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处 教务处 研究生院 人事处 科研处 学报编辑部 能源电力科创中心 现教中心 基建处、临港办 工会 退管会

值班人员 何毅 张瑜 唐  艳 刘阳 季沛 谢冉 栾晶晶 何光营 郑宝军 毛静涛 刘洁荣

值班地点 杨浦行政中心802 临港学术楼209 杨浦一教301 临港图文楼1005 临港图文楼1002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6 杨浦科技园803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二楼205室 杨浦暖馨楼3楼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35303561 61655086 35303739 61655046 61655049 35300108、13651751234 18049953256 61655150 61908891-803 35303758 13371896222

值班人员 高欣月、张佳佳 孙书洋 王少龙 诸俊 付宇靓 桂金星 栾晶晶 王晓斌 陈嘉怡 尤雯静 刘洁荣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116、大学生活动中心202 临港学术楼216 临港学术楼312 临港图文楼1005 临港图文楼1002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6 杨浦科技园803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二楼203室 杨浦暖馨楼3楼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61655105、61655297 61655067 61655096 61655046 61655049 35300108、13371896987 18049953256 61655150 61908891-803 35303758 13371896222

值班人员 闫寒 杨丹红 于会群 刘永生 付宇靓 白林雪 费英 徐旭 杨涛 张健俊 刘洁荣

值班地点 杨浦行政中心802 杨浦行政中心821 临港学术楼320 临港图文楼1008 临港图文楼1002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4 杨浦行政中心1024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三楼305室 杨浦暖馨楼3楼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35303561 35303778 61655098 61655049 35303805、15800606644 15901808815 61655150 61908891-813 35303758 13371896222

值班人员 蔡雅琦、徐仙君 杨潇 叶召友 张翯 刘敏佳 胡小萍 费英 程斌 崔浩 张健俊 刘洁荣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332、大学生活动中心202 临港学术楼212 临港学术楼304 临港图文楼1005 临港图文楼1002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4 杨浦行政中心1024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二楼203室 临港教工之家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61655050、61655297 61655082 61655091 61655046 61655049 35303805、13310103824 15901808815 61655150 61908891-803 61651023 13371896222

值班人员 孟延新 牟雪云 叶召友 王宝山 刘敏佳 白林雪 魏书荣 杨锦程 肖航 张健俊 黎丽

值班地点 杨浦行政中心802 临港学术楼128 临港学术楼304 临港图文楼1005 临港图文楼1002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4 杨浦行政中心1022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二楼205室 临港教工之家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35303561 61655089 61655091 61655046 61655049 35303805、15800606644 13371896117 61655150 61908891-803 61651023 13371896896

值班人员 茅铮 吴懋亮 王学娟 张翯 钟丽莎 徐芳 魏书荣 羌亮 司磊磊 韩菲 黎丽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106 杨浦行政中心821 杨浦一教301 临港图文楼1005 杨浦行政中心805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8 杨浦行政中心1022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二楼205室 杨浦暖馨楼3楼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61655108 35303778 35303739 61655046 35303660 35304995、13371896553 13371896117 61655150 61908891-803 35303758 13371896896

值班人员 余建诚 李昕 魏敏捷 黄蕾 季沛 桂金星 杨秀 屠红艳 肖航 韩菲 黎丽

值班地点 杨浦行政中心802 杨浦行政中心821 杨浦一教301 临港图文楼1005 临港图文楼1002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6 杨浦科技园804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二楼205室 临港教工之家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35303561 35303778 35303739 61655046 61655049 35300108、13371896987 13371896876 61655150 61908891-803 61651022 13371896896

值班人员 宋建勇 侯艳艳 陈  静 周静 邓焰国 徐芳 赵文彬 何鹏飞 崔浩 韩菲 黎丽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116 临港学术214 临港学术楼304 临港图文楼1007 临港图文楼1002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8 杨浦科技园807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二楼203室 临港教工之家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61655105 61655088 61655091 61655045 61655049 35304995、13371896553 13818695350 61655150 61908891-803 61651022 13371896896

值班人员 钱玉雄 杨宁 吴建国 袁文娟 付宇靓 谢冉 杨涌文 刘裕 司磊磊 韩菲 叶苏星

值班地点 杨浦行政中心802 临港学术楼221 杨浦一教301 临港图文楼1007 临港图文楼1002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6 杨浦科技园2楼智能微电网中心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二楼205室 临港教工之家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35303561 61655066 35303739 61655045 61655049 35300108、13651751234 15316738931 61655150 61908891-803 61651022 13371896401

值班人员 温晶琳、杨月 梁德杰 徐健鑫 袁文娟 金雯雯 徐芳 王啸 谷骞 崔浩 曹叶青 叶苏星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116、大学生活动中心202 临港学术208 杨浦一教301 临港图文楼1007 杨浦行政中心805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8 杨浦行政中心1102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二楼203室 平凉暖馨楼3楼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61655105、61655297 61655083 35303739 61655045 35303660 35304995、13371896553 13371895950 61655150 61908891-803 35303758 13371896401

