月21日 临港卫生所一楼 杨浦卫生所2楼

1月23日 临港卫生所一楼 杨浦卫生所2楼

61655120 35303775

61655120 35303775

2月4日 临港卫生所一楼 杨浦卫生所2楼

2月6日 临港卫生所一楼 杨浦卫生所2楼

61655120 35303775

2月11日 临港卫生所一楼

61655120 35303775

2月20日 临港卫生所一楼 杨浦卫生所2楼

61655120 35303775

2月18日 临港卫生所一楼 杨浦卫生所2楼

61655120 35303775

2月13日 临港卫生所一楼 杨浦卫生所2楼

61655120 35303775

杨浦卫生所2楼

61655120 35303775

2020年寒假后勤处行政值班表

临港卫生所二楼

61655207

临港卫生所二楼

61655207

临港卫生所二楼

61655080

临港卫生所二楼

61655080

临港卫生所二楼

61655080

临港卫生所二楼

61655207

临港卫生所二楼

61655207

临港卫生所二楼

61655080

2月18日

2月20日

1月21日

1月23日

2月4日

2月6日

2月11日

2月13日



能机学院 环化学院 电气学院 自动化学院 经管学院 计算机学院 电信学院  数理学院 外语学院 国交学院 马院 体育部 继教学院

值班人员 朱群志 刘莉 杨兴武 张玲芳 侯建朝 魏建华 徐忠胜 陈毓 高丽华 王广珍 瞿萍 常华 邹燕

值班地点 能机楼A306 杨浦行政中心1006 杨浦致远楼912A 致远楼308 经外楼A512 临港计电大楼A204 临港电计楼B418 临港B2楼数理学院A322室 经外楼B406 杨浦行政中心1022 临港图文楼914 临港体育馆110 杨浦明理楼516室

联系电话 13371895985 13371896006 35303093 35303284 61655187 61655153 15316683253 18918112409 61655258 13371896473 13310103859 13371896895 55805055

值班人员 潘卫国 闵宇霖 吴文军 余开华 潘华 刘志斌 严华 孙玉芹 潘卫民 丛亮 沈宏亮 陈亮 邱旭雯

值班地点 能机楼A308 杨浦跃进楼307 杨浦致远楼905 致远楼306B 经外楼A510 临港计电大楼A208 临港电计楼B414 临港B2楼数理学院A318室 经外楼B408 杨浦行政中心1016 临港图文楼914 杨浦操场一楼值班室 杨浦明理楼508室

联系电话 13371896556 18116278353 35303117 35303482 61655186 61655153 15316683259 13371896727 61655259 35304251 13371896078 13371896456 65486263

值班人员 仇中柱 王罗春 诸俊 马进明 万叶玲 余南飞 崔昊杨 叶华刚 周洁明 李娜 沈宏亮 郑芝伟 严斌

值班地点 能机楼A310 杨浦致用楼302 杨浦致远楼912C 致远楼310D 经外楼A502 临港计电大楼A216 临港电计楼B522 临港B2楼数理学院A324室 经外楼B412 临港B519 临港图文楼914 杨浦操场一楼值班室 杨浦明理楼513室

联系电话 13371895976 13371895943 35303160 35303499 61655183 61655157 13371896540 13386100506 61655262 61655175 13371896078 13370897029 35303907

值班人员 吴懋亮 时鹏辉 李晓露 彭道刚 万叶玲 毛志华 蒋伟 邹乾林 陈欧 王志萍 丁建凤 徐强 向倩

值班地点 能机楼A312 杨浦跃进楼307 杨浦致远楼911 致远楼310A 经外楼A502 临港计电大楼A208 临港电计楼B422 临港B2楼数理学院A212室 经外楼B403 杨浦行政中心1018 临港图文楼926 临港体育馆112B 杨浦明理楼506室

联系电话 13371895978 18116340865 35303155 35303294 61655183 61655153 13371896546 13371896203 13371896189 35303310 18918307880 18918307918 35303332

值班人员 王云欢 谷建 赵玲 彭道刚 孙攀峰 李晋国 王计元 邹乾林 谢华 齐永晓 戚卫红 李滨 史小梅

值班地点 能机楼A314 临港环化大楼A204 杨浦致远楼912C 致远楼310A 经外楼A412 临港计电大楼A206 临港电计楼B518 临港B2楼数理学院A212室 经外楼B403 杨浦行政中心1010 临港图文楼926 临港体育馆112B 杨浦明理楼501室

联系电话 13371896012 18301791062 35303160 35303294 61655179 61655152 13371896861 13371896203 18116345962 35304291 18116340632 13671897329 35303589

值班人员 杨峰 蔡毅飞 魏书荣 马进明 陈鹏 毕忠勤 赵琰 蒋英 冯为兰 张素芳 焦凤梅 赵长海 杨鹰

值班地点 能机楼A204 杨浦行政中心1006 杨浦致远楼912A 致远楼310D 经外楼A414 临港计电大楼A210 临港电计楼B412 临港B2楼数理学院A320室 经外楼B403 杨浦行政中心1024 临港图文楼916 临港体育馆112B 杨浦明理楼501室

联系电话 18116346039 18116348135 35303093 35303499 61655177 61655154 13371896799 13371896266 13371896193 13371896729 13371896430 13371897021 65339093

值班人员 杨萍 涂莹亮 林顺富 黄福珍 周维刚 温蜜 周冬梅 刘永生 赵月琴 王志萍 吴益芳 王芒 黄俏梅

值班地点 能机楼A304 杨浦行政中心1006 杨浦致远楼911 致远楼310B 经外楼A506 临港计电大楼A212 临港电计楼B406 临港B2楼数理学院A316室 经外楼B410-内 杨浦行政中心1018 临港图文楼922 临港操场110 杨浦明理楼516室

联系电话 18001824932 13371896099 35303155 35303462 61655184 61655155 13371896285 13371896216 61655060 35303310 18141903843 13371897019 55805055

值班人员 武新芳 周天舒 李东东 王佳丽 张艺 诸葛琼 潘耀芳 徐广新 李巍 李娜 易小兵 于善安 李春秋

值班地点 能机楼A304 临港环化大楼A214 杨浦致远楼910 致远楼310C 经外楼A508 临港计电大楼A206 临港电计楼B408 临港B2楼数理学院A310室 经外楼B403 临港经外楼B519 临港图文楼936 临港体育馆110 杨浦明理楼506室

联系电话 17321071065 18817775219 35303121 35303574 61655185 61655152 13371896599 13371896100 18116272635 61655175 13569367748 13371897026 35303332

2月18日

2月20日

1月21日

1月23日

2月4日

2月6日

2月11日

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