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人员 办公电话 值班地点 带班领导

7月11日 星期一 丁洛 2512 逸夫楼715D 王玥

7月12日 星期二 丁洛 2512 逸夫楼715D 王玥

7月13日 星期三 曹炜 5054 逸夫楼711 王玥

7月14日 星期四 曹炜 5054 逸夫楼711 王玥

7月15日 星期五 曹炜 5054 逸夫楼711 王玥

7月16日 星期六 — — — 王玥

7月17日 星期日 — — — 王玥

7月18日 星期一 尹小雁 2672 逸夫楼713 周程

7月19日 星期二 吕红宇 2174 逸夫楼701 周程

7月20日 星期三 吕红宇 2174 逸夫楼701 周程

7月21日 星期四 尹小雁 2672 逸夫楼713 周程

7月22日 星期五 尹小雁 2672 逸夫楼713 周程

7月23日 星期六 — — — 周程

7月24日 星期日 — — — 周程

7月25日 星期一 唐琦 1244 逸夫楼613 于新亮

7月26日 星期二 唐琦 1244 逸夫楼613 于新亮

7月27日 星期三 尹小雁 2672 逸夫楼713 于新亮

7月28日 星期四 尹小雁 2672 逸夫楼713 于新亮

7月29日 星期五 白星月 2408 逸夫楼810 于新亮

7月30日 星期六 — — — 于新亮

7月31日 星期日 — — — 于新亮

8月1日 星期一 白星月 2408 逸夫楼810 韩巍

8月2日 星期二 苏英 13366350736 逸夫楼630 韩巍

8月3日 星期三 苏英 13366350736 逸夫楼630 韩巍

8月4日 星期四 姜海婷 18912193299 逸夫楼633 韩巍

8月5日 星期五 姜海婷 18912193299 逸夫楼633 韩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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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 星期六 — — — 韩巍

8月7日 星期日 — — — 韩巍

8月8日 星期一 谢虹 2672 逸夫楼713 王岳

8月9日 星期二 谢虹 2672 逸夫楼713 王岳

8月10日 星期三 谢虹 2672 逸夫楼713 王岳

8月11日 星期四 林琼轶 2672 逸夫楼713 王岳

8月12日 星期五 林琼轶 2672 逸夫楼713 王岳

8月13日 星期六 — — — 王岳

8月14日 星期日 — — — 王岳

8月15日 星期一 林琼轶 2672 逸夫楼713 韩英红

8月16日 星期二 黎润红 2512 逸夫楼715D 韩英红

8月17日 星期三 黎润红 2512 逸夫楼715D 韩英红

8月18日 星期四 黎润红 2512 逸夫楼715D 韩英红

8月19日 星期五 孙小菲 5054 逸夫楼711 韩英红

8月20日 星期六 — — — 韩英红

8月21日 星期日 — — — 韩英红

8月22日 星期一 孙小菲 5054 逸夫楼711 郭莉萍

8月23日 星期二 孙小菲 5054 逸夫楼711 郭莉萍

8月24日 星期三 甄娜 5334 逸夫楼715D 郭莉萍

8月25日 星期四 甄娜 5334 逸夫楼715D 郭莉萍

8月26日 星期五 甄娜 5334 逸夫楼715D 郭莉萍

8月27日 星期六 — — — 郭莉萍

8月28日 星期日 — — — 郭莉萍

1.轮休期间值班实行轮休作息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2.暑假期间工作日（不含周末）每天9:00-17:00各单位至少安排一位领导班子成员在岗带班、一位工
作人员在岗值班。周末安排一位领导班子成员电话带班，在京保持通讯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