值班人员 束海燕 吴晓叶 张  琦 侯春阳 金雯雯 陈春莲 王啸 杨太平 肖航 曹叶青 叶苏星

值班地点 杨浦行政中心802 临港学术楼209 杨浦一教301 临港学术楼128 杨浦行政中心805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8 杨浦行政中心1102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二楼205室 临港教工之家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35303561 61655087 35303739 61655089 35303660 35304995、13310103824 13371895950 61655150 61908891-803 61651022 13371896401

值班人员 纪晓黎 王能 张丽华 王宝山 钟丽莎 陈春莲 谢敬东 朱萍 崔浩 曹叶青 叶苏星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118 临港学术楼212 杨浦一教301 临港图文楼1005 杨浦行政中心805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8 杨浦科技园802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二楼203室 临港教工之家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61655102 61655082 35303739 61655046 35303660 35304995、13310103824 13816708290 61655150 61908891-803 61651022 13371896401

值班人员 林臻 侯艳艳 陈  静 金琪 季沛 胡小萍 谢敬东 毕洪山 杨涛 曹叶青 李晓梅

值班地点 杨浦行政中心802 临港学术214 临港学术楼304 临港图文楼1007 临港图文楼1002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4 杨浦科技园802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三楼305室 临港教工之家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35303561 60655088 61655091 61655045 61655049 35303805、13310103824 13816708290 61655150 61908891-813 61651022 13371896591

值班人员 成勇 李芳 王少龙 蓝春平 邓焰国 白林雪、胡小萍 张嘉琪 杨锦程 司磊磊 尤雯静 李晓梅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118 临港学术216 临港学术楼312 临港图文楼1005 临港图文楼1002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4 杨浦行政中心1103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二楼205室 临港教工之家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61655102 61655067 61655096 61655046 61655049 35303805、15800606644 13348061766 61655150 61908891-803 61651023 13371896591

值班人员 陈姗姗 秦劲松 李  瑾 赵赛男 邓焰国 谢冉、桂金星 张嘉琪 徐旭 杨涛 尤雯静 李晓梅

值班地点 杨浦行政中心802 杨浦行政中心821 杨浦一教301 临港图文楼1007 临港图文楼1002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6 杨浦行政中心1103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三楼305室 临港教工之家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35303561 35303773 35303739 61655045 61655049 35300108、13651751234 13348061766 61655150 61908891-813 61651023 13371896591

值班人员 吾尔古丽 李永斌 赵田田 孙璐 刘敏佳 陈春莲 王化更 谷骞 郑宝军 尤雯静 李晓梅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110 临港学术209 临港学术楼308 临港图文楼1005 临港图文楼1002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8 杨浦科技园905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二楼205室 临港教工之家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61655107 60655087 61655093 61655046 61655049 35304995、13310103824 13371895938 61655150 61908891-803 61651023 13371896591

值班人员 张裴郦 徐信艳 唐  忠 蓝春平 金雯雯 陈春莲 王化更 谈蓓月 陈嘉怡 毛静涛 刘洁荣

值班地点 杨浦行政中心802 临港学术204 杨浦致远楼616 临港图文楼1005 杨浦行政中心805室 杨浦行政中心1128 杨浦科技园905 临港一教405 临港临时指挥部二楼203室 临港教工之家 杨浦暖馨楼二楼

联系电话 35303561 61655081 61655046 35303660 35304995、13310103824 13371895938 61655150 61908891-803 61651021 13371896222

8月31日

8月26日

8月24日

2021年暑假值班汇总表

8月5日

8月10日

8月12日

8月17日

9月7日

9月9日

8月19日

7月29日

8月3日

7月15日

7月20日

9月2日

7月22日

7月27日



党委组织部、统战部、党
建服务中心

宣传部 发规处 国际交流合作处 实资处 图书馆
档案馆

（档案利用请提前电话预约）
外联处 工训中心 产业办

值班人员 赵建明 孟繁晨 汤乃云 罗然 陆玮、顾国强 李康弟 付婧娇 程麟 殷卫红、杨恩慧 沈敏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46 临港图文楼1036 临港图文楼1101 临港图文楼1017 临港图文楼1009室 杨浦图书馆703 杨浦档案馆一楼110 杨浦暖馨楼一楼 临港创新楼B309、B311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3371896011 61655037 13371896792 61655063 61655057 35303541 18939828096 15001889168 13371896112 35303806

值班人员 马进明 孟繁晨 徐群杰 罗然 卞莹莹 张洁 丁亚婧 程麟 丁家峰 沈敏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19 临港图文楼1036 临港图文楼1117 临港图文楼1017 临港图文楼1009室 杨浦图书馆703 杨浦档案馆一楼109 杨浦暖馨楼一楼 临港创新楼B312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3371896580 61655037 61655026 61655063 61655060 35303541 18801936102 15001889168 13371895971 35303806

