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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南开大学2018年寒假师生服务保障安排             

津南校区师生服务中心服务窗口值班安排

值班部门 值班地点 值班日期 具体时间 值班电话

后保部
（水电） 综合业务西楼师生

服务中心服务大厅

8号窗口
1月23、25、30日

2月1、6、8、13、22日
9:00-11:30
12:30-3:00

85358890
信息化办

16、17号
窗口

1月26、30日
2月2、6、9、13、23日 9:00-11:30

八里台校区服务楼一、二层部分服务区域值班安排

值班部门 值班地点 值班日期 具体时间 值班电话

财务处

服务楼报账大厅
审核科

1月24、26、29、31日
2月2、5、7、9、12日 9:00-12:00

23508427
信息科 23502196

服务楼118

科研科
23503945预算科

专项科
会计科 23508937
管理科 23508722

服务楼106

预算科
专项科

23508606

管理科 23500073

社科处 服务楼202 1月24、26、29、31日
2月2、5、7、9、12、14日 9:00-12:00 23500751

研究生院
服务楼205 1月23日 

2月5、6 日 9:00-11:30
13:30-16:00

23502121

服务楼207 1月24、29日
2月1、2、7、9、12、14日 23502548

人事处 服务楼219 1月29、31日
2月2、5、7、9、12、14、23日 8:30-11:30 83662896

83662737

教务处 服务楼211 1月29、31日
2月2、5、7、9、12、14、23日

8:30-11:30
13:00-16:00 23508600

信息化办 服务楼103 1月25、29日
2月1、5、8、12、22日 9:00-11:30 23508231

科技处 服务楼225 1月24、26、29、31日
2月2、5、7、9、12、14、23日

9:00-12:00
14:00-16:00

23508853
23502961

统战部 服务楼200 1月23-31日
2月1、2日 235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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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学校办公室

秘书科、信息科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全 体

八里台
服务楼415 胡楠楠

1月24日 全 体

1月25日 韩 榕
仇 林

1月26日 韩 榕
仇 林

1月29日 孟庆龙
杨春雪

1月30日 孟庆龙
杨春雪

1月31日 孟庆龙
杨春雪

2月1日 杨春雪
张 婷

2月2日 高 磊
孟庆龙

2月5日 仇 林
孟庆龙

2月6日 仇 林
孟庆龙

2月7日 高 磊
张 婷

2月8日 高 磊
张 婷

2月9日 仇 林
陈 超

2月12日 仇 林
陈 超

2月13日 韩 榕
陈 超

2月14日 韩 榕
王 芃

2月22日
仇 林
王 芃
陈 超

2月23日 全 体

备注：
1. 值班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
2. 值班电话：23508206、23508208、23508376（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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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综合科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周二）

马 倩
宋鹿豫

八里台
服务楼315

23500801
23500601 闫 彪

1月24日
（周三）

马 倩
宋鹿豫

1月25日
（周四）

马 倩
宋鹿豫

1月26日
（周五）

马 倩
宋鹿豫

1月29日
（周一）

冯 跃
马 倩
周冰玉

1月30日
（周二）

冯 跃
马 倩
周冰玉

1月31日
（周三）

冯 跃
刘 志
马 倩

2月1日
（周四）

冯 跃
刘 志
宋鹿豫

2月2日
（周五）

冯 跃
周冰玉
宋鹿豫

2月5日
（周一）

祁轶舲
周冰玉
冯 跃

2月6日
（周二）

祁轶舲
周冰玉
冯 跃

2月7日
（周三）

祁轶舲
王 辰
刘 志

2月8日
（周四）

祁轶舲
王 辰
周冰玉

2月9日
（周五）

祁轶舲
王 辰
周冰玉

2月12日
（周一）

王 辰
刘 志

2月13日
（周二）

王 辰
刘 志

2月14日
（周三）

王 辰
刘 志

2月22日
（周四）

杨 颖
穆怀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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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信访接待室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杨丽华 13002270782
郭 伟

张 翯 15022525170

法律事务室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4日

付印环
津南校区业务东楼

226室 23501482
1月29日

1月31日

2月5日

2月7日

孙 娟
八里台校区服务楼

415室 235082062月12日

2月14日

师生服务中心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高 磊 津南业务西楼325 85358376

郭 伟
1月30日 高 磊 津南业务西楼325 85358376

2月6日 高 磊 津南业务西楼325 85358376

2月13日 高 磊 津南业务西楼325 85358376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2月23日
（周五）

杨 颖
穆怀艳 23500801

23500601 闫 彪
2月24日
（周六）

杨 颖
穆怀艳

备注：值班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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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党委组织部、党校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1月25日 殴喜乐 津南校区 85358197

易勇军
1月26日

1月29、30日 赵爽 津南校区 85358752

1月31日—
2月2日 翟晓静 八里台校区 83662885

2月5日—2月7日 李林 八里台校区 83662885

刘振
2月8、9日
2月12日 张志伟 八里台校区 83662885

2月13、14
2月23日 王淼 八里台校区 83662885

备注：
1.按照学校办公室要求，寒假值班期间逢周六日和阴历大年三十至大年初七不安排工作人员值班，故2018
年寒假总值班天数为18天，组织部工作人员6名，每人安排3天。
2.李君同志作为部门负责人，统筹安排各项工作，由带班领导向李君同志汇报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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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刘慕鑫
郝静秋
王 涵

两校区
13821118156
15222718400
15122295365

李向阳

1月24日
刘慕鑫
郝静秋
王 涵

两校区
13821118156
15222718400
15122295365

1月25日
刘慕鑫
郝静秋
王 涵

两校区
13821118156
15222718400
15122295365

1月26日
刘慕鑫
郝静秋
王 涵

两校区
13821118156
15222718400
15122295365

1月27日 郝静秋
冀 宁

两校区
15222718400
13302176695

1月28日 聂际慈
冀 宁

两校区
15822751237
13302176695

1月29日
刘慕鑫
聂际慈
冀 宁

两校区
13821118156
15822751237
13302176695

1月30日
李 辉
聂际慈
冀 宁

两校区
18526324154
15822751237
13302176695

1月31日
李 辉
聂际慈
王海琦

两校区
18526324154
15822751237
18502254047

2月1日
李 辉
聂际慈
王海琦

两校区
18526324154
15822751237
18502254047

张 健

2月2日
李 辉
乔仁铭
王海琦

两校区
18526324154
18602265954
18502254047

2月3日 乔仁铭
王海琦

两校区
18602265954
18502254047

2月4日 乔仁铭
尹国明

两校区
18602265954
13207659892

2月5日
李 辉
乔仁铭
尹国明

两校区
18526324154
18602265954
13207659892

2月6日
陈 鑫
乔仁铭
尹国明

两校区
13821066196
18602265954
13207659892

2月7日
陈 鑫
吴军辉
尹国明

两校区
13821066196
15822452483
13207659892

2月8日
陈 鑫
吴军辉
袁 波

两校区
13821066196
15822452483
13642118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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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2月9日
陈 鑫
吴军辉
袁 波

两校区
13821066196
15822452483
13642118504

马亚男

2月10日 吴军辉
袁 波

两校区
15822452483
13642118504

2月11日 吴军辉
袁 波

两校区
15822452483
13642118504

2月12日
陈 鑫
马 超
李 硕

两校区
13821066196
13602112423
13502111183

2月13日
高 杨
马 超
李 硕

两校区
18622091127
13602112423
13502111183

2月14日
高 杨
马 超
李 硕

两校区
18622091127
13602112423
13502111183

2月15日 马 超
于辰浩

两校区
13602112423
13820010731

2月16日 赖鸿杰
于辰浩

两校区
13821309581
13820010731

2月17日 赖鸿杰
于辰浩

两校区
13821309581
13820010731

马长虹

2月18日 赖鸿杰
韩松城

两校区
13821309581
13622153702

2月19日 赖鸿杰
韩松城

两校区
13821309581
13622153702

2月20日 韦承金
韩松城

两校区
13920346306
13622153702

2月21日 韦承金
韩松城

两校区
13920346306
13622153702

2月22日
高 杨
韦承金
何长杰

两校区
18622091127
13920346306
13752309482

2月23日
高 杨
韦承金
何长杰

两校区
18622091127
13920346306
13752309482

2月24日
高 杨
韦承金
何长杰

两校区
18622091127
13920346306
13752309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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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党委统战部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2.2
（不含节假日）

种 健
八里台校区服务楼

200室 23500208

2.5-2.24
（不含节假日）

周萍萍
津南校区业务东楼

326室 23501319 种 健

机关党委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1.26 高志勇 13512260891
高志勇

1.29-2.2 臧广元 18722162516

2.5-2.9 陆文华 13920550000

杨光明2.12-2.14
杨光明 18920079575

2.22-2.23

备注：值班期间值班人员保持手机畅通，如需办事请提前电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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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纪委办公室、监察室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手机号码

1月23日

刘 音 139202551961月24日

1月25日

1月26日

谢桂玲 135120169961月29日

1月30日

1月31日

赵学锋 138207729932月1日

2月2日

2月5日
王福鑫 13602085037

2月6日

2月7日
宋磊凯 15650703280

2月8日

2月9日
刘思南 13920808560

2月12日

2月13日
王丽平 13602091016

2月14日

2月22日

夏春田 139209828962月23日

2月24日

备注： 
1.值班期间务必保持手机畅通，有工作任务时能够及时处理； 
2.离开办公室时请关闭电源、关好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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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党委学生工作部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石 瑶 A304-1 85358708 白云龙

1月24日 吴 颖 A304-1 85358708 白云龙

1月25日 王天骄 A304-1 85358708 白云龙

1月26日 常春阳 A304-1 85358708 白云龙

1月29日 朱祥超 A304-1 85358708 金柏江

1月30日 李 彪 A304-1 85358708 金柏江

1月31日 阿依古丽 A304-1 85358708 金柏江

2月1日 安 勇 A304-1 85358708 金柏江

2月2日 李莲春 A304-1 85358708 金柏江

2月5日 王建鹏 A304-1 85358708 胡 军

2月6日 李凡一 A304-1 85358708 胡 军

2月7日 吕雪艳 A304-1 85358708 胡 军

2月8日 张宏思 A304-1 85358708 胡 军

2月9日 东俊艳 A304-1 85358708 杨晓峰

2月12日 刘 宇 A304-1 85358708 杨晓峰

2月13日 高世哲 A304-1 85358708 杨晓峰

2月14日 高世哲 A304-1 85358708 杨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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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教代会、工会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24 杨 哲 八里台 13802060737

蓝 海

1.25-26 何毅琼 八里台 13212289699

1.29-31 张更辉 八里台 18222285669

2.1-2、5 蓝 海 八里台 13821701776

2.6-7 张德贵 八里台 13207672658

2.8-9 曹广顺 八里台 13212289696

2.12-14 魏玉琴 八里台 18622564985

2.22-23 吴雪濂 八里台 13920910151

团委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26日 郭 威
津南大通学生中心

A309 15822477662
李 康

1月29日—2月2日 张 璇
津南大通学生中心

A301-1 15822652520

2月5日—9日 王修彦
津南大通学生中心

A309 13920852894
贺文霞

2月12—14日
2月22日—2月23日 卢彤菲

津南大通学生中心
A301-1 13821133853

保密办公室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30日 李亚琼
津南业务
东楼351 85358965 李 元

