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期 值班时间 校区 值班人员 办公地点 联系方式 带班领导 联系方式

浦东 李霞 实验中心221B室 50213104 王猛 18021097180

浦东 沈涛 实验中心217室 50218166 许伟 18021098771

浦东 田文馨 实验中心221A室 68681596 王猛 18021097180

浦东 满燚 实验中心222室 50218105 杜 莉 18021097307

浦东 马飞 文博楼105室 18021098893 应小陆 18021098890

浦东 胥晓雅 实验中心216室 68681521 肖远志 18021097179

浦东 张柳玉 实验中心219室 50212064 肖远志 18021097179

松江 李冬冬 行政楼119A 67705107 肖远志 18021097179

松江 王晶 行政楼123B 67705131 杜 莉 18021097307

松江 付镭 行政楼119A 67705042 王猛 18021097180

松江 叶斗彪 学验楼309C 67705154 许伟 18021098771

浦东 陈悦 实验中心221B室 50213104 王猛 18021097180

浦东 吴婷茜 实验中心217室 50218166 许伟 18021098771

浦东 钱轶平 实验中心221A室 68681596 王猛 18021097180

    教务处        午间轮休值班人员及时间安排

周  一 12：00-13：00

12：00-13：00周  二



浦东 杨瑜婷 实验中心222室 50218105 杜 莉 18021097307

浦东 吴茜 实验中心214A室 18021098892 应小陆 18021098890

浦东 郭加林 实验中心216室 68682175 杜 莉 18021097307

浦东 王兴华 实验中心219室 50212064 肖远志 18021097179

松江 厉凤霞 行政楼119B 67705121 肖远志 18021097179

松江 汤聪颖 行政楼119A 67705113 肖远志 18021097179

松江 贾思源 学验楼107 67705195 许伟 18021098771

浦东 崔舒玮 实验中心221B室 50213104 王猛 18021097180

浦东 罗维 实验中心217室 50218166 许伟 18021098771

浦东 邱慕涛 实验中心217室 50218166 许伟 18021098771

浦东 陶鑫 实验中心221A室 68681596 王猛 18021097180

浦东 满燚 实验中心222室 50218105 杜 莉 18021097307

浦东 吴皎洁 实验中心214A室 50218133 应小陆 18021098890

浦东 察敏 实验中心216室 68681521 肖远志 18021097179

浦东 张波 实验中心219室 50212064 肖远志 18021097179

松江 李冬冬 行政楼119A 67705107 肖远志 18021097179

松江 吴丹丹 行政楼123B 67705131 杜 莉 18021097307

12：00-13：00周  二

周  三 12：00-13：00



松江 付镭 行政楼119A 67705042 王猛 18021097180

松江 袁征 学验楼109C 67705195 许伟 18021098771

浦东 李霞 实验中心221B室 50213104 王猛 18021097180

浦东 晏燕 实验中心217室 68682175 许伟 18021098771

浦东 程军溢 实验中心222室 50218105 杜 莉 18021097307

浦东 陈丽丽 实验中心221A室 68681596 王猛 18021097180

浦东 余真 实验中心216室 68681521 肖远志 18021097179

浦东 王兴华 实验中心219室 50212064 肖远志 18021097179

松江 汤聪颖 行政楼119A 67705113 肖远志 18021097179

松江 厉凤霞 行政楼119B 67705121 肖远志 18021097179

松江 郭加林 行政楼123B 67705131 杜 莉 18021097307

松江 密波锋 序伦大楼318 67705458 应小陆 18021098890

松江 叶斗彪 学验楼309C 67705154 许伟 18021098771

浦东 陈悦 实验中心221B室 50213104 王猛 18021097180

浦东 陈晓晨 实验中心217室 50218166 许伟 18021098771

浦东 田文馨 实验中心221A室 68681596 王猛 18021097180

浦东 汤卓凡 实验中心222室 50218105 杜 莉 18021097307

周  五 12：00-13：00

12：00-13：00周  四

周  三 12：00-13：00



浦东 邓会臣 实验中心214A室 50218133 应小陆 18021098890

浦东 张柳玉 实验中心219室 50212064 肖远志 18021097179

浦东 王晶 实验中心216室 68682175 杜 莉 18021097307

松江 李冬冬 行政楼119A 67705107 肖远志 18021097179

松江 付镭 行政楼119A 67705042 王猛 18021097180

松江 贾思源 学验楼107 67705195 许伟 18021098771

1.  各部门根据部门工作情况进行安排。

2.  此表在部门网站或办公场所公开。

    部门名称：＿＿教务处 ＿＿＿                                 负责人：＿王品玲＿＿

周  五 12：00-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