值班人员 马进明 张仙智 徐群杰 李倩 王意珍 张洁 丁亚婧 程麟 杨恩慧 马虹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19 临港图文楼1050 临港图文楼1117 临港图文楼1017 临港图文楼1009室 杨浦图书馆703 杨浦档案馆一楼109 杨浦暖馨楼一楼 创新楼B311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3371896580 61655042 61655026 61655061 61655060 35303541 18801936102 15001889168 13371896112 35303876

值班人员 谢兰玉 张仙智 汤乃云 李倩 王意珍 张洁 丁亚婧 程麟 殷卫红、蔡玮 马虹

值班地点 档案馆107 临港图文楼1050 临港图文楼1101 临港图文楼1017 临港图文楼1009室 杨浦图书馆703 杨浦档案馆一楼109 杨浦暖馨楼一楼 临港创新楼B309、B311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3817735281 61655042 13371896792 61655061 61655060 35303541 18801936102 15001889168 13371896311 35303876

值班人员 郑灿 苏文娟 石光辉 张晔 赵静 董建忠 丁亚婧 程麟 金一鸣 周一苗

值班地点 档案馆107 临港图文楼1036 临港图文楼1109A 临港图文楼1017 临港图文楼1009室 临港图书馆806 杨浦档案馆一楼109 杨浦暖馨楼一楼 临港创新楼B303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3371896653 61655037 13371896595 61655063 61655060 61655132 18801936102 15001889168 13371896013 35303905

值班人员 孙飞飞 苏文娟 程涓 时帅 叶晶音 董建忠 翁佶 丛亮 丁家峰 周一苗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104 临港图文楼1036 杨浦行政中心12楼 临港图文楼1017 临港图文楼1009室 杨浦图书馆719 杨浦档案馆一楼108 杨浦暖馨楼一楼 创新楼B312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8121092825 61655037 13371896468 61655063 61655057 35304610 18918302547 13371896166 13371895971 35303905

值班人员 马姗姗 张利 程涓 时帅 赵静 董建忠 翁佶 丛亮 殷卫红、金一鸣 程梦醒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38 临港图文楼1036 杨浦行政中心12楼 临港图文楼1017 临港图文楼1009室 杨浦图书馆719 杨浦档案馆一楼108 杨浦暖馨楼一楼 临港创新楼B309、B303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3371896901 61655037 13371896468 61655063 61655060 35304610 18918302547 13371896166 13371896013 35303806

值班人员 李艳 张利 周莹 王广珍 叶晶音 吕之喆 翁佶 丛亮 蔡玮 程梦醒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32 临港图文楼1036 临港图文楼1109 临港图文楼1017 临港图文楼1009室 杨浦图书馆205 杨浦档案馆一楼108 杨浦暖馨楼一楼 临港创新楼B311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3371896899 61655037 61655027 61655061 61655057 35304226 18918302547 13371896166 13371896311 35303806

值班人员 刘入瑞 张利 周莹 王广珍 卫文君 黄蕾 翁佶 丛亮 杨恩慧 张松青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32 临港图文楼1036 临港图文楼1109 临港图文楼1017 临港图文楼1009室 临港图书馆818 杨浦档案馆一楼108 杨浦暖馨楼一楼 临港创新楼B311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9901670769 61655037 61655027 61655061 61655060 61655135 18918302547 13371896166 13371896112 35303806

值班人员 李艳 任媛媛 石芳华 王广珍 杨勇 吕之喆 付婧娇 丛亮 殷卫红、丁家峰 张松青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32 临港演播中心 临港图文楼1109 临港图文楼1017 临港图文楼1009室 杨浦图书馆205 杨浦档案馆一楼110 杨浦暖馨楼一楼 临港创新楼B309、B312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3371896899 15802139388 61655027 61655061 61655057 35304226 18939828096 13371896166 13371895971 35303806

值班人员 董雪 临港任媛媛 石芳华 曾芬钰 卫文君 黄蕾 翁佶 丛亮 金一鸣 王凡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38 演播中心 临港图文楼1109 临港图文楼1027 临港图文楼1009室 临港图书馆818 杨浦档案馆一楼108 杨浦暖馨楼一楼 临港创新楼B303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8602155060 15802139388 61655027 61655062 61655057 61655135 18918302547 13371896166 13371896013 35303875

值班人员 董雪 赵铮 石光辉 曾芬钰 杨勇 李雄波 付婧娇 丛亮 蔡玮 王凡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38 临港图文楼1018 临港图文楼1109A 临港图文楼1027 杨浦行政中心807室 杨浦图书馆719 杨浦档案馆一楼110 杨浦暖馨楼一楼 临港创新楼B311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8602155060 61655053 13371896595 61655062 35303650 35304610 18939828096 13371896166 13371896311 35303875