1月31日-2月7日 齐 茹
津南业务
东楼351 85358965 李长利

2月8-15日 李长利
津南业务
东楼351 85358965 李长利

2月16-22日 李 元
津南业务
东楼351 85358965 李 元

2月23-24日 齐 茹
津南业务
东楼351 85358965 李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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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周二 刘晶平 八里台办公楼205 23502121 王 巍

1.24周三 张 弦 八里台办公楼207 23502548 蒋雅文

1.25周四 刘 志 津南业务西楼312 85358939 刘 军

1.26周五 杨 蕊 津南学活A304-2 85358946 王 巍

1.29周一 熊诗颖 八里台办公楼207 23502548 蒋雅文

1.30周二 郑君良 津南业务西楼315 23503320 薛有志

1.31周三 和爱民 津南业务西楼314 23499530 蒋雅文

2.1周四 张宏岩 八里台办公楼207 23503452 刘 军

2.2周五 林淑艳 八里台办公楼207 23508367 林淑艳

2.5周一 汪小超 八里台办公楼205 23502121 王 巍

2.6周二 张 蕾 八里台办公楼205 23502121 王 巍

2.7周三 赵晶晶 八里台办公楼207 23508893 蒋雅文

2.8周四 李争春 八里台学活401 23508946 王 巍

2.9周五 李盛鑫 八里台办公楼207 23508367 林淑艳

2.12周一 韩 茜 八里台办公楼207 23508893 蒋雅文

2.13周二 孟 萍 津南业务西楼315 23505316 薛有志

2.14周三 李 绪 八里台办公楼207 23502548 蒋雅文

2.22周四 刘立新 八里台学活401 23508946 王 巍

2.23周五 雷 蕾 津南业务西楼313 23503694 林淑艳

值班人员须知：
1. 值班时间：排班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6:00；
请同时做好安全保卫工作，有异常情况及时报告，保卫处值班电话：85358122/23505122；
带班领导务必保持手机畅通。
2. 请承担学校总值班任务的老师严格依照总值班要求认真履责。
3. 2月25日星期日全体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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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人事处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4日 杨 柳 津南西楼412 85358586

张伯伟
1月26日 陈 琳 津南西楼414 85358163

1月29日 李元浩 八里台
办公楼219

83662896
83662737

1月31日 胡冰冰 八里台
办公楼219

83662896
83662737

2月2日 张美怡 八里台
办公楼219

83662896
83662737

蒋金洪2月5日 马飞飞 八里台
办公楼219

83662896
83662737

2月7日 牛可钦 八里台
办公楼219

83662896
83662737

2月9日 李 由 八里台
办公楼219

83662896
83662737

韩 旭
2月12日 耿文婕 八里台

办公楼219
83662896
83662737

2月14日 穆 清 八里台
办公楼219

83662896
83662737

2月23日 王越超 八里台
办公楼219

83662896
83662737

备注：
2月15日-21日为春节法定假期，除此之外每周一、三、五上午为值班时间。
（公章1月26日用完带回八里台，2月25日上班带回津南）
津南值班时间：9:00-12:00 八里台值班时间：8:30-11:30

人事处（医疗保险办公室）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4、26、29 程铁民
贾炳南

医保办102 23506920
23500106 程铁民

1月31、2月2 石兰芳 医保办102 23506920
23500106 程铁民

2月5、7 姜伟向 医保办102 23506920
23500106 唐志伟

2月9、12、23 唐志伟 医保办102 23506920
23500106 唐志伟

2月14 程铁民 医保办102 23506920
23500106 程铁民

备注：
值班地点：八里台校区  值班时间：每周一三五上午8:30--12:00
1. 办理离休干部住院借款；2. 咨询职工、学生医疗保险相关事宜；3. 安全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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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教务处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4日 郭晓媛 津南业务西楼203 85358150 杜 君

1月26日 祝淑哲 津南业务西楼201 85358424 杜 君

1月29日 郭泉君 八里台办公楼211 23508600 杜 君

1月31日 郭泉君 八里台办公楼211 23508600 蒋雅文

2月2日 段忠臣 八里台办公楼211 23508600 蒋雅文

2月5日 康浩然 八里台办公楼211 23508600 蒋雅文

2月7日 郭全乐 八里台办公楼211 23508600 邵庆辉

2月9日 刘 妍 八里台办公楼211 23508600 邵庆辉

2月12日 刘 文 八里台办公楼211 23508600 邵庆辉

2月14日 许亚楠 八里台办公楼211 23508600 李川勇

2月23日 曹 颖 八里台办公楼211 23508600 李川勇

备注：
值班时间: 上午8:30-11:30;下午 1:00-4:00
每周一、三、五，逢在八里台校区安排值班人员值班期间可以在八里台加盖教务处公章，津南校区值班期间
不盖公章，值班人员和带班领导值班期间必须保持手机畅通。

战略发展部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田利辉副部长 15522579788

王世恒副部长 13702081051

史国荣副部长 1380203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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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科学技术处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 月 24
（周三）

赵 玲 八里台办公楼225 23508853
23502961

李 伟
1 月 26
（周五）

陈贻斌 八里台办公楼225 23508853
23502961

1 月 29
（周一）

郎宇鹏 八里台办公楼225 23508853
23502961

1 月 31
（周三）

王 冰 八里台办公楼225 23508853
23502961

赵 星

2 月 2
（周五）

张 博 八里台办公楼225 23508853
23502961

2 月 5
（周一）

勾阿能 八里台办公楼225 23508853
23502961

2 月 7
（周三）

黄艳美 八里台办公楼225 23508853
23502961

2 月 9
（周五）

王义洁 八里台办公楼225 23508853
23502961

欧来良

2 月 12
（周一）

李朝歌 八里台办公楼225 23508853
23502961

2 月 14
（周三）

刘雅婷 八里台办公楼225 23508853
23502961

2 月 23
（周五）

张玮光 八里台办公楼225 23508853
23502961

备注：
值班时间：上午 9：00-12:00，下午：2: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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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处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4日 马亚璇 八里台202 23500751

1月26日 宫立杰 八里台202 23500751

1月29日 何字温 八里台202 23500751

1月31日 王转运 八里台202 23500751

2月2日 王转运 八里台202 23500751

2月5日 罗 梅 八里台202 23500751

2月7日 罗 梅 八里台202 23500751

2月9日 孙世欣 八里台202 23500751

2月12日 管 健 八里台202 23500751

2月14日 管 健 八里台202 23500751

值班人员须知:
一、值班负责人： 梁  琪  管  健 
二、值班时间： 9：00-12：00
三、2月25日全体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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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国际学术交流处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 莫 栋
（津南）

专家公寓503 23508686

李 莉

1.24 杨倩烨
（津南）

专家公寓501 23508632

1.25 阎若岩
（津南）

专家公寓501 23503481

1.26 于 颖
（津南）

专家公寓505 23506952

1.29 林森茂
（津南）

专家公寓505 23506952

1.30 郑 栋
（津南）

专家公寓501 23503481

1.31 张舒怡
（津南）

专家公寓507 23508229

吴志成

2.1 王亚强
（津南）

专家公寓501 23508632

2.2 李 华
（津南）

专家公寓501 23503481

2.5 丁 瑶
（津南）

专家公寓501 23503481

2.6 陈 立
（津南）

专家公寓502 23507848

2.7 李 丹
（八里台）

爱大会馆A201 23508825

2.8 李智善
（津南）

专家公寓503 23508686

欧迎希

2.9 陈宣伊
（津南）

专家公寓503 23508686

2.12 刘秀清
（津南）

专家公寓503 23509646

2.13 左 晶
（八里台）

爱大会馆A201 23508312

2.14 刘 宏
（津南）

专家公寓505 23501487

2.22 王冠一
（津南）

专家公寓501 23503481

2.23 金英子
（八里台）

爱大会馆A201 23508825

注意事项：
1. 值班时间：八里台校区为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30；津南校区为上午9:00-12:00；下午13:00-16:00。
2. 为不影响工作，放假期间请大家务必开启手机。
3. 领取当日报纸和信件并及时分发。
4. 每份文件、传真、信函严格登记；传送、转发必须签字；上级文件必须请示带班领导后再作处理。
5. 值班期间请注意安全，严防失火或失窃。
寒假将于2月24日结束，25日正式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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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财务处

科室 值班日期 值班时间 值班地点 电话号码 备注

审核科
（八里台）

1月24日、26日、29日

9:00-12:00 八里台办公
楼报账大厅

23508427

外汇
银行对账

1月31日、2月2日、5日 银行对账

2月7日、9日、12日

审核科
（津南）

1月24日、26日、29日、31日、
2月2日、5日、7日、9日、12日 9:00-12:00

津南综合业
务西楼报账

大厅
85358196

信息科
1月24日、26日、29日、31日、
2月2日、5日、7日、9日、12日 9:00-12:00 八里台办公

楼报账大厅
23502196

科研科
1月24日、26日、29日、31日、
2月2日、5日、7日、9日、12日 9:00-12:00 八里台

办公楼118 23503945

注册中心
1月24日、26日、29日、31日、
2月2日、5日、7日、9日、12日 9:00-12:00 八里台大学

活注册中心
23507128

预算科
专项科

1月24日、26日、29日

9:00-12:00

八里台
办公楼106 23508606

1月31日、2月2日、5日 八里台
办公楼118 23503945

2月7日、9日、12日 八里台
办公楼106 23508606

国资科

1月24日、26日、29日

9:00-12:00 八里台
大学活111 235071281月31日、2月2日、5日

2月7日、9日、12日

基金科

1月24日、26日 9:00-12:00
八里台

大学活111 23503883
1月29日、31日、2月2日、

5日、7日、9日 9:00-15:30

会计科
1月24日、26日、29日、31日、
2月2日、5日、7日、9日、12日 9:00-12:00 八里台

办公楼118 23508937

管理科
（118）

1月24日、26日、29日、31日、
2月2日、5日、7日、9日、12日 9:00-12:00 八里台

办公楼118 23508722

管理科
（办公室）

1月24日、26日、29日、31日、
2月2日、5日、7日、9日、12日 9:00-12:00 八里台

办公楼106 23500073

备注：
带班领导 张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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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审计处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1.25 薛凤荣
新校区

指挥部221 88973237 许文毅

1.26,1.29 马营营
新校区

指挥部221 88973237 张 波

1.30,1.31 于 萍
新校区

指挥部221 23502306 刘义庭

2.1,2.2 刘国平
新校区

指挥部221 23502306 许文毅

2.5,2.6 聂士杰
新校区

指挥部221 88973237 张 波

2.7,2.8 苏俊溪
新校区

指挥部221 88973237 刘义庭

2.9,2.12 张 波
新校区

指挥部207 23502915 许文毅

2.13,2.14 刘义庭
新校区

指挥部222 88973118 张 波

2.22,2.23 许文毅
新校区

指挥部222 88973118 刘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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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保卫处（八里台校区）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郭 磊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刘月波

