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星期
综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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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5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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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 星期一 罗小廷 林心颖 王丽君 文晓语 张辉 尹海云 吴小提 李珊 全体在岗 全体在岗 任羽中  张立 窦书霞 

7月7日 星期二 罗小廷 熊锦 王丽君 文晓语 张辉 尹海云 吴小提 李珊 全体在岗 全体在岗 任羽中  张立 窦书霞 

7月8日 星期三 罗小廷 项燕 熊锦 文晓语 张辉 尹海云 吴小提 李珊 全体在岗 全体在岗 任羽中  张立 窦书霞 

7月9日 星期四 罗小廷 熊锦 王丽君 文晓语 张辉 尹海云 吴小提 李珊 全体在岗 全体在岗 任羽中  张立 窦书霞 

7月10日 星期五 罗小廷 李灵樨 姬懿 金丽佳 张辉 尹海云 吴小提 李珊 全体在岗 全体在岗 任羽中  张立 窦书霞 

7月11日 星期六

7月12日 星期日

7月13日 星期一 罗小廷 林心颖 王丽君 文晓语 孙翀 尹海云 吴小提 张艳红 全体在岗 全体在岗 任羽中   俞蕖

7月14日 星期二 罗小廷 熊锦 王丽君 文晓语 孙翀 尹海云 吴小提 张艳红 全体在岗 全体在岗 任羽中   俞蕖

7月15日 星期三 罗小廷 项燕 熊锦 文晓语 孙翀 尹海云 吴小提 张艳红 全体在岗 全体在岗 任羽中   俞蕖

7月16日 星期四 罗小廷 熊锦 王丽君 金丽佳 孙翀 尹海云 吴小提 张艳红 唐爱国 全体在岗 任羽中   俞蕖

7月17日 星期五 罗小廷 李灵樨 姬懿 金丽佳 孙翀 尹海云 吴小提 张艳红 唐爱国 全体在岗 任羽中   俞蕖

7月18日 星期六

7月19日 星期日

7月20日 星期一 陈晨 林心颖 姬懿 文晓语 张辉 尹海云 李铄 李珊 唐爱国 王红印 戴长亮  张立

7月21日 星期二 陈晨 林心颖 项燕 文晓语 张辉 尹海云 李铄 张艳红 唐爱国 汪海泳 戴长亮  张立

7月22日 星期三 陈晨 项燕 熊锦 文晓语 张辉 尹海云 李铄 李珊 唐爱国 张旭 戴长亮  张立

7月23日 星期四 陈晨 李灵樨 王丽君 文晓语 张辉 尹海云 李铄 张艳红 唐爱国 谈文成 戴长亮  张立

7月24日 星期五 陈晨 李灵樨 姬懿 金丽佳 张辉 尹海云 李铄 李珊 唐爱国 王红印 戴长亮  张立

7月25日 星期六

7月26日 星期日

7月27日 星期一 陈晨 林心颖 姬懿 文晓语 孙翀 尹海云 李铄 李珊 唐爱国 王红印 戴长亮 肖云峰

7月28日 星期二 陈晨 林心颖 项燕 文晓语 孙翀 尹海云 李铄 李珊 唐爱国 王红印 戴长亮 肖云峰

7月29日 星期三 陈晨 项燕 熊锦 文晓语 孙翀 尹海云 李铄 李珊 唐爱国 王红印 戴长亮 肖云峰

7月30日 星期四 陈晨 李灵樨 王丽君 金丽佳 孙翀 尹海云 李铄 李珊 唐爱国 王红印 戴长亮 肖云峰

7月31日 星期五 陈晨 李灵樨 姬懿 金丽佳 孙翀 尹海云 李铄 李珊 唐爱国 王红印 戴长亮 肖云峰

值班人员：陈晨   带班领导：张立

值班电话

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部2020年暑假值班表