值班人员 周倩 赵铮 石光辉 曾芬钰 杨勇 李雄波 付婧娇 丛亮 杨恩慧 王轩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21 临港图文楼1018 临港图文楼1109A 临港图文楼1027 临港图文楼1009室 临港图书馆804 杨浦档案馆一楼110 杨浦暖馨楼一楼 临港创新楼B311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3310100321 61655053 13371896595 61655062 61655057 61655133 18939828096 13371896166 13371896112 35303958

值班人员 周倩 穆迪 李文婷 时帅 浩莹 蔡文博 付婧娇 丛亮 丁家峰 王轩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21 临港图文楼1018 临港图文楼1109 临港图文楼1017 临港图文楼1009室 杨浦图书馆719 杨浦档案馆一楼110 杨浦暖馨楼一楼 临港创新楼B312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3310100321 61655053 61655027 61655063 61655057 35304610 18939828096 13371896166 13371895971 35303958

值班人员 陈凌 穆迪 李文婷 张晔 卞莹莹 蔡文博 翁佶 丛亮 殷卫红、宋丽斐 张鸣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52 临港图文楼1018 临港图文楼1109 临港图文楼1017 临港图文楼1009室 杨浦图书馆719 杨浦档案馆一楼108 杨浦暖馨楼一楼 临港创新楼B309、B311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3371896041 61655053 61655027 61655063 61655060 35304610 18918302547 13371896166 18916219362 35303876

值班人员 周维刚 樊丽达 李文婷 张晔 顾国强 李康弟 丁亚婧 程麟 金一鸣 张鸣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104 临港图文楼1036 临港图文楼1109 临港图文楼1017 临港图文楼1009室 杨浦图书馆703 杨浦档案馆一楼109 杨浦暖馨楼一楼 临港创新楼B303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3371896010 61655037 61655027 61655063 61655057 35303541 18801936102 15001889168 13371896013 35303876

值班人员 裴培 樊丽达 徐群杰 熊欢欢 浩莹 李康弟 丁亚婧 程麟 宋丽斐 张鸣

值班地点 临港图文楼1040 临港图文楼1036 临港图文楼1117 临港图文楼1017 临港图文楼1009室 杨浦图书馆703 杨浦档案馆一楼109 杨浦暖馨楼一楼 临港创新楼B311 杨浦校区

联系电话 13371896548 61655037 61655026 61655061 61655057 35303541 18801936102 15001889168 18916219362 35303876

8月24日

8月26日

8月31日

9月2日

9月7日

9月9日

8月3日

8月5日

8月10日

8月12日

8月17日

8月19日

2021年暑假值班汇总表

7月15日

7月20日

7月22日

7月27日

7月29日



日期 信息科 科研科 核算科 预算科

值班人员 段玉婷、郭静婷 肖晓芸、田琦、施惠芳、徐嘉颖、倪煜 牛牧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11 临港学术楼218 临港学术楼218

联系电话 15502185670、18616386370 18621881692、15843246309 18964194564

值班人员 郭静婷 肖晓芸、姜平霞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11 临港学术楼218

联系电话 18616386370 18621881692、19901673781

值班人员 童卫东 王晓荣 肖晓芸、徐嘉颖、姜平霞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11 临港学术楼222 临港学术楼218

联系电话 13371896511 13371896759 18621881692

值班人员 段玉婷、刘其霞 周银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11、学术楼220 临港学术楼218

联系电话 15502185670、18964905985 15051835752

值班人员 刘其霞 王晓荣 徐嘉颖、姜平霞 牛牧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20 临港学术楼222 临港学术楼218 临港学术楼218

联系电话 18964905985 13371896759 15317200529 18964194564

值班人员 刘其霞 王梦苑、倪煜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20 临港学术楼218

联系电话 18964905985 15801887507

值班人员 刘其霞 王晓荣 王梦苑、倪煜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20 临港学术楼222 临港学术楼218

联系电话 18964905985 13371896759 15801887507

值班人员 周银、朱翠翠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18

联系电话 15051835752、18049916853

值班人员 段玉婷 吴依梅 周银、施惠芳、朱翠翠 褚睿喆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11 临港学术楼222 临港学术楼218 临港学术楼218

联系电话 15502185670 17316381867 15051835752 15053181050

值班人员 周银、朱翠翠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18

联系电话 15051835752、18049916853

值班人员 吴依梅 施惠芳、朱翠翠、姜平霞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22 临港学术楼218

联系电话 17316381867 19921060804、18049916853

值班人员 童卫东 王梦苑、朱翠翠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11 临港学术楼218

联系电话 13371896511 15801887507、18049916853

值班人员 童卫东 吴依梅 王梦苑，肖晓芸、施惠芳 褚睿喆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11 临港学术楼222 临港学术楼218 临港学术楼218