1月24日 吕绍强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1月25日 冒乃健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1月26日 赵国军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1月27日 温红庆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1月28日 石 磊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1月29日 杨 健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1月30日 张成鹏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1月31日 孙万友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冒乃健

2月1日 刘桂鹏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2日 刘月波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3日 王代朝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4日 郭 磊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5日 吕绍强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6日 冒乃健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7日 赵国军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8日 温红庆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王志忠

2月9日 石 磊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10日 杨 健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11日 张成鹏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12日 孙万友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13日 刘桂鹏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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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2月14日 刘月波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王志忠

2月15日 温红庆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16日 石 磊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刘学珍

2月17日 杨 健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18日 张成鹏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19日 孙万友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20日 刘桂鹏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21日 刘月波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22日 王代朝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23日 郭 磊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2月24日 吕绍强
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值班室

23508122 刘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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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保卫处（津南校区）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王 帅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刘月波

1月24日 张友东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1月25日 梁彦斌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1月26日 刘增权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1月27日 杜建民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1月28日 孙 颖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1月29日 王志忠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1月30日 高云红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1月31日 吕 军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冒乃健

2月1日 吴宝峰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2日 郭 光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3日 张 琪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4日 侯文超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5日 王 帅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6日 张友东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7日 梁彦斌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8日 刘增权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王志忠

2月9日 杜建民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10日 孙 颖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11日 王志忠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12日 高云红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13日 吕 军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14日 吴宝峰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15日 张友东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16日 梁彦斌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刘学珍
2月17日 刘增权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18日 杜建民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19日 孙 颖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20日 王志忠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刘学珍
2月21日 高云红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22日 吕 军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23日 吴宝峰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2月24日 郭 光 津南校区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刘月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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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实验室设备处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星期二
9:00-11:30 陈 津

八里台校区
综合实验楼D402 23501558

孙 骞

1月24日星期三
9:00-11:30 王 妍

八里台校区
综合实验楼D403 23508120

1月25日星期四
9:00-11:30 徐 召

八里台校区
综合实验楼D403 23503143

1月26日星期五
9:00-11:30 宁 信

津南校区
综合实验楼B129B 85358119

1月29日星期一
9:00-11:30 渠 晖

八里台校区
综合实验楼D402 23504872

1月30日星期二
9:00-11:30 张翔宇

八里台校区
综合实验楼D304 23508815

1月31日星期三
9:00-11:30 高 磊

八里台校区
综合实验楼D404 23508813

翟春红

2月1日星期四
9:00-11:30 刘觉晓

八里台校区
综合实验楼D503 23508227

2月2日星期五
9:00-11:30 吴新颖

津南校区
动物中心J103 85358096

2月5日星期一
9:00-11:30 于文娟

八里台校区
综合实验楼D402 23501558

2月6日星期二
9:00-11:30 王 攀

八里台校区
综合实验楼D403 23508120

2月7日星期三
9:00-11:30 胡 宁

八里台校区
综合实验楼D404 23508813

杨化滨

2月8日星期四
9:00-11:30 李国光

八里台校区
综合实验楼D402 23504872

2月9日星期五
9:00-11:30 葛 卉

津南校区
动物中心J103 85358096

2月22日星期四
9:00-11:30 张彩红

八里台校区
综合实验楼D503 23508227

2月23日星期五
9:00-11:30 张 锐

八里台校区
综合实验楼D503 2350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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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24 包玉琴 招标办306 23501661

高 键

1月25.26 于晓冬 招标办306 23501661

1月29.30 姚天琦 招标办303 23509833

1月31、2月1.2 张艳梅 招标办304 23507885

2月5.6 满 媛 招标办303 23508050

2月7.8.9 董丽静 招标办303 23508050

2月12.13.14 高 键 招标办305 23506130

2月22.23 朱 琦 招标办306 23501661

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张 岚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杜丽霞1月24日 张 岚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1月25日 张 岚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1月26日 杜丽霞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沈繁强1月29日 杜丽霞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1月30日 杜丽霞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1月31日 沈繁强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张 岚2月1日 沈繁强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2月2日 周德喜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2月5日 周德喜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魏 震2月6日 王 琤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2月7日 王 琤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2月8日 魏 震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张 岚2月9日 魏 震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2月11日 宋燕平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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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2月12日 宋燕平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宋燕平2月13日 周德喜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2月14日 周德喜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2月22日 吴 苏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周德喜2月23日 吴 苏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2月24日 吴 苏 北村办公室 23501363

备注：
值班时间：上午8:3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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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徐志江 八里台 23500388

丁 峰

1月24日 徐志江 八里台 23500388

1月25日 陈 杰 八里台 23500388

1月26日 陈 杰 八里台 23500388

1月29日 高 盼 八里台 23500388

1月30日 高 盼 八里台 23500388

1月31日 张 静（xz） 八里台 23500388

2月1日 张 静（xz） 八里台 23500388

2月2日 李 文 八里台 23500388

2月5日 李 文 八里台 23500388

2月6日 于 硕 八里台 23500388

陆建军

2月7日 原 芳 八里台 23500388

2月8日 原 芳 八里台 23500388

2月9日 张 静（cw） 八里台 23500388

2月12日 张 静（cw） 八里台 23500388

2月13日 胡晓捷 八里台 23500388

2月14日 胡晓捷 八里台 23500388

2月22日 焦怡萌 八里台 23500388

2月23日 焦怡萌 八里台 23500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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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校友工作办公室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 曾利剑

八里台校区
校友之家

23505068

曾利剑

1.24 曾利剑 23505068

1.25 曾利剑 23505068

1.26 李 婷 23509600

1.29 李 婷 23509600

1.30 王世龙 23501887

1.31 王世龙 23501887

2.1 赵 明 23509600

2.2 赵 明 23509600

2.5 于 洋 23509665

于 洋

2.6 于 洋 23509665

2.7 何金鹏 23509600

2.8 何金鹏 23509600

2.9 何金鹏 23509600

2.12 于 洋 23509665

2.13 张 虹 23501887

2.14 张 虹 23501887

2.22 李维维 23501887

2.23 李维维 23501887

校产管理办公室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寒假期间

张思为 13602119648

张思为高红梅 18622567183

朱 军 1338802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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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 梁尔民
王平月

（八）信息办楼203
（南）实验楼B106

23509599
23509595

张四海

1.24 梁尔民
王平月

（八）信息办楼203
（南）实验楼B106

23509599
23509595

1.25
梁尔民
王平月
张 玮

（八）信息办楼203
（南）实验楼B106
（八）服务楼103

23509599
23509595
23508231

1.26
梁尔民
王平月
张 玮

（八）信息办楼203
（南）实验楼B106
（南）师生服务大厅

23509599
23509595
85358890

1.29
梁尔民
刘振昌
张 玮

（八）信息办楼203
（八）信息办楼203
（八）服务楼103

23509599
23509412
23508231

1.30
梁尔民
刘振昌
张 弓

（八）信息办楼203
（八）信息办楼203
（南）师生服务大厅

23509599
23509412
85358890

1.31 梁尔民
刘振昌

（八）信息办楼203
（八）信息办楼203

23509599
23509412

2.1
梁尔民
刘振昌
张 弓

（八）信息办楼203
（八）信息办楼203
（八）服务楼103

23509599
23509412
23508231

2.2
梁尔民
陈诗明
张 弓

（八）信息办楼203
（八）信息办楼203
（南）师生服务大厅

23509599
23509412
85358890

2.5
林初建
陈诗明
商秀俊

（八）信息办楼203
（八）信息办楼203
（八）服务楼103

23509599
23509412
23508231

李 涛

2.6
林初建
陈诗明
商秀俊

（八）信息办楼203
（八）信息办楼203
（南）师生服务大厅

23509599
23509412
85358890

2.7 林初建
陈诗明

（八）信息办楼203
（八）信息办楼203

23509599
23509412

2.8
林初建
杨 阳
商秀俊

（八）信息办楼203
（八）信息办楼203
（八）服务楼103

23509599
23509412
23508231

2.9
林初建
杨 阳
焦宝臣

（八）信息办楼203
（八）信息办楼203
（南）师生服务大厅

23509599
23509412
85358890

2.12
林初建
杨 阳
焦宝臣

（八）信息办楼203
（八）信息办楼203
（八）服务楼103

23509599
23509412
23508231

2.13
林初建
李珊珊
焦宝臣

（八）信息办楼203
（八）信息办楼203
（南）师生服务大厅

23509599
23509412
8535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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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2.14 林初建
李珊珊

（八）信息办楼203
（八）信息办楼203

23509599
23509412

李 涛2.22
林初建
李珊珊
王海英

（八）信息办楼203
（八）信息办楼203
（八）服务楼103

23509599
23509412
23508231

2.23
林初建
李珊珊
王海英

（八）信息办楼203
（八）信息办楼203
（南）师生服务大厅

23509599
23509412
85358890

备注：
每格第一行为网络技术支持，第二行为信息系统技术支持，第三行为服务中心窗口业务（限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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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基建规划处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王平

新校区规划建设
指挥部办公楼

23508777

马瑞萍

1月24日 刘睿 23508396

1月25日 张蕾 23508777

1月26日 杨利 23502130

1月29日 杨利 23502130

1月30日 姚慧敏 23509536

1月31日 李文佳 23509536

2月1日 张勇 23508235

郭强

2月2日 钟瑾 88973087

2月5日 田爱勇 23508235

2月6日 牛珺 23508235

2月7日 白继勇 23508396

2月8日 白继勇 23508396

2月9日 郭良毅 23508396

张毅

2月12日 耿大鹏 23509536

2月13日 王德柱 235028396

2月14日 冯静 23498761

2月22日 刘庆东 23508235

2月23日 刘振芳 23498761

备注：
值班时间：9：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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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房产管理处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南晓斌 八里台210 23506823

郑宝金

1月24日 崔宇威 八里台210 23506823

1月25日 李 思 八里台101 23508570

1月26日 孔 健 八里台201 23508832

1月29日 田吉森 八里台208 23503512

1月30日 李长江 八里台210 23506823

1月31日 张天娇 八里台211 23508370

2月01日 于 海 八里台102 23508570

2月02日 任海军 八里台201 23508832

2月05日 孙 建 八里台201 23508832

2月06日 孙 鹏 八里台211 23508370

2月07日 安 刚 八里台211 23508370

2月08日 张中兴 八里台102 23508570

张明奎

2月09日 李秀来 八里台204 23498306

2月12日 于 滨 八里台208 23503512

2月13日 孔 戎 八里台101 23508570

2月14日 苑建勋 八里台211 23508370

2月15日 李宗泉 八里台103 23508682

2月16日 杨 柳 八里台204 23498306

2月19日 吴伟华 八里台208 23503512

2月20日 宋 莹 八里台208 23503512

2月21日 李昆庆 八里台201 23508832

2月22日 王晓磊 八里台103 23508682

2月23日 杨 勇 八里台204 23498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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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文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曹 艳 范孙楼316 23508247