值班人员：姬懿   带班领导：张立

值班人员： 王丽君  带班领导：窦书霞

值班人员：罗小廷   带班领导：任羽中

值班人员：张辉   带班领导：俞蕖

值班人员：唐爱国   带班领导：戴长亮



8月1日 星期六

8月2日 星期日

8月3日 星期一 陈晨 林心颖 姬懿 余跃 宋琳虹 赵鹏沄 王华 张艳红 孙文杰 谈文成  戴长亮  窦书霞  

8月4日 星期二 陈晨 林心颖 项燕 余跃 宋琳虹 赵鹏沄 王华 张艳红 孙文杰 谈文成  戴长亮  窦书霞  

8月5日 星期三 杨意洽 项燕 熊锦 余跃 宋琳虹 赵鹏沄 王华 张艳红 孙文杰 谈文成  戴长亮  窦书霞  

8月6日 星期四 杨意洽 李灵樨 王丽君 余跃 宋琳虹 赵鹏沄 王华 张艳红 孙文杰 谈文成  戴长亮  窦书霞  

8月7日 星期五 杨意洽 李灵樨 姬懿 金丽佳 宋琳虹 赵鹏沄 王华 张艳红 孙文杰 谈文成  戴长亮  窦书霞  

8月8日 星期六

8月9日 星期日

8月10日 星期一 杨意洽 林心颖 王丽君 余跃 宋琳虹 赵鹏沄 王华 李珊 孙文杰 张旭 张立   肖云峰

8月11日 星期二 杨意洽 熊锦 王丽君 余跃 宋琳虹 赵鹏沄 王华 李珊 孙文杰 张旭 张立   肖云峰

8月12日 星期三 杨意洽 项燕 熊锦 余跃 宋琳虹 赵鹏沄 王华 李珊 范德尚 张旭 张立   肖云峰

8月13日 星期四 杨意洽 熊锦 王丽君 金丽佳 宋琳虹 赵鹏沄 王华 李珊 范德尚 张旭 张立   肖云峰

8月14日 星期五 杨意洽 李灵樨 姬懿 金丽佳 宋琳虹 赵鹏沄 王华 李珊 范德尚 张旭 张立   肖云峰

8月15日 星期六

8月16日 星期日

8月17日 星期一 杨意洽 林心颖 姬懿 余跃 宋琳虹 赵鹏沄 李海燕 张艳红 范德尚 汪海泳 俞蕖  肖云峰

8月18日 星期二 杨意洽 林心颖 项燕 余跃 宋琳虹 赵鹏沄 李海燕 张艳红 范德尚 汪海泳 俞蕖  肖云峰

8月19日 星期三 杨意洽 项燕 熊锦 余跃 宋琳虹 赵鹏沄 李海燕 张艳红 范德尚 汪海泳 俞蕖  肖云峰

8月20日 星期四 杨意洽 李灵樨 王丽君 余跃 孙翀 赵鹏沄 李海燕 张艳红 徐芊 汪海泳 俞蕖  肖云峰

8月21日 星期五 杨意洽 李灵樨 姬懿 金丽佳 孙翀 赵鹏沄 李海燕 张艳红 徐芊 汪海泳 俞蕖  肖云峰

8月22日 星期六

8月23日 星期日

8月24日 星期一 罗小廷 林心颖 王丽君 余跃 张辉 赵鹏沄 李海燕 李珊 徐芊 全体在岗 任羽中 俞蕖 窦书霞

8月25日 星期二 罗小廷 熊锦 王丽君 余跃 张辉 赵鹏沄 李海燕 张艳红 徐芊 全体在岗 任羽中 俞蕖 窦书霞

8月26日 星期三 罗小廷 项燕 熊锦 余跃 张辉 赵鹏沄 李海燕 李珊 徐芊 全体在岗 任羽中 俞蕖 窦书霞

8月27日 星期四 罗小廷 熊锦 王丽君 金丽佳 张辉 赵鹏沄 李海燕 张艳红 徐芊 全体在岗 任羽中 俞蕖 窦书霞

8月28日 星期五 罗小廷 李灵樨 姬懿 金丽佳 张辉 赵鹏沄 李海燕 李珊 徐芊 全体在岗 任羽中 俞蕖 窦书霞

8月29日 星期六

8月30日 星期日

值班人员：范德尚   带班领导：肖云峰

值班人员：余跃   带班领导：肖云峰

值班人员：张辉   带班领导：俞蕖

值班人员： 罗小廷  带班领导：俞蕖

值班人员： 陈晨  带班领导：窦书霞

值班人员：王红印   带班领导：戴长亮

值班人员：王华   带班领导：肖云峰

值班人员：余跃   带班领导：戴长亮

值班人员：张旭   带班领导：窦书霞

备注：1.暑期值班时间为：上午9:00-12:00；下午13:00-16:00，值班地点为勺园5甲楼；

      2.暑期工作日人事部每天每个办公室都有人在岗值班。

值班人员： 王华  带班领导：张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