联系电话 13371896511 17316381867 15801887507；18621881692 15053181050

值班人员 段玉婷 田琦、肖晓芸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11 临港学术楼218

联系电话 15502185670 15843246309、18621881692

值班人员 郭静婷 吴依梅 田琦，肖晓芸、倪煜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11 临港学术楼222 临港学术楼218

联系电话 18616386370 17316381867 15843246309；18621881692

值班人员 郭静婷 田琦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11 临港学术楼218

联系电话 18616386370 15843246309

值班人员 郭静婷 王晓荣 田琦、徐嘉颖、朱翠翠 牛牧、褚睿喆

值班地点 临港学术楼211 临港学术楼222 临港学术楼218 临港学术楼

联系电话 18616386370 13371896759 15843246309 16621177363、15053181050

8月24日

8月26日

8月31日

9月2日

9月7日

9月9日

8月3日

8月5日

8月10日

8月12日

8月17日

8月19日

7月15日

7月20日

7月22日

7月27日

7月29日

2021年暑假财务处值班安排



值班人员 姜东宁、张力珏 胡永斌 值班人员 王春海 吴涵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C106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7926 联系电话 35303935 61655115

值班人员 杨辉、张力珏 张同心 值班人员 王春海 吴涵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C106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5208 联系电话 35303935 61655115

值班人员 杨辉、张力珏 张同心 值班人员 赵辉 吴涵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C106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5208 联系电话 35303935 61655115

值班人员 李锦超、张力珏 潘 浩 值班人员 赵辉 吴涵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C106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5207 联系电话 35303935 61655115

值班人员 李锦超、张力珏 胡 荣 值班人员 赵辉 王旭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C108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7926 联系电话 35303935 61655121

值班人员 张力珏 闫志华 值班人员 赵辉 王旭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C108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5202 联系电话 35303935 61655121

值班人员 张力珏 闫志华 值班人员 王程宁 王旭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C108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5202 联系电话 35303004 61655121

值班人员 张力珏 胡 荣 值班人员 王程宁 王旭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C108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7926 联系电话 35303004 61655121

值班人员 张力珏 张婷 值班人员 王程宁 沈敏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C108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5080 联系电话 35303004 61655121

值班人员 龚俊燕 江丽 值班人员 王程宁 沈敏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C108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5208 联系电话 35303004 61655121

值班人员 龚俊燕 徐伟虹 值班人员 余南飞 沈敏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C108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5202 联系电话 35303935 61655121

值班人员 龚俊燕 江丽 值班人员 余南飞 沈敏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C108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5208 联系电话 35303935 61655121

值班人员 龚俊燕 张婷 值班人员 王春海 余南飞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C104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5080 联系电话 35303935 61655113

值班人员 龚俊燕 王严超 值班人员 王春海 余南飞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C104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5195 联系电话 35303935 61655113

值班人员 徐伟虹、龚俊燕 王严超 值班人员 赵永坚 金炜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A110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5195 联系电话 35303935 61655111

值班人员 龚俊燕 潘 浩 值班人员 赵永坚 金炜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A110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5207 联系电话 35303935 61655111

值班人员 姜东宁、龚俊燕 胡永斌 值班人员 赵永坚 金炜

值班地点 杨浦后勤办公室 临港后勤办公室 值班地点 杨浦南校区 临港经外楼A110

联系电话 35303837 61657926 联系电话 35303935 61655111

8月31日（周二）

8月19日（周四）

9月2日（周四）

9月7日（周二）

9月9日（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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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暑假保卫处值班表

7月15日（周四）

8月24日（周二）

8月26日（周四） 8月26日（周四）

8月3日（周二）

8月5日（周四） 8月5日（周四）

9月2日（周四）

8月10日（周二）

8月12日（周四） 8月12日（周四）

8月17日（周二） 8月17日（周二）

8月19日（周四）

7月20日（周二）

7月22日（周四） 7月22日（周四）

7月27日（周二） 7月27日（周二）

7月29日（周四） 7月29日（周四）

9月7日（周二）

9月9日（周四）

8月24日（周二）

8月10日（周二）

2021年暑假后勤处行政值班表

7月15日（周四）

7月20日（周二）

8月3日（周二）

8月31日（周二）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值班日期 招生监察值班 值班地点 联系电话