罗振亚1月24日 陆右军 范孙楼312 23508110

1月25日 黄 洁 范孙楼312 23508110

1月26日 宋正红 范孙楼314 23501368

沈立岩1月29日 刘俊玲 范孙楼440 23499264

1月30日 刘 帅 范孙楼440 23499264

1月31日 冯 欢 范孙楼440 23499264

冯大建2月1日 刘文生 范孙楼109 23508247

2月2日 金 建 范孙楼311 23503991

2月5日 焦驿翔 范孙楼322 23503837

王树强2月6日 李晓娟 范孙楼440 23499264

2月7日 吴 娟 范孙楼316 23508247

2月8日 王英敏 范孙楼316 23508247

李锡龙2月9日 可延涛 范孙楼202 23503861

2月12日 陈晓耘 范孙楼314 23501368

2月13日 邓 杰 范孙楼316 23508247

李 军2月14日 白金柱 范孙楼500 23505433

2月23日 向 洵 范孙楼314 23501368

备注：
周一至周五每天9:00—下午15;00设专职安全人员值班（电话： 23508247、23503828、1382061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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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历史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1.24 梁 金 津南校区历史楼 23509128 刘 毅

1.25-1.26 王金连 津南校区历史楼 23504337 张 尧

1.29-1.30 李 刚 津南校区历史楼 85358668 赵桂敏

1.31 王 寅 津南校区历史楼 23504337 张 尧

2.1-2.2 郭 明 津南校区历史楼 23508422 张 尧

2.5-2.6 王 寅 津南校区历史楼 23504337 付成双

2.7-2.9 白庚岩 津南校区历史楼 23501637 江 沛

2.11-2.14 白庚岩 津南校区历史楼 23501637 王 昊

2.22-2.24 谢 东 津南校区历史楼 23508422 余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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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哲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 王 琴 305 23508268

胡 军

1.24 王 琴 305 23508268

1.25 王雪艳 305 85358298

1.26 王雪艳 305 85358298

1.29 姜斯琪 306 85358515

1.30 姜斯琪 306 85358515

1.31 胡 军 309 23501598

2.1 胡 军 309 23501598

宋 媛

2.2 李金宸 306 85358515

2.5 李金宸 306 85358515

2.6 宋 媛 303 85358638

2.7 宋 媛 303 85358638

2.8 于泉涌 218 85358018

2.9 于泉涌 218 85358018

2.12 王 君 304 85358618

王 君

2.13 王 君 304 85358618

2.14 白 雪 305 85358298

2.15 白 雪 305 85358298

2.22 管晓珂 305 23508268

2.23 管晓珂 305 23508268

2.25 全体坐班 注册

2.26 正常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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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外国语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24日 邹玉洁 106 23500498 杜卫华

1月25日-26日 焦艳婷 105 23500497 阎国栋

1月29日-30日 杜卫华 214 23504820 阎国栋

1月31日 2月1日 安 利 107 23508528 李 娜

2月2日  2月5日 马红旗 232 18602615816 李 娜

2月6日-7日 王永静 104 23506832 焦艳婷

2月8日-9日 李 娜 229 23508230 阎国栋

2月12日 王泽璞 107 23508528 焦艳婷

2月13日-14日 赵国强 107 23508528 焦艳婷

2月22日 王泽璞 107 23508528 邹玉洁

2月23日 阎国栋 230 23508319 邹玉洁

值班要求：
值班人员巡视全楼，做好记录，值班记录本交接在101传达室。
值班时间：上午8:30—11:30 下午2:00—5:00（周一至周五）
如老师领取邮政快递等事务，请与值班老师电话联系。
校值班电话：85358135 保卫处电话：23508122  23508538
火警119     匪警110     医疗救护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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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法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周二 魏玉洁

津南校区
法学院303

23501400
23498141

陈 岩

1.24周三 魏玉洁

1.25周四 杨 峥

1.26周五 杨 峥

1.29周一 艾伟俊

1.30周二 艾伟俊

1.31周三 周敬文

2.1周四 李雁伟

2.2周五 李雁伟

付士成

2.5周一 柯凤云

2.6周二 韩 颖

2.7周三 韩 颖

2.8周四 李炳通

2.9周五 李炳通

李 悦

2.11周日 何雨聪

2.12周一 姚 宽

2.13周二 高梦江

2.14周三 高梦江

2.22周四 周 帆

2.23周五 周 帆

2.24周六 柯凤云

备注：
值班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00-4:00
值班地点：津南校区法学院303值班电话：23501400，23498141
值班注意事项：记录当天来电（电话、传真）内容、来访人员及发生事件；及时传递学校的通知；及时收发信
件、做好记录并电话通知相关人员；对紧急情况必须立即联系相关当事人，并及时通知院相关领导，请示处
理方案；将防火（及时关闭电源等）、防盗（关好门窗）作为值班期间重点防范内容之一（火警119、匪警110）。
学校总值班室：85358135，85358001（传真）
学校保卫处值班室：85358122（津南校区）；23508122（八里台校区）
学院物业值班室：85358399



37

2018年寒假值班表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陈佩其

205室 23500327

尹 刚

1月24日 许 尧

1月25日 李静柯

1月26日 雷 涛

1月29日 付爱君

1月30日 高 翔

1月31日 黄 怡

2月1日 李静柯

2月2日 尹 刚

2月5日 雷 涛

王 慧

2月6日 任 玉

2月7日 焦学明

2月8日 焦学明

2月9日 王志强

2月12日 王 慧

2月13日 张 萌

2月14日 耿欣伟

2月22日 王 慧

2月23日 张恒茜

1月23日 张立祥

八里台校区主楼
435室 23498933

尹 刚
1月30日 张立祥

2月6日 段 延
王 慧

2月13日 段 延

备注：
值班时间：9:30-11:30，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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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马克思主义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24日 陈永刚 津南学院313 23500739
林绪武

25、26 林绪武 津南学院305 85358195

29、30 胡志辉 津南学院308 85358128

王新生
1月31日、

2月1日 郑文娟 津南学院308 85358128

2月2日、5日 王新生 津南学院307 23503532

6、7日 谷自力 八里台主楼241 23508201

付 洪8、9日 袁 婧 津南学院313 85358156

10、11日 付 洪 津南学院311 23503611

12、13日 刘一博 津南学院306 23508804
刘一博

14日 王 迪 津南学院310 23502579

23、24日 索海军 津南学院309 23507985 索海军

备注：
值班时间：上午10：00至12：00 下午13：00至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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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汉语言文化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1月27日 高毅杉
新校区

汉院307室 85358695 王立新

1月28日-2月4日 高毅杉
新校区

汉院307室 85358695 冉启斌

2月5日-2月11日 高毅杉
新校区

汉院307室 85358695 刘松岩

2月12日-2月18日 高毅杉
新校区

汉院307室 85358695 满 荣

2月19日-2月24日 高毅杉
新校区

汉院307室 85358695 邢丽芳

1月23日-1月27日 邓泽华
老校区

汉院200室 23508706 王立新

1月28日-2月4日 邓泽华
老校区

汉院200室 23508706 冉启斌

2月5日-2月11日 于 颖
老校区

汉院200室 23508706 刘松岩

2月12日-2月18日 于 颖
老校区

汉院200室 23508706 满 荣

2月19日-2月24日 于 颖
老校区

汉院200室 23508706 邢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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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经济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雷珍妮 方楼117-1 23509114
胡昭玲

1月24日 王宇亭 高层1101 23500320

1月25日 董晓璇 高层1101 23500320
盛斌

1月26日 杨桑 高层307 23508435

1月29日 华钧 高层306 23509074
蒋殿春

1月30日
朱子政 高层101-1 23500169

1月31日

王成辉2月1日
李倩 高层1106 23501436

2月2日

2月5日 王群 方楼109 23503740
张亚辉

2月6日
兰昊 高层1105 23508981

2月7日

高琪2月8日 董晓璇 高层1101 23500320

2月9日
田欣 高层1105 23500216

2月12日

李俊青2月13日
杜娜 高层1106 23501436

2月14日

2月22日 刘经章 高层101-1 23500169
周云波

2月23日 林洁 方楼119-3 23505289

备注：
值班人员注意事项：
一.紧急情况向学校有关部门报告，保卫处24小时值班电话：23508122，23508962。
二.传达室：经济学院高层102室，电话：23508654。
三.值班时间：8：30—11：30
四.承接学校部门在假期安排的各项临时性工作，及时向学院相关领导汇报处理。
五.学院内其他突发事件的处理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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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金融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24日 宫 旭 503 85358131 范小云

1月25日-26日 徐静平 502 85358983
刘澜飚

1月29日 杨 斌 147 85358696

1月30日 徐 静 148 85358568

涂 红1月31日 邓 登 146 23500537

2月1日 刘雯嘉 144 85358775

2月2日 牛 旭 503 85358131

李玉峰2月5日 王晓飞 145 85358826

2月6日 何永军 526 85358875

2月7日 董凛凛 502 85358983

刘 玮2月8日 田 野 147 85358568

2月9日-12日 高爱迪 503 23500517

2月13日-14日 张 剑 537 85358780 何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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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商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1月26日 郝玉林 办公室 23501039 白长虹

1月29日—1月31日 牛 春 办公室 23501039 李月琳

2月1日—2月6日 谭丽英 办公室 23501039 王 坚

2 月 7日—2 月 9日 王 丹 办公室 23501039 张志刚

2 月 12日—2月23日 徐 琳 办公室 23501039 孙 跃

备注：
每周六、日及1月15日至2月21日放假调休不排班



43

2018年寒假值班表

旅游与服务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李 中 420 23012828

李 中
1月24日 刘 旭 115 23012824

1月25日 马晓梅 118 23012806

1月26日 孙 娴 225 23012811

1月29日 周福才 226 23012998

周福才

1月30日 孙睿睿 224 23012809

1月31日 于德泉 121 23012826

2月1日 高 阳 116 23012837

2月2日 王 杉 522 23012804

2月5日 徐 虹 418 23012838

徐 虹

2月6日 韩 冬 227 23012961

2月7日 陈 晔 325 23012058

2月8日 唐 喆 411 23016033

2月9日 王 铮 118 23012807

2月12日 姚延波 417 88293328

姚延波

2月13日 哈志勇 121 23012826

2月14日 庄 静 332 23016024

2月22日 吴海英 119 23012938

2月23日 刘芯宇 224 2301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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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数学科学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2018.1.23 王柳青 数学楼216 23501233

魏 巍

2018.1.24 邓 旭 数学楼217 23508372

2018.1.25 宫 乐 数学楼114 23508294

2018.1.26 宫 乐 数学楼114 23508294

2018.1.29 宋 琼 数学楼217 23508372

2018.1.30 魏 灝 数学楼142 23508541

2018.1.31 魏 灝 数学楼142 23508541

2018.2.1 贾 盛 数学楼113 23506423

2018.2.2 温国新 数学楼116 23506320

2018.2.5 王 娜 数学楼216 23501233

苏 静

2018.2.6 王 娜 数学楼216 23501233

2018.2.7 樊建华 数学楼211 23507072

2018.2.8 樊建华 数学楼211 23507072

2018.2.9 李建新 数学楼217 23505930

2018.2.12 李建新 数学楼217 23505930

2018.2.13 董倩倩 数学楼114 23508182

2018.2.14 董倩倩 数学楼114 23508182

2018.2.22 谭玉琪 数学楼132 23498372

2018.2.23 薛 锋 数学楼116 23506302

备注：2018年2月25日全体上班
值班时间： 上午 8:30—11:00 下午 2:30— 5:00
                  ● 值班人员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做好值班记录。
                  * 值班记录本存放在值班室（值班时取走，值完班后放回值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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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物理科学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孙经纬

