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物理学院暑假值班安排表 

值班日期 星期 在岗值班人员 联系电话 值班地点 带班领导 
2022.07.11 星期一 周丹 15801704716 物理馆 516 陈杰 

2022.07.12 星期二 周丹 15801704716 物理馆 516 陈杰 

2022.07.13 星期三 周丹 15801704716 物理馆 516 羊亚平 

2022.07.14 星期四 张娟楠 15618768211 物理馆 516 张众 

2022.07.15 星期五 张娟楠 15618768211 物理馆 516 张众 

2022.07.18 星期一 张娟楠 15618768211 物理馆 516 张建卫 

2022.07.19 星期二 关佳 17349721275 物理馆 209 张建卫 

2022.07.20 星期三 崔文倩 15660760211 物理馆 515 张众 

2022.07.21 星期四 关佳 17349721275 物理馆 209 张众 

2022.07.22 星期五 关佳 17349721275 物理馆 209 张众 

2022.07.25 星期一 金佳 15900488772 物理馆 209 谢双媛 

2022.07.26 星期二 金佳 15900488772 物理馆 209 谢双媛 

2022.07.27 星期三 金佳 15900488772 物理馆 209 谢双媛 

2022.07.28 星期四 陈凤良 18917692512 物理馆 515 谢双媛 

2022.07.29 星期五 刘斐 17749710247 物理馆 415 谢双媛 

2022.08.01 星期一 刘斐 17749710247 物理馆 415 张建卫 

2022.08.02 星期二 刘斐 17749710247 物理馆 415 张建卫 

2022.08.03 星期三 王晓强 13020121123 物理馆 515 张建卫 

2022.08.04 星期四 王晓强 13020121123 物理馆 515 羊亚平 

2022.08.05 星期五 王晓强 13020121123 物理馆 515 羊亚平 

2022.08.08 星期一 丁云霞 18116153066 物理馆 513B 羊亚平 

2022.08.09 星期二 杜保旗 18916907335 物理馆 215 羊亚平 

2022.08.10 星期三 杜保旗 18916907335 物理馆 215 陈杰 

2022.08.11 星期四 杜保旗 18916907335 物理馆 215 陈杰 

2022.08.12 星期五 于婷婷 18217156181 物理馆 209 陈杰 

2022.08.15 星期一 于婷婷 18217156181 物理馆 209 殷娣娣 

2022.08.16 星期二 于婷婷 18217156181 物理馆 209 殷娣娣 

2022.08.17 星期三 王新 15901791671 物理馆 515 殷娣娣 

2022.08.18 星期四 王新 15901791671 物理馆 515 殷娣娣 

2022.08.19 星期五 王新 15901791671 物理馆 515 殷娣娣 

2022.08.22 星期一 正式上班    

值班注意事项： 

1. 暑假期间夜晚值班由物业全权负责； 

2. 值班者负责做好当天报纸、邮件等收发、整理、登记工作和当天的值班记录，盖章要登

记； 

3. 放假之前，由各室（组）负责人牵头，以室、课题组为单位，进行一次内部自查，要杜

绝漏洞，消除隐患，确保度过一个欢快、祥和的假期； 

4. 放假前，各室（组）根据自身的工作特点，切实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值班者下班前应仔

细检查水、电、煤是否关好，做到万无一失。 

5. 值班时间为上午 8：00－下午 4：30，如遇突性发事件，值班者一时又无法解决的，请

与系领导或校派出所联系，保卫处电话：65982404。 

6. 校内维修电话：65982233、65983658；电梯维修电话：10101099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07.06 



关于 2022 年暑假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单位： 

经学校研究决定，现将 2022 年暑假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根据校历，本学期理论教学考试 7 月 1 日结束，7 月 4 日至 29 日为实践教学时间，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于 8 月

29 日开学。 

在保证工作运转和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各单位安排校院机关工作人员在 7 月 11 日至 8 月 19 日期间进行轮休，8 月 22 日

起正常上班。 

3 月以来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学校各项工作的推进带来困难，各单位要综合考虑疫情防控工作实际，对照全年计划任务，

协调统筹各项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合理安排暑期教师休假和管理人员轮休，尽可能减少疫情对学校工作的影响。 

二、8 月 13 日至 26 日为 2021 级本科生军训时间。2021 级本科生须提前返校（返校时间另行通知）报到并做好军训前的

准备工作，具体安排详见《同济大学 2022 年学生集中军政训练计划》(同委办〔2022〕5 号）。各学院及学校有关部门应按计划

提前安排，落实人员、宿舍、场地及物资保障，以确保军训正常进行。 

三、8 月 24 日为 2022 级本科新生、预科生入学报到时间，8 月 24 日至 28 日为新生入学教育周。9 月 8 日为 2022 级秋

季研究生新生入学报到时间，9 月 5 日至 9 日为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周（线上和线下）。8 月 24 日至 9 月 8 日为留学生新生报

到时间。 

8 月 27 日、28 日为老生报到注册时间。 

8 月 29 日本科生正式上课，9 月 13 日研究生正式上课。各学院要按时间节点，落实专人切实做好各项工作准备，并及时

将学生报到注册情况上报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 

四、在实践教学期间，各有关单位应按教学要求，认真做好相关工作，并对师生进行安全和健康教育。 

五、暑假期间，部分学生宿舍调整和搬迁工作按照《2022 年学生住宿调整和搬迁方案》执行，有关职能部门和学院须按时

完成，并做好相关学生思想工作。 

六、各单位须高度重视假期值班工作，合理安排专人在岗值班，严格执行领导带班责任制，确保各项工作正常运行。暑假

期间，四平路校区、嘉定校区综合服务大厅工作日照常运行，以满足全校师生的办事需求。全校值班表由校长办公室汇总后在

协同办公系统上公布，以方便师生办事查询。 

继续教育学院、体育教学部、后勤产业公司、校办产业、附属医院等单位可根据自身工作特点安排假期工作。招生办公室

根据各省（市）招生工作安排做好各项工作。 

七、暑假期间，各单位要持续巩固防疫工作成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各学院要关心留校学生的思想、学习、

生活和文化活动；后勤部门应继续做好服务工作，保证生活用电、用水、用膳的正常供应，并加强留校学生的住宿管理；各单

位要提高安全保卫意识，认真做好防台、防汛、防火、防盗、防暑降温工作，并注意节水、节电，杜绝浪费。 

八、嘉定校区班车暑假开行方案由嘉定校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制定并另行通知。 

如疫情防控要求发生变化，本学期暑假安排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进行调整，相关调整安排另行发布。 

特此通知 

 

 

同  济  大  学 

2022 年 6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