7月15日 星期四 姚丽丽 临港图文楼1103 61655006 7月14日（周三） 王红艳 杨浦行政中心813室 35303361

7月16日 星期五 姚丽丽 临港图文楼1103 61655006 7月15日（周四） 王红艳 杨浦行政中心813室 35303361

7月19日 星期一 周婷 临港图文楼1105 61655002 7月16日（周五） 王红艳 杨浦行政中心813室 35303361

7月20日 星期二 贾玲玲 临港图文楼1125 61655008 7月19日（周一） 王颖珏 杨浦行政中心813室 35303361

7月22日 星期四 潘婕 临港图文楼1119 61655068 7月20日（周二） 王颖珏 杨浦行政中心813室 35303361

7月23日 星期五 张辉 临港图文楼1111 61655005 7月21日（周三） 王云欢 杨浦行政中心813室 35303361

7月26日 星期一 张辉 临港图文楼1111 61655005 7月22日（周四） 胡超华 杨浦行政中心813室 35303361

7月27日 星期二 张辉 临港图文楼1111 61655005 7月23日（周五） 胡超华 杨浦行政中心813室 35303361

7月29日 星期四 贾玲玲 临港图文楼1125 61655008 7月26日（周一） 胡超华 杨浦行政中心813室 35303361

7月30日 星期五 段存升 临港图文楼1121A 61655008 7月27日（周二） 童子婷 杨浦行政中心813室 35303361

8月2日 星期一 周婷 临港图文楼1105 61655002 7月28日（周三） 童子婷 杨浦行政中心813室 35303361

8月3日 星期二 李媛媛 临港图文楼1119 61655007 7月29日（周四） 童子婷 杨浦行政中心813室 35303361

8月5日 星期四 陈昌 临港图文楼1125 61655008 7月30日（周五） 王颖珏 杨浦行政中心813室 35303361

8月6日 星期五 陈昌 临港图文楼1125 61655008 8月2日（周一） 王云欢 杨浦行政中心813室 35303361

8月9日 星期一 王丽萍 临港图文楼1105 61655002 8月3日（周二） 王云欢 杨浦行政中心813室 35303361

8月10日 星期二 贾玲玲 临港图文楼1125 61655008 8月5日（周四） 王秋侠 临港图文楼1012室 61655041

8月12日 星期四 贾玲玲 临港图文楼1125 61655008 8月10日（周二） 施锋锋 临港图文楼1028室 61655055

8月13日 星期五 李兆鹏 临港图文楼1123 61655008 8月12日（周四） 施锋锋 临港图文楼1028室 61655055

8月16日 星期一 张宗峰 临港图文楼1111 61655005 8月17日（周二） 潘耀芳 临港图文楼1056室 61655058

8月17日 星期二 钱利清 临港图文楼1125 61655008 8月19日（周四） 潘耀芳 临港图文楼1056室 61655058

8月19日 星期四 钱利清 临港图文楼1125 61655008 8月24日（周二） 张靖冬 临港图文楼1026室 61655043

8月20日 星期五 钱利清 临港图文楼1125 61655008 8月26日（周四） 张靖冬 临港图文楼1026室 61655043

8月23日 星期一 石笑寒 临港图文楼1113 61655005 8月31日（周二） 陈雅欣 临港图文楼1026室 61655043

8月24日 星期二 曹婷婷 临港图文楼1119 61655068 9月2日（周四） 陈雅欣 临港图文楼1026室 61655043

8月26日 星期四 曹婷婷 临港图文楼1119 61655068 9月7日（周二） 邹鹰 临港图文楼1026室 61655043

8月27日 星期五 曹婷婷 临港图文楼1119 61655068 9月9日（周四） 邹鹰 临港图文楼1026室 61655043

8月30日 星期一 姚丽丽 临港图文楼1103 61655006

8月31日 星期二 姚丽丽 临港图文楼1103 61655006

9月2日 星期四 王丽萍 临港图文楼1105 61655002

9月3日 星期五 王丽萍 临港图文楼1105 61655002

9月6日 星期一 周婷 临港图文楼1105 61655002

9月7日 星期二 潘婕 临港图文楼1119 61655068

9月9日 星期四 潘婕 临港图文楼1119 61655068

2021年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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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暑假招生监察接待及纪委、审计处、巡察办联合值班表



能机学院 环化学院 电气学院 自动化学院 经管学院 外语学院 计算机学院 电信学院 数理学院 马院 继教学院（国教学院） 体育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

值班人员 武新芳 吴超雅 吴文军 刘莉 王一琳 余嘉 刘佳 洪月好 赵月琴 瞿萍 江晓花、黄俏梅 陈 亮  安艳

值班地点 临港能机楼A304 临港环化楼A204 杨浦致远楼905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514 临港经外楼B410-内 临港计电大楼A216 临港电计楼B416 临港B2楼A324室 临港图文中心914 杨浦明理楼516室 临港体育馆112A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103

联系电话 17321071065 18250842296 35303117 35303284 021-61655181 13371896025 61655158 13371896827 13371919987 13310103859 55805055 13371896456 61655295

值班人员 潘卫国 徐天红 李晓露 王佳丽 唐景备 余嘉 诸葛琼 崔释匀 邹乾林 戚卫红 江晓花、向倩 陈 亮 李会荣

值班地点 临港能机楼A308 临港环化楼A202 杨浦致远楼911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502 临港经外楼B410-内 临港计电大楼A206 临港电计楼B406 临港B2楼A212室 临港图文中心918 杨浦明理楼506室 临港体育馆112A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103