三教111 23501594

罗延安1月24日 王菲斐

1月25日 刘丽军

1月26日 戴建芳

孔勇发1月29日 邵 熙

1月30日 阎宝岩

1月31日 刘 学

张国权2月1日 吕 丽

2月2日 韩远欣

2月5日 吴  强

赵 爽2月6日 陈 璟

2月7日 牛紫平

2月8日 刘丽飒

唐柏权
2月9日 冯 敏

2月12日 郑大怀

2月13日 孟新河

2月14日 廖 益

薄 方2月22日 谭思唯

2月23日 夏焕云

备注：
值班时间：上午09：00-11：00下午2:00-4:00
值班地点：第三教学楼办公室（111）
办公室值班负责人：张守贵电话：13820288667
学院值班负责人：  唐柏权  电话：13032215670
注意事项：认真负责，不得空岗
学校总值班室电话：85358008，23500801；
学校保卫处电话：23508122，23508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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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化学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0123

周二
上午

陈晓园 414 23508473
刁立达

周二
下午

陈晓园 414 23508473

0124

周三
上午

韩 宁 209 23500201
刁立达

周三
下午

邢 翠 413 23505121

0125

周四
上午

许 萌 402 83662806
梁广鑫

周四
下午

孙荣光 801 23508484

0126

周五
上午

申  平 202 23508849
梁广鑫

周五
下午

雷 航 403 23508058

0129

周一
上午

李 涛 203 23508407
李一峻

周一
下午

刘 冲 中楼7楼 23503597

0130

周二
上午

赵悟睿 612 23503175
李一峻

周二
下午

崔卫国 中楼7楼 23503597

0131

周三
上午

杜宗杰 202 23508849
朱守非

周三
下午

张思彤 410 23508842

0201

周四
上午

张彦新 407 23508841
朱守非

周四
下午

杜红丽 801 23508484

0202

周五
上午

吴利侠 414 23508473
孙平川

周五
下午

张娅彭 603 23509967

0205 周一
上午

梁燕南 206 2350847 孙平川

0205 周一
下午

史 寅 612 23503175 孙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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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0206

周二
上午

马 婧 410 23508842
计景成

周二
下午

余 强 801 23508484

0207

周三
上午

赵 鹏 203 23508407
计景成

周三
下午

仝玉章 413 23505121

0208

周四
上午

杜宗杰 202 23508849
陈 军

周四
下午

杜 敬 507 23508074

0209

周五
上午

鲁建义 507 23508074
陈 军

周五
下午

高兴斌 302 23501348

0212

周一
上午

陈奇敏 206 23508470
张守民

周一
下午

陈奇敏 206 23508470

0213

周二
上午

宋伊晴 208 23500201
张守民

周二
下午

陶 琳 407 23528841

0214

周三
上午

于 蕾 206 23508470
张守民

周三
下午

于 蕾 206 23508470

0222

周四
上午

焦 舰 302 23501348
王佰全

周四
下午

祁 雪 402 83662806

0223

周五
上午

刘医文 407 23508841
王佰全

周五
下午

杨 奇 410 23508842

备注：
1. 每天上午9：00-11：30     下午2:30-5:00。
2. 寒假需要盖院章的老师请于每周一、三上午值班时间到化学楼中楼206室盖章。
3. 请带班领导保持手机畅通。
4. 2月25日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开学上班。

                                              



48

2018年寒假值班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邱欢欢 110 85358783 黄 毅

1月24日 郑云龙 104 85358786 黄 毅

1月25日 邱欢欢 110 85358783 黄 毅

1月26日 邱欢欢 110 85358783 郑 龙

1月29日 卢 伟 109 85358394 郑 龙

1月30日 卢 伟 109 85358394 郑 龙

1月31日 王 菲 104 85358786 张 洋

2月1日 卢 伟 109 85358394 张 洋

2月2日 杨晓晶 112 85358930 张 洋

2月5日 杨晓晶 112 85358930 孙甲明

2月6日 杨晓晶 112 85358930 孙甲明

2月7日 王 菲 104 85358786 孙甲明

2月8日 李 威 109 23502604 周 凯

2月9日 李 威 109 23502604 周 凯

2月12日 古建春 112 85358682 卜显和

2月13日 古建春 112 85358682 卜显和

2月14日 郑云龙 104 85358786 卜显和

2月22日 袁丽媛 109 85358394 周 凯

2月23日 袁丽媛 109 85358394 周 凯

备注：
1. 每天9:30-16:30。
2. 寒假需要盖院章的老师请于1月24日、31日及2月7日及14日（每周三），到院办（材料楼104室）盖章。
3. 请带班领导保持手机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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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生命科学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王 兰

生物站
A104-2 23502705

田在宁24日 王 兰

25日 王 坚

26日 王 坚

王宁宁29日 黎 莎

30日 黎 莎

31日 王 辉

马 挺2月1日 王 辉

2日 王凤箫

5日 王凤箫

孔德领6日 刘书民

7日 刘书民

8日 刘婷婷

李 营9日 刘婷婷

11日 吴莲英

12日 吴莲英

田 冲13日 刘 姣

14日 单 颖

22日 张 博

陈凌懿23日 张 博

24日 吝春红

备注：
值班时间：上午9:00—11:30  下午1: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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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1.24 王海勇 B202 23501117 马丽娇

1.25-1.26 朱亚强 B208 23504305 展思辉

1.29-1.31 黄文林 B203 23501512 展思辉

2.1-2.2 刘海峰 B221 23508807 周明华

2.5-2.6 崔津莲 B203 23501512 周明华

2.7-2.9 徐 准 B221 85358121 冯银厂

2.12-2.14 强彦雯 B202 85358781 冯银厂

2.22-2.23 刘晓玲 B221 85358121 鞠美庭

备注：
1. 值班人员必须按时值班，坚守岗位，负责楼内安全巡视，并到一楼登记。
2. 值班时间：10：00—15:00。
联系电话：保卫处值班室85358122
新校区服务大厅   85358890    物业维修电话    1832218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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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医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张 珣 思源堂201 23502554

谭小月
1月24日 魏晓丽 思源堂201 23502554

1月25日 张 岩 思源堂201 23502554

1月26日 谭小月 思源堂201 23502554

1月29日 钱 瑶 思源堂201 23502554

杨  爽
1月30日 杨 爽 思源堂201 23502554

1月31日 王 辛 思源堂201 23502554

2月1日 田 静 思源堂201 23502554

2月2日 孔祥悦 思源堂201 23502554

王胜利
2月5日 刘 瑜 思源堂201 23502554

2月6日 李 静 思源堂201 23502554

2月7日 王胜利 思源堂201 23502554

2月8日 张馨元 思源堂201 23502554

倪  虹
2月9日 张 艳 思源堂201 23502554

2月12日 马雪明 思源堂201 23502554

2月13日 倪 虹 思源堂201 23502554

2月14日 唐路扬 思源堂201 23502554 唐路扬

2月22日 刘振华 思源堂201 23502554
唐路扬

2月23日 赵斯达 思源堂201 23502554

备注：医学院思源传达室电话：23506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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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药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24 王华南 206 23506290 赵 炜

1月25-26 田新洪 207 23503375 孙运涛

1月29-31 王渤洋 103 23507956 周红刚

2月1-2 裴粟玉 103 23507956 马 晶

2月5-6 刘亚君 206 23507760 张剑影

2月7-9 胡亚文 208 85358558 李月明

2月12-14 王同顺 206 23506290 王同顺

2月22-23 张轶帆 205 85358118 杨 诚

备注：
值班时间：上午9:00--下午15:00
学院财务值班时间：2018年1月26日、2月9日。每天上午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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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值班日期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24日 邱 磊 电光206 85358565
王富春

1月25/26日 周婀成 电光206 85358565

1月29日 邱丽娜 电光206 85358565

薛 牧1月30日 李 昭 电光206 85358565

1月31/2.1日 刘 刚 电光206 85358565

2月2日 马世平 电光206 85358565

孙桂玲2月5日 曹 旭 电光206 85358565

2月6/7日 赵得龙 电光206 85358565

2月8/9日 张 策 电光206 85358565
赵 颖

2月12/13日 康 力 电光206 85358565

2月21日 张 艳 电光206 85358565
张建军

2月22/23日 朱博晨 电光206 85358565

备注：
值班时间：上午9:00-11:30，下午1:30-4:00
学院财务依据学校财务处值班时间决定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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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1.24 孟 晋 软件楼104 23500526 韩 玲

1.25-1.26 蒲晴慧 软件楼104 23500526 韩 玲

1.29-1.30 谢程昕 软件楼104 23500526 沈祖庭

1.31-2.1 申 哲 软件楼104 23500526 沈祖庭

2.2 郑月阳 软件楼104 23500526 沈祖庭

2.5 沈宝庆 软件楼104 23500526 刘晓光

2.6-2.7 周 环 软件楼104 23500526 刘晓光

2.8-2.9 祁晓飞 软件楼104 23500526 刘晓光

2.11 王友江 软件楼104 23500526 刘晓光

2.12 王友江 软件楼104 23500526 黄家友

2.13-2.14 霍 菲 软件楼104 23500526 黄家友

2.22 王友江 软件楼104 23500526 方勇纯

2.23-2.24 郭宇飞 软件楼104 23500526 方勇纯

备注：
值班人员须按时到岗，按时坚守岗位；清扫室内卫生，巡视教学区域各室内外环境安全，尤其在用电、防火
防盗方面须一一检查。完成学院内外日常接待工作，填写值班记录表，重要的工作须及时落实避免延误，
急性突发事件及时通知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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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软件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2018.1.23-24 李慧 津南软件楼402室 85358085 申丽梅

2018.1.25-26 王雪 津南软件楼402室 85358085 申丽梅

2018.1.29-31 于俊霞 津南软件楼402室 85358085 孙玮

2018.2.1-2 刘域 津南软件楼402室 85358085 崔满顺

2018.2.5-7 于婷 津南软件楼402室 85358085 谢茂强

2018.2.8-9 王来忠 津南软件楼402室 85358085 谢茂强

2018.2.12-14 王红芳 津南软件楼402室 85358085 张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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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泰达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2018/1/23 毛峻坎 6区103室 66229666 孙 玮

2018/1/24 杨学强 6区103室 66229666

申丽梅
2018/1/25 焦 凯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1/26 王 凤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1/27 黄 笛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1/28 刘 烨 6区103室 66229666

张玉志
2018/1/29 陈晓磊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1/30 王 倩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1/31 徐宁宁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1 梁秀典 6区103室 66229666

崔满顺
2018/2/2 徐 丹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3 刘培明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4 汪嘉希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5 王晶雨 6区103室 66229666

张 鹏
2018/2/6 赵 楠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7 梁 健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8 朱家庆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9 骆 静 6区103室 66229666

阴沛涞
2018/2/10 王 栋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11 郭殿华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12 王海燕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13 石 琳 6区103室 66229666