联系电话 13371896556 18800261691 35303100 35303284 021-61655182 13371896025 61655152 13816012355 13371896203 18116340632 35303332 13371896456 61655295

值班人员 潘卫国 周天舒 张志芹 王佳丽 杨红娜 高丽华 王静 阮文杰 陈丽 戚卫红 江晓花、史小梅 金 斐 黄欣

值班地点 临港能机楼A308 临港环化楼A214 杨浦致远楼910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414 临港经外楼B406 临港计电大楼A216 临港电计楼B406 临港B2楼A320室 临港图文中心918 杨浦明理楼501室 临港体育馆110A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103

联系电话 13371896556 18817775219 35303155 35303284 021-61655178 13371896836 61655158 18901671666 13127765759 18116340632 35303589 13371896161 61655295

值班人员 杨峰 李艳 王海思 刘莉 徐莉莉 李巍 毛志华 周冬梅 蒋英 常华 江晓花、朱海林 金 斐 杜丹

值班地点 临港能机楼A204 临港环化楼A204 杨浦致远楼908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502 临港经外楼B501 临港计电大楼A208 临港电计楼B406 临港B2楼A320室 临港图文中心926 杨浦明理楼513室 临港体育馆110A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103

联系电话 18116346039 18149736093 35303126 35303284 021-61655183 18116272635 61655153 13371896285 13371896266 13371896895 65201589 13371896161 61655295

值班人员 杨峰 陈露 赵玲 刘莉 朱超群 陈欧 魏建华 严华 康鸿轩 常华 肖勇、陈毓 于善安 马晨

值班地点 临港能机楼A204 临港环化楼A204 杨浦致远楼912C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410 临港经外楼B503 临港计电大楼A214 临港电计楼B414 临港B2楼A322室 临港图文中心926 杨浦明理楼505室 临港体育馆110B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103

联系电话 18116346039 17621499807 35303160 35303284 021-61655180 13371896189 61655156 15316683259 13262959973 13371896895 35303332 13371897026 61655295

值班人员 王云欢 金一文 刘建锋 陈辉 容庆 曹晓声 任祥宝 林丽萍 李静 易小兵 肖勇、罗博文 于善安 姜川

值班地点 杨浦校区行政楼813 临港环化楼A204 杨浦致远楼906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502 临港经外楼B404 临港计电大楼A216 临港电计楼B416 临港B2楼A320室 临港图文中心936 杨浦明理楼513室 临港体育馆110B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103

联系电话 35303361 18930250107 35303127 35303284 021-61655183 18939891539 61655158 13371896835 19821835085 15221758864 35303907 13371897026 61655295

值班人员 王云欢 刘昕 李东东 陈辉 孙攀峰 赵姝 李晋国 崔昊杨 林佳 易小兵 肖勇、成贵学 徐 强 浦育川

值班地点 临港能机楼A314 临港环化楼A214 杨浦致远楼912B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412 临港经外楼B406 临港计电大楼A206 临港电计楼B410 临港B2楼A314室 临港图文中心936 杨浦明理楼512室 临港体育馆112B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103

联系电话 13371896012 13371896577 35303132 35303284 021-61655179 13371896115 61655152 13371896540 18116431539 15221758864 35303613 18918307958 61655295

值班人员 陈乃超 涂莹亮 尹晓臻 陈辉 李春丽 余静 奉起超 崔昊杨 吕莹 李向上 肖勇、陈军 徐 强 虞亚明

值班地点 临港能机楼A216 临港环化楼A206 杨浦致远楼910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502 临港经外楼B412 临港计电大楼A216 临港电计楼B410 临港B2楼A324室 临港图文中心934 杨浦明理楼505室 临港体育馆112B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103

联系电话 13371895980 13371896099 35303135 35303284 021-61655183 13371896096 61655158 13371896540 18117208523 13371896432 35303332 18918307958 61655295

值班人员 陈乃超 闵宇霖 王秀芬 黄福珍 王冠军 余静 奉起超 严华 木尼拉·阿吾巴克 李向上 王志萍、黄俏梅 张胜利 虞亚明

值班地点 临港能机楼A216 临港环化楼A210 临港经外楼B504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502 临港经外楼B412 临港计电大楼A216 临港电计楼B414 临港B2楼A322室 临港图文中心934 杨浦明理楼516室 临港体育馆112B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103

联系电话 13371895980 18116278353 61655171 35303284 021-61655183 13371896096 61655158 15316683259 13122925851 13371896432 55805055 18918302560 61655295

值班人员 仇中柱 李巧霞 余开华 黄福珍 周颖 高丽华 聂坤 王计元 孙玉芹 丁建凤 王志萍、严斌 张胜利 周洁明

值班地点 临港能机楼A310 临港环化楼A216 杨浦致远楼908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506 临港经外楼B406 临港计电大楼A216 临港电计楼B518 临港B2楼A318室 临港图文中心940 杨浦明理楼513室 临港体育馆112B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203