林润辉
2018/2/14 杜 称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15 毛峻坎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16 杨学强 6区103室 6622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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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2018/2/17 焦 凯 6区103室 66229666

孙 玮
2018/2/18 王 凤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19 黄 笛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20 刘 烨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21 陈晓磊 6区103室 66229666

申丽梅
2018/2/22 王 倩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23 徐宁宁 6区103室 66229666

2018/2/24 梁秀典 6区103室 66229666

伯苓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2.24 高 翔 主楼541 23500789 程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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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体育部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1.24 房玉赛 体育中心110 23500331

张 鹤1.25-1.26 张秋石 体育中心110 23500331

1.29 刘树生 体育中心135 23500793

1.30-1.31 高春燕 老馆207 23498705

袁 晖2.1-2.2 齐洪旺
体育馆
值班室

23503684

2.5 滑少英 老馆203 23508701

2.6-2.7 董晓洁 体育中心112 23500331

刘艳霞2.8-2.9 孙益顶 体育中心133 23508786

2.12 赵 建 体育中心135 23500793

2.13-2.14 刘 芳 老馆203 23508701
季纳新

2.22-2.23 侯 力 老馆106 83660360

备注：
值班室 2350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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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图书馆（八里台校区）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1.25 刘桂宾 老馆办公室 23508271 穆祥望

1.26.-1.28 石乃月 老馆办公室 23508271 穆祥望

1.29.-1.31 陈学清 老馆办公室 23508271 王娟萍

2.1-2.3 张君香 老馆办公室 23508271 王娟萍

2.4 李 丹 老馆办公室 23508271 元 青

2.5.-2.6 赵 麟 老馆办公室 23508271 元 青

2.7.-2.9 吴 春 老馆办公室 23508271 元 青

2.10.-2.12 杨 瑞 老馆办公室 23508271 董 蓓

2.13.-2.14 李 丹 老馆办公室 23508271 董 蓓

2.15（除夕） 刘忠祥 老馆办公室 23508271 董 蓓

2.16（初一） 刘 樱 老馆办公室 23508271 王 刚

2.17（初二） 宋 琳 老馆办公室 23508271 王 刚

2.18.-2.20 龚雪竹 老馆办公室 23508271 王 刚

2.21 赵 麟 老馆办公室 23508271 李红钢

2.22.-2.24 李力文 老馆办公室 23508271 李红钢

备注：
1.必须按时上下班，不能迟到早退空岗，做好值班记录。
  值班时间:上午8:00-11:00，下午2:00-5:00。
  值班地点：老图书馆403办公室。 钥匙从老图书馆门卫处借取。
2.值班需常到馆内外巡视，如有不正常情况，及时处理并报告。
3.学校保卫处电话：2350.8122。
4.如有事不能值班，可自行与其他同志倒班，但须到后勤保卫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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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图书馆（津南校区）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1.25 郝晋清 津南中心馆 85358720 穆祥望

1.26.-1.28 王海欣 津南中心馆 85358720 穆祥望

1.29.-1.31 静发冲 津南中心馆 85358720 王娟萍

2.1.-2.3 宋 震 津南中心馆 85358720 王娟萍

2.4.-2.6 贾　睿 津南中心馆 85358720 元 青

2.7.-2.9 李婷婷 津南中心馆 85358720 元 青

2.10.-2.12 林红状 津南中心馆 85358720 董 蓓

2.13.-2.14 王 雷 津南中心馆 85358720 董 蓓

2.15.（除夕） 唐 奇 津南中心馆 85358720 董 蓓

2.16.（初一） 王迎九 津南中心馆 85358720 王 刚

2.17.（初二） 吴一平 津南中心馆 85358720 王 刚

2.18.-2.20 陆 萍 津南中心馆 85358720 王 刚

2.21.-2.23 惠清楼 津南中心馆 85358720 李红钢

2.24 王 雷 津南中心馆 85358720 李红钢

备注：
1.必须按时上下班，不能迟到早退空岗，做好值班记录。
  值班时间:上午9:00-下午16:00。
  值班地点：各自办公室，请保持手机畅通，有事由监控室负责通知。 
2.值班需常到馆内外巡视，如有不正常情况，及时处理并报告。
3.学校保卫处电话：8535.8122。
4.如有事不能值班，可自行与其他同志倒班，但须到后勤保卫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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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出版社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 徐 波 出版社307 23502070 徐 波

1.24 徐 波 出版社307 23502070 徐 波

1.25 徐 波 出版社307 23502070 徐 波

1.26 孔祥伍 出版社306 23505077 孔祥伍

1.29 孔祥伍 出版社306 23505077 孔祥伍

1.30 孔祥伍 出版社306 23505077 孔祥伍

1.31 孔祥伍 出版社306 23505077 孔祥伍

2.1 刘运峰 出版社305 23503408 刘运峰

2.2 张 蓓 出版社306 23507722 张 蓓

2.5 张 蓓 出版社306 23507722 张 蓓

2.6 张 蓓 出版社306 23507722 张 蓓

2.7 王 冰 出版社307 23508809 王 冰

2.8 王 冰 出版社307 23508809 王 冰

2.9 王 冰 出版社307 23508809 王 冰

2.12 陈 敬 出版社303 23504631 陈 敬

2.13 陈 敬 出版社303 23504631 陈 敬

2.14 陈 敬 出版社303 23504631 陈 敬

2.22 刘运峰 出版社305 23503408 刘运峰

2.23 刘运峰 出版社305 23503408 刘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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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档案馆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1.24 史小佳 202 23508756

袁 伟

1.25-1.27 余仔见 304 23501300

1.29-1.31 鲍志芳 202 23508756

2.1-2.3 王轶珺 304 23501300

2.5-2.7 张兰普 202 23508756

2.8-2.10 陈育挺 202 23508756

史永红

2.12-2.14 魏 茜 303 23505129

2.15、2.17-2.18 杨丽霞 303 23505129

2.20 史小佳 202 23508756

2.21-2.23 卫维平 303 2350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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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学报编辑部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杨 赋 伯苓楼西区三楼 23509316

韩召颖

1月26日 彭 艺 伯苓楼西区三楼 23509316

1月29日 陈 玮 伯苓楼西区三楼 23509316

2月1日 韩召颖 伯苓楼西区三楼 23508374

2月5日 陈瑞香 伯苓楼西区三楼 23509325

2月8日 张栋豪 伯苓楼西区三楼 23508374

2月12日 陈 宏 伯苓楼西区三楼 23509325

2月14日 姜胜利 伯苓楼西区三楼 23509325

2月23日 孙 丹 伯苓楼西区三楼 23509316

2月24日 刘晓静 伯苓楼西区三楼 23501681

备注：
1. 值班时间:   上午     8：30—11：00
2. 值班人员负责取报刊信件，重要信件、汇款等通知到本人。
3. 值班时间要严格遵守，做好值班记录。遇事倒班请预先通知。
4. 注意防火防盗。水卡与钥匙请妥善保存并传给下一位值班人员。
   桶装水送水电话23503476、23498022或13802132197 

现代应用技术研究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2018.1.23-1.26 孙小杰 13920321169

2018.1.29-2.2 孙小杰 13920321169

2018.2.5-2.9 孙小杰 13920321169

2018.2.11-2.14 王晓玲 13302032626

2018.2.22-2.24  王晓玲 1330203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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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1.26 刘 巍 主楼402 23500186 邵 刚

1.29-2.2 宋晓景 主楼402 23500186 邵 刚

2.5-2.9 崔 霖 主楼402 23500186 邵 刚

2.12-2.16 黄旭东 主楼402 23500186 刘 巍

2.19-2.23 刘正邦 主楼402 23500186 刘 巍

教师发展中心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23-2.2 张宏伟 主楼443 23501518

杜雨津2.3-2.12 田腾骧 主楼443 23509938

2.13-2.23 杜雨津 主楼443 23498776

博物馆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4日 梁金鹏 范孙楼138 83662779

刘 毅

1月26,29日 孙静姝 东艺楼208 23508315

1月31日，2月2日 王 繁 东艺楼208 23508315

2月5,7日 闫 瑾 东艺楼208 23508315

2月9日 王 军 东艺楼208 23508315

2月12,14日 刘 阳 范孙楼138 8366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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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后勤保障部（科级）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李新华 津南校区 88973788

王克明

张 健 八里台校区 23500741

1月24日
耿丽娟 津南校区 23503630

田其然 八里台校区 23509566

1月25日
张俊杰 津南校区 23508872

范文彪 八里台校区 23506981

1月26日
黄学岭 津南校区 88973066

石同标 八里台校区 23504844

1月29日
徐洪涛 津南校区 85358015

张鹏飞

石同标 八里台校区 23504844

1月30日
张 蕾 津南校区 23505275

李 鹏 八里台校区 23503134

1月31日
翟书胜 津南校区 23501355

李 鹏 八里台校区 23503134

2月1日
王德静 津南校区 88973089

田其然 八里台校区 23509566

2月2日
许桂荣 津南校区 23505249

马 尽 八里台校区 23509840

2月5日
焦国勇 津南校区 88973089

霍媛媛

董凤合 八里台校区 23508381

2月6日
焦国勇 津南校区 88973089

芦立杰 八里台校区 23508102

2月7日
蒋 斌 津南校区 23508761

李洁梅 八里台校区 23503540

2月8日
赵 瑜 津南校区 23498146

李 栋 八里台校区 23509831

2月9日
赵 瑜 津南校区 23498146

李 栋 八里台校区 2350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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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2月12日
王一方 津南校区 88973096

严 骏

刘惠山 八里台校区 23508324

2月13日
蒋 斌 津南校区 23508761

刘惠山 八里台校区 23508324

2月14日
李新华 津南校区 88973788

董凤合 八里台校区 23508381

2月22日
杨晓刚 津南校区 85358015

狄开莲
颜 津 八里台校区 23508324

2月23日
杨晓刚 津南校区 85358015

颜 津 八里台校区 23508324

后勤保障部（水暖空调）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赵 瑜 能源站值班室 85358011

王克明

1月24日 芦立杰 能源站值班室 85358011

1月24日 叶 宏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1月25日 王文星 能源站值班室 85358011

1月25日 田家伟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1月25日 孙 悦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1月26日 张俊杰 能源站值班室 85358011

1月26日 张 鹏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1月26日 商 维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1月27日 李 鹏 能源站值班室 85358011

1月28日 窦景泽 能源站值班室 85358011

1月28日 叶 宏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1月29日 孙 文 能源站值班室 85358011
张鹏飞

1月29日 田家伟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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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9日 孙 悦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张鹏飞

1月30日 赵 瑜 能源站值班室 85358011

1月30日 张 鹏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1月30日 商 维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1月31日 芦立杰 能源站值班室 85358011

2月1日 叶 宏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2日 田家伟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2日 孙 悦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3日 张 鹏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3日 商 维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5日 叶 宏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霍媛媛

2月6日 田家伟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6日 孙 悦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7日 张 鹏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7日 商 维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9日 叶 宏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10日 田家伟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10日 孙 悦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11日 张 鹏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11日 商 维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13日 叶 宏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严骏

2月14日 田家伟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14日 孙 悦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15日 张 鹏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15日 商 维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17日 叶 宏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18日 田家伟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18日 孙 悦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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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2月19日 张 鹏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狄开莲