联系电话 13371895976 13371896457 35303126 35303284 021-61655174 13371896836 61655158 13371896861 13371896727 18918307880 35303907 18918302560

值班人员 仇中柱 陶莹 吴晗璐 黄福珍 樊嫣然 陈慧莲 聂坤 王计元 徐广新 丁建凤 王志萍、严斌 赵长海 夏太娣

值班地点 临港能机楼A310 临港环化楼A208 杨浦致远楼908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502 临港经外楼B508 临港计电大楼A216 临港电计楼B518 临港B2楼A310室 临港图文中心940 杨浦明理楼513室 临港体育馆112B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103

联系电话 13371895976 13371895915 35303126 35303284 021-61655183 13371896319 61655158 13371896861 13371896100 18918307880 35303907 13371897021 61655295

值班人员 刘江 时鹏辉 杨健 张玲芳 韩云昊 王艳 刘志斌 徐忠胜 杨雪艺 焦凤梅 王志萍、杨鹰 赵长海 许晶

值班地点 临港能机楼A404 临港环化楼A216 杨浦致远楼910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502 临港经外楼B501 临港计电大楼A208 临港电计楼B418 临港B2楼A322室 临港图文中心916 杨浦明理楼501室 临港体育馆112B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104

联系电话 18116346053 18801618059 35303135 35303284 021-61655183 18001653299 61655153 15316683253 17887946008 13371896430 65339093 13371897021 61655296

值班人员 刘江 朱晟 王忠华 张玲芳 蔡依平 王治琴 卢珍 徐忠胜 于文英 焦凤梅 李平、向倩 王 芒 周洁明

值班地点 临港能机楼A404 临港环化楼B202 杨浦致远楼910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502 经外楼B507 临港计电大楼A216 临港电计楼B418 临港B2楼A308室 临港图文中心916 杨浦明理楼506室 临港体育场看台110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203

联系电话 18116346053 18049862346 35303155 35303284 021-61655183 13371896126 61655158 15316683253 13916434339 13371896430 35303332 13371897019

值班人员 朱群志 安莹 曹瑾璇 王佳丽 孙佳佳 冯为兰 温蜜 何西培 赵月琴 沈宏亮 李平、李环 王 芒 高晓欧

值班地点 临港能机楼A306 临港环化楼B204 杨浦致远楼910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514 临港经外楼B503 临港计电大楼A212 临港电计楼B408 临港B2楼A324室 临港校区图文中心914 杨浦明理楼513室 临港体育场看台110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103

联系电话 13371895985 18939818165 35303155 35303284 021-61655181 13371896193 61655155 13371896789 13371919987 13371896078 35303907 13371897019 61655295

值班人员 朱群志 辛志玲 叶华刚 彭道刚 陈奥 谢华 孙倩倩 赵琰 朱瑞 沈宏亮 李平、邱旭雯 李 娜 许晶
值班地点 临港能机楼A306 临港环化楼A216 杨浦致远楼912A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414 临港经外楼B505 临港计电大楼A216 临港电计楼B412 临港B2楼A316室 临港图文中心914 杨浦明理楼508室 临港体育馆112A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104
联系电话 13371895985 13371895967 35303121 35303284 021-61655178 18116345962 61655158 13371896799 13371895913 13371896078 65486263 13310103837 61655296
值班人员 杨萍 谷建 杨兴武 彭道刚 王凌斐 潘卫民 陆佳 蒋伟 邹乾林 吴益芳 李平、李春秋 李 娜  吴翠芹
值班地点 临港能机楼A304 临港环化楼A110 杨浦致远楼912A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502 临港经外楼B408 临港计电大楼A206 临港电计楼B412 临港B2楼A212室 临港图文中心934 杨浦明理楼516室 临港体育馆112A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103
联系电话 18001824932 18301791062 35303121 35303284 021-61655183 18116340163 61655152 13371896546 13371896203 18141903843 55805055 13310103837 61655295
值班人员 杨萍 刘昕悦 林顺富 彭道刚 王祎 潘卫民 陆佳 李文郁 陈丽 吴益芳 江晓花、李春秋 李 娜 何宇宏
值班地点 临港能机楼A304 临港环化楼A218 杨浦致远楼911 杨浦致远楼308 临港经外楼A414 临港经外楼B408 临港计电大楼A206 临港电计楼B416 临港B2楼A320室 临港图文中心934 杨浦明理楼516室 临港体育馆112A 临港大学生活动中心103
联系电话 18001824932 18721976279 35303100 35303284 021-61655178 18116340163 61655152 18817945582 13127765759 18141903843 55805055 13310103837 61655295

8月26日

8月3日

2021年暑假值班汇总表

7月15日

7月20日

7月22日

7月27日

7月29日

9月2日

9月7日

9月9日

8月5日

8月10日

8月12日

8月17日

8月19日

8月31日

8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