2月19日 商 维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21日 叶 宏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23日 张 鹏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23日 商 维 浴园热水泵房 23507872

2月25日 曹宏芳 能源站值班室 85358011

2月26日 孙 文 能源站值班室 85358011

王克明2月27日 王文星 能源站值班室 85358011

2月28日 赵 瑜 能源站值班室 85358011

备注：
能源站值班时间为21:00—次日6:00
浴园热水泵房值班时间为24小时（计算为三天）

后勤保障部（窗口单位）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刘会玲 八里台户籍办公室 23509816
王克明

1月25日 于 雪 八里台计生办公室 23508187

1月27日 刘志慧 八里台售电厅 23502600

张鹏飞

1月29日
商全文 八里台户籍办公室 23509816

刘志慧 八里台售电厅 23502600

1月30日 刘志慧 八里台售电厅 23502600

2月1日 朴春香 八里台计生办公室 23508187

2月3日
马 尽 八里台售电厅 23502600

孟 醒 津南指挥部208 23501600

2月5日
刘志慧 八里台售电厅 23502600

霍媛媛

谢 钧 八里台户籍办公室 23509816

2月6日 刘志慧 八里台售电厅 23502600

2月8日 朴春香 八里台计生办公室 23508187

2月10日 马 尽 八里台售电厅 2350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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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2月12日
刘志慧 八里台售电厅 23502600

严 骏吕 鶄 八里台户籍办公室 23509816

2月13日 刘志慧 八里台售电厅 23502600

2月24日
张俊杰 八里台售电厅 23508872

狄开莲
孟 醒 津南指挥部208 23501600

备注：
1月29日，30日及2月5日、6日、12日、13日刘志慧核算账目，值班半天13:00—16:00。

后勤保障部（财务）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4日 翟书胜 津南校区 23501355
王克明

1月26日 翟书胜 津南校区 23501355

1月29日 翟书胜 津南校区 23501355

张鹏飞1月31日 于建珠 津南校区 23501355

2月2日 于建珠 津南校区 23501355

2月5日 于建珠 津南校区 23501355

霍媛媛2月7日 李 红 津南校区 23501355

2月9日 李 红 津南校区 23501355

2月12日 李 红 津南校区 23501355 严 骏

备注：
与学校财务处值班时间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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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接待服务中心（八里台校区）
值班室电话：23501219   值班手机号码：13612182469

日期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带班领导

1月22日 周一 18:00-8:00 赵英君

刘文华

1月23日 周二 18:00-8:00 肖 琦

1月24日 周三 18:00-8:00 邓德强

1月25日 周四 18:00-8:00 王 燕

1月26日 周五 18:00-8:00 暴 力

1月27日 周六
8:00-18:00 岳福利

18:00-8:00 陈四新

1月28日 周日
8:00-18:00 肖钢德

18:00-8:00 王 涛

1月29日 周一 18:00-8:00 孙亚楠

1月30日 周二 18:00-8:00 庞 娟

1月31日 周三 18:00-8:00 李锡臣

2月1日 周四 18:00-8:00 赵英君

朱晓文

2月2日 周五 18:00-8:00 肖 琦

2月3日 周六
8:00-18:00 邓德强

18:00-8:00 王 燕

2月4日 周日
8:00-18:00 暴 力

18:00-8:00 岳福利

2月5日 周一 18:00-8:00 陈四新

2月6日 周二 18:00-8:00 肖钢德

2月7日 周三 18:00-8:00 王 涛

2月8日 周四 18:00-8:00 孙亚楠

2月9日 周五 18:00-8:00 庞 娟

2月10日 周六
8:00-18:00 李锡臣

刘文华

18:00-8:00 赵英君

2月11日 周日
18:00-8:00 肖 琦

8:00-18:00 邓德强

2月12日 周一 18:00-8:00 王 燕

2月13日 周二 18:00-8:00 暴 力

2月14日 周三 18:00-8:00 岳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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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带班领导

2月15日 周四
8:00-18:00 陈四新

刘文华

18:00-8:00 肖钢德

2月16日 周五
8:00-18:00 王 涛

18:00-8:00 孙亚楠

2月17日 周六
8:00-18:00 庞 娟

18:00-8:00 李锡臣

2月18日 周日
8:00-18:00 赵英君

18:00-8:00 肖 琦

2月19日 周一
8:00-18:00 邓德强

朱晓文

18:00-8:00 王 燕

2月20日 周二
8:00-18:00 暴 力

18:00-8:00 岳福利

2月21日 周三
8:00-18:00 陈四新

18:00-8:00 肖钢德

2月22日 周四
8:00-18:00 王 涛

18:00-8:00 孙亚楠

2月23日 周五
8:00-18:00 庞 娟

18:00-8:00 李锡臣

2月24日 周六
8:00-18:00 赵英君

18:00-8:00 肖 琦

注意事项
1.值班人员须按照规定时间到岗值班，值班期间不得出现脱岗现象。
2.值班人员和带班领导值班期间须保证手机24小时开机。
3.值班人员因特殊原因不能值班的，需经办公室同意后，提前做出调整。
4.在值班期间如遇突发事件发生，须在第一时间报带班领导。
5.学校保卫处电话：23508122，23508538，23507785     学校总值班室电话：8535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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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接待服务中心（津南校区）
值班电话：17720022237    值班地点：留学生公寓A楼5317

日期 日起 中心值班 值班司机 带班领导

1月23日（周二） 17:00-9:00 张永亮
宋焕然

刘文华
郭洪志

1月24日（周三） 17:00-9:00 许立群
刘俊伟

许立群
蒋 涛

1月25日（周四） 17:00-9:00 孙 睿
程双喜

高俊芹
赵劲松

1月26日（周五） 17:00-9:00 范校华
王克杰

刘文华
宋焕然

1月27日（周六）

9:00-17:00 郭美丽
王克杰

许立群
宋焕然

17:00-9:00 葛维波
王克杰

宋焕然

1月28日（周日）

9:00-17:00 刘耀淳
郭洪志

高俊芹
刘俊伟

17:00-9:00 李锡臣
郭洪志

刘俊伟

1月29日（周一） 17:00-9:00 祁晓军
郭洪志

刘文华
刘俊伟

1月30日（周二） 17:00-9:00 戚宝镭
蒋 涛

许立群
程双喜

1月31日（周三） 17:00-9:00 刘玉生
赵劲松

高俊芹
王克杰

2月1日
（周四）

17:00-9:00 和进东
宋焕然

刘文华
郭洪志

2月2日
（周五）

17:00-9:00 郭振强
刘俊伟

许立群
蒋 涛

2月3日
（周六）

9:00-17:00 闻 理
蒋 涛

高俊芹
程双喜

17:00-9:00 吴 波
蒋 涛

程双喜

2月4日
（周日）

9:00-17:00 王兰芬
赵劲松

刘文华
王克杰

17:00-9:00 冯学军
赵劲松

王克杰

2月5日
（周一）

17:00-9:00 王友军
程双喜

许立群
赵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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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日起 中心值班 值班司机 带班领导

2月6日
（周二）

17:00-9:00 张永亮
王克杰

高俊芹
宋焕然

2月7日
（周三）

17:00-9:00 孙 睿
郭洪志

刘文华
刘俊伟

2月8日
（周四）

17:00-9:00 范校华
蒋 涛

许立群
程双喜

2月9日
（周五）

17:00-9:00 葛维波
赵劲松

高俊芹
王克杰

2月10日（周六）

9:00-17:00 郭美丽
宋焕然

刘文华
郭洪志

17:00-9:00 刘耀淳
宋焕然

郭洪志

2月11日（周日）

9:00-17:00 李锡臣
宋焕然

许立群
郭洪志

17:00-9:00 戚宝镭
宋焕然

郭洪志

2月12日（周一） 17:00-9:00 许立群
刘俊伟

高俊芹
蒋 涛

2月13日（周二） 17:00-9:00 祁晓军
程双喜

刘文华
赵劲松

2月14日（周三） 17:00-9:00 刘玉生
王克杰

许立群
宋焕然

2月15日（周四） 
除夕

9:00-17:00 和进东
刘俊伟

高俊芹
蒋 涛

17:00-9:00 郭振强
刘俊伟

蒋 涛

2月16日（周五） 
大年
初一

9:00-17:00 吴 波
程双喜

刘文华
赵劲松

17:00-9:00 冯学军
程双喜

赵劲松

2月17日（周六） 
大年
初二

9:00-17:00 王友军
王克杰

许立群
宋焕然

17:00-9:00 张永亮
王克杰

宋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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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日期 日起 中心值班 值班司机 带班领导

2月18日（周日） 
大年
初三

9:00-17:00 孙 睿
郭洪志

高俊芹
刘俊伟

17:00-9:00 范校华
郭洪志

刘俊伟

2月19日（周一） 
大年
初四

9:00-17:00 葛维波
蒋 涛

刘文华
程双喜

17:00-9:00 刘耀淳
蒋 涛

程双喜

2月20日（周二） 
大年
初五

9:00-17:00 李锡臣
赵劲松

许立群
王克杰

17:00-9:00 刘玉生
赵劲松

王克杰

2月21日（周三） 
大年
初六

9:00-17:00 和进东
宋焕然

高俊芹
郭洪志

17:00-9:00 郭振强
宋焕然

郭洪志

2月22日（周四）

9:00-17:00 闻 理
刘俊伟

刘文华
蒋 涛

17:00-9:00 吴 波
刘俊伟

蒋 涛

2月23日（周五）

9:00-17:00 王兰芬
程双喜

许立群
赵劲松

17:00-9:00 冯学军
程双喜

赵劲松

2月24日（周六）

9:00-17:00 郭美丽
王克杰

高俊芹
宋焕然

17:00-9:00 王友军
王克杰

宋焕然

注意事项
1.值班人员需按照规定时间到岗，不得随意脱岗。值班人员和带班领导必须保证手机24小时开机。  
2.值班人员因特殊原因不能值班的，须经中心办公室同意后，提前做出调整。    
3.值班期间如遇突发事件，须在第一时间报带班领导。      
4.学校保卫处值班室： 85358122        学校总值班室电话：8535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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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膳食服务中心

值班
日期

带班
值班
日期

八里台校区 值班
日期

津南校区

姓名 联系电话 姓名 电话

1月23日
-

2月2日 张 健

1月23日-
1月25日 赵振波 13207519170 1月23日-

1月26日 玉佳男 18512240695

1月26日-
1月28日 闫林韬 13302068877 1月27日-

1月30 日 李 洋 17702294321

1月29日-
1月31日 何长君 13920316598 1月31日-

2月2日 王 彬 15502230883

2月1日-
2月3日 李 林 13803067310 2月3日-

2月5日 牟津南 13102250120

2月4日-
2月6日 张 健 13902087826 2月6日-

2月8日 李 航 13920822340

2月3日
-

2月13日
杨 捷

2月7日-
2月8日 孟 威 18202682125 2月9日-

2月11日 张 嵩 13820489760

2月9日-
2月11日 郑长虹 13072028719 2月12日-

2月14日 杨 捷 13820091341

2月12日-
2月14 日 魏玉红 18622195756 2月15日 李 航 13920822340

2月15日-
2月16日 张 嵩 13820489760 2月16日-

2月17日 牟津南 13102250120

2月17日 李 林 13803067310 2月18日 李 航 13920822340

2月18日 何长君 13920316598 2月19日-
2月20日 杨 捷 13820091341

2月14日
-

2月23
日

张 嵩

2月19日 郑长虹 13072028719 2月21日 李 洋 17702294321

2月20日 孟 威 18202682125 2月22日 玉佳男 18512240695

2月21日 魏玉红 18622195756

2月23日 王 彬 155022308832月22日 闫林韬 13302068877

2月23日 赵振波 1320751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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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天津南开大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张敦颖 科技楼（西）205 23508108 段爱龙

1月24日 段爱龙 科技楼（西）205 23508108 段爱龙

1月25日 宋丽娜 科技楼（西）204 23508321 段爱龙

1月26日 严景云 科技楼（西）204 23508321 段爱龙

1月29日 徐志宏 科技楼（西）203 23500071 段爱龙

1月30日 徐志宏 科技楼（西）203 23500071 段爱龙

1月31日 周占明 科技楼（西）207 23508669 周占明

2月1日 周占明 科技楼（西）207 23508669 周占明

2月2日 王 静 科技楼（西）203 23500071 周占明

2月5日 张 硕 科技楼（西）208 23494849 周占明

2月6日 王 澜 科技楼（西）208 23494849 周占明

2月7日 王 澜 科技楼（西）208 23494849 周占明

2月8日 李 峰 科技楼（西）210 23508948 周占明

2月9日 李 峰 科技楼（西）210 23508948 张志尧

2月12日 王泽峰 科技楼（西）210 23508948 张志尧

2月13日 张志尧 科技楼（西）206 23507831 张志尧

2月14日 张志尧 科技楼（西）206 23507831 张志尧

2月22日 魏小红 科技楼（西）203 23500071 张志尧

2月23日 张 昊 科技楼（西）207 23508669 张志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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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继续教育学院（EDP中心）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马晓亭 永泰红磡馆 83662850

白长虹
邢志杰

1月24日 李瑞琪 永泰红磡馆 23505337

1月25日 封芹芹 永泰红磡馆 83662669

1月26日 孙 涛 永泰红磡馆 23503465

1月29日 赵 睿 永泰红磡馆 23505337

1月30日 张仲寅 永泰红磡馆 23501831

1月31日 刘婷婷 永泰红磡馆 23504841

2月1日 孙娟莉 永泰红磡馆 23504052

2月2日 吕维薇 永泰红磡馆 23506277

2月5日 杨 浩 永泰红磡馆 23507135

2月6日 刘 健 永泰红磡馆 23503465

2月7日 刘舒娜 永泰红磡馆 83662669

2月8日 李 蕊 永泰红磡馆 23507135

2月9日 姚佳彤 永泰红磡馆 23501831

2月12日 李 喆 永泰红磡馆 23504058

2月13日 盛 莉 永泰红磡馆 23507177

2月14日 盛 莉 永泰红磡馆 23507177

2月22日 田 昊 永泰红磡馆 23504838

2月23日 石 莹 永泰红磡馆 2350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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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现代远程教育学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郑 华 附中教学楼 23508302

白长虹
邢志杰

1月24日 马乔莉 附中教学楼 23502837

1月25日 李 飞 附中教学楼 83662800

1月26日 俞增艳 永泰红磡馆 83662665

1月29日 邵春意 永泰红磡馆 23503900

1月30日 许 郁 附中教学楼 23508109

1月31日 刘婷婷 永泰红磡馆 23504841

2月1日 孙娟莉 永泰红磡馆 23504841

2月2日 弓 克 附中教学楼 23506221

2月5日 张茹茜 附中教学楼 23506221

2月6日 郭 玥 附中教学楼 23506321

2月7日 陈 爽 附中教学楼 83662696

2月8日 雷 鸣 伯苓楼西区201 23500570

2月9日 李 欣 伯苓楼西区204 23509817

2月12日 王 亮 伯苓楼西区204 23508198

2月13日 刘 欣 伯苓楼西区201 23501805

2月14日 阎秀兰 伯苓楼西区201 23501805

2月22日 闫 键 伯苓楼西区201 83662822

2月23日 任叶楠 伯苓楼西区201 8366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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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周兴龙 津南 85358295 沈月全

1月24日 周兴龙 津南 85358295 沈月全

1月25日 周兴龙 八里台 23495195 沈月全

1月26日 周兴龙 八里台 23495195 沈月全

1月29日 肖丽萍 津南 85358192 沈月全

1月30日 肖丽萍 津南 85358192 沈月全

1月31日 肖丽萍 八里台 23495191 沈月全

2月1日 郝永伟 津南 85358291 沈月全

2月2日 郝永伟 津南 85358291 沈月全

2月5日 郝永伟 八里台 23495191 张智松

2月6日 崔长智 津南 85358291 张智松

2月7日 崔长智 津南 85358291 张智松

2月8日 崔长智 八里台 23495191 张智松

2月9日 董琦蕾 津南 85358291 张智松

2月12日 董琦蕾 津南 85358291 张智松

2月13日 董琦蕾 八里台 23495191 张智松

2月14日 董琦蕾 八里台 23495191 张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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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24日 冯国苹 省身楼301 23501029 陈爱芳

1月25日、
26日、29日 张延涛 省身楼301 23501029 陈爱芳

1月30日、
31日、2月1日 刘旭阳 省身楼301 23501029 陈爱芳

2月2日、
5日、6日 孟令玉 省身楼301 23501029 陈爱芳

2月7日、
8日、9日 马起彬 省身楼301 23501029 陈爱芳

2月11日、12日 胡德岭 省身楼301 23501029 陈爱芳

2月13日、14日 王 晶 省身楼301 23501029 陈爱芳

2月22日、
23日、24日 张 博 省身楼301 23501029 陈爱芳

组合数学中心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01.23-01.26 吴 腾 组合中心102室 23502180

马万宝

01.29-01.31 吴 艳 组合中心102室 23502180

02.01-02.02 吕秀杰 组合中心102室 23502180

02.05-02.07 任晓艳 组合中心102室 23502180

02.08-02.09 马 君 组合中心102室 23502180

02.12-02.14 牛 津 组合中心102室 23502180

备注：
值班电话：23502180，值班传真：23509272

统计研究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 23 日—2月 24 日 任子雄
统计研究院411办

公室
23501103 王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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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月-1月26日 崔改平 文创楼A205 23502592 戴金平

1月29日-2月2日 李 娟 文创楼A205 23502592 戴金平

2月5日-2月9日 靳晓婷 文创楼A205 23502592 戴金平

备注：
周六日和春节期间除外，2月12日以后~开学前没有留校学生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2018-1-23 石巧年 A302 23500098

郑 滢

1-24 石巧年 A302 23500098

1-25 尹红燕 B304 23505067

1-26 尹红燕 B304 23505067

1-29 方 玉 B314-1 23498051

1-30 王小克 B301 23504086

1-31 康贝贝 A316 23508086

2-1 孙 悦 A301 23508549

2-2 孙 悦 A301 23508549

2-5 邢相云 A317 23506871

2-6 邢相云 A317 23506871

耿松青

2-7 吴 岩 B314-1 23498051

2-8 李 强 A316 23508086

2-9 张俊海 A303 23503746

2-12 靳羽姗 A317 23506871

2-13 王 鑫 B301 23504086

2-14 刘 萌 A301 23508549

2-22 吴雅琳 B303 23506162

2-23 刘文博 B304 2350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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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日本研究院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3日 周志国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1月24日 周志国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1月25日 王 蕊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1月26日 王 蕊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1月29日 尹晓亮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1月30日 王玉玲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1月31日 程 蕴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2月1日 郑 蔚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2月2日 刘 轩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2月5日 臧佩红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2月6日 乔林生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2月7日 郑昭辉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2月8日 郑昭辉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2月9日 陈俊杰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2月12日 陈俊杰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2月13日 张玉来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2月22日 马 娟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2月23日 马 娟 日研305 23505186 刘岳兵

备注：
1. 办公室钥匙到一楼值班室领取 
2. 每天值班时间为 上午9：00-11：00
3. 认真做好值班日志，有问题及时与院领导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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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寒假值班表

APEC研究中心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1月22、23、24 云 健 文创楼A106 23501856 刘晨阳

25、26、29 罗 伟 文创楼A108 23501856 刘晨阳

30、31、2月1 于晓燕 文创楼A105 23507088 刘晨阳

2、5、6 张 雪 伯苓楼409 23501573 刘晨阳

7、8 孟 夏 文创楼A105 23507088 刘晨阳

9、12 刘晨阳 伯苓楼408 23508298 刘晨阳

13、14、23 张靖佳 文创楼A108 23497558 刘晨阳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24/1;25/1;26/1 李丛苓 经院方楼307 20500235 逄锦聚

29/1;30/1;31/1 张弘萍 经院方楼307 20500235 逄锦聚

1/2;2/2 李 玲 经院方楼301 23500335 逄锦聚

5/2;6/2 李 玲 经院方楼301 23500335 逄锦聚

7/2;8/2;9/2 张 煦 经院方楼301 23500335 逄锦聚

12/2;13/2;14/2; 夏 军 经院高层803 23498822 逄锦聚

23/1;22/2;23/2 周 倩 经院方楼307 23500383 逄锦聚

备注：
1. 管理干部自2018年1月23日—2月24日放假，2月25日正式上班。
2. 值班要提高警惕，注意防火防盗，安全保卫等工作。
3. 值班老师及带班领导均要保持手机畅通。校办电话23500801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值班时间 值班人员 值班地点 值班电话 带班领导

翟锦程 13512079651 翟锦程

石 鉴 18630939071 石 鉴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南开大学2018年寒假师生服务保障安排             
	学校办公室
	秘书科、信息科
	综合科
	信访接待室
	法律事务室
	师生服务中心

	党委组织部、党校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党委统战部
	机关党委
	纪委办公室、监察室
	党委学生工作部
	教代会、工会
	团委
	保密办公室
	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人事处
	人事处（医疗保险办公室）
	教务处
	战略发展部
	科学技术处
	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处
	国际学术交流处
	财务处
	审计处
	保卫处（八里台校区）
	保卫处（津南校区） 
	实验室设备处
	招投标管理办公室 
	离退休人员管理处
	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校友工作办公室 
	校产管理办公室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 
	基建规划处 
	房产管理处 
	文学院
	历史学院
	哲学院
	外国语学院
	法学院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经济学院
	金融学院
	商学院
	旅游与服务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
	物理科学学院
	化学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医学院
	药学院
	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软件学院
	泰达学院
	伯苓学院
	体育部
	图书馆（八里台校区）
	图书馆（津南校区）
	出版社
	档案馆
	学报编辑部
	现代应用技术研究院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教师发展中心
	博物馆
	后勤保障部（科级）
	接待服务中心（八里台校区）
	接待服务中心（津南校区）
	膳食服务中心
	天津南开大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继续教育学院（EDP中心）
	现代远程教育学院
	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组合数学中心 
	统计研究院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  
	日本研究院
	APEC研究中心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