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常用联系方式
人力资源部
http://personnel.ustc.edu.cn
综合办公室 人员进出调动
63602548 ychou@ustc.edu.cn
人事证明 考勤管理 省直医保办理 医
疗补贴 63606627
zhuchen@ustc.edu.cn
bozhugd@ustc.edu.cn
档案管理 63602551
jlx@ustc.edu.cn
人员进出调动 63602548
lhf@ustc.edu.cn
人才派遣 合肥市社保办理
聘期制档案管理 63603767
cy1983@ustc.edu.cn
特任副研究员、博士后、助理研究
员管理 63603835
boqiu@ustc.edu.cn
基础薪酬管理 63602549
lirong@ustc.edu.cn
岗位薪酬 绩效管理 63601234
fyl@ustc.edu.cn
劳务费发放
务
63600816
dili@ustc.edu.cn
人才项目申报 人才居留办理 科研启
动经费 项目公派出国 63602545
63603762 rcb@ustc.edu.cn
职称评级 教师资格 63602543
nhg@ustc.edu.cn
招聘广告发布 63607769
job@ustc.edu.cn

外事办公室
http://iao.ustc.edu.cn

科学技术处
http://kjc.ustc.edu.cn
综合办公室：
科技管理办法、科技成果评审鉴定登记，
科技奖励申报 科研机构的申报及管理
科技奖励申报，科研机构的申报及管理，
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科研项目经费
管理及统计等
63601955 xuminhf@ustc.edu.cn
63601954 jiangch@ustc.edu.cn
63061956 weike@ustc.edu.cn
63607895chengbwu@ustc.edu.cn
63606651 sophy@ustc.edu.cn

ARP国际合作系统管理
63602850 xuemei@ustc.edu.cn
ARP技术支持 63602652

短期境外来访专家聘请管理
国际会议 63602851 63600433
sunzj@ustc.edu.cn
wangchen@ustc.edu.cn
长期境外来访专家聘期、居留63602671
长期境外来访专家聘期
居留63602671
jgwang@ustc.edu.cn
出境申报与管理 (<6个月及所有台
湾地区） 63600346
xfzh@ustc.edu.cn
出境护照签证与管理，出境费用审核
（<6个月 及所有台湾地区）
63600571 wwzy@ustc.edu.cn

http://teach.ustc.edu.cn
教务管理 63607
7352
wangxr@ustc.ed
du.cn
教务综合 63602
2967
linxl@ustc.edu.ccn
考务管理 63603
3052
zhangrd@ustc.e
edu.cn
教学建设 63602
2181
dpye@ustc.edu.cn

基础研究办公室：
国家基金委、教育部各类项目、科技部
基础类项目（973计划、重大科研计划、
ITER专项 国家软科学计划等） 中科
ITER专项、国家软科学计划等）、中科
院基础类项目、地方、其他部委基础类
项目及各类人文社科项目
63601957 shenkjc@ustc.edu.cn
63606546 stm@ustc.edu.cn

课程和计划管理 63603497
myxiong@ustc.e
edu.cn
创新实践管理 63
3603984
yuanhe@ustc.ed
du.cn
成绩管理 63602
2247
wuqiang@ustc.e
edu.cn

高技术研究办公室：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部高技术类项
目（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火炬计
划等）、中科院高技术类项目、国家和
地方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国家和
地方烟草专卖局项目及其他高技术类项
目
63602225 jywang18@ustc.edu.cn
wshzh@ustc.edu.cn
63606546 tansx@ustc.edu.cn
科技合作与知识产权办公室：
科技合同审核和管理；知识产权管理工
作及专利申请与管理；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
63606547 taoli@ustc.edu.cn
63601971 srshen@ustc.edu.cn
63601953 iamjs359@ustc.edu.cn
iamjs359@ustc edu cn

网络信息中心
http://ustcnet.ustc.edu.cn/

中科院、国家外专局等涉外项目；境
外科技专家
63602850 xuemei@ustc.edu.cn
63602853 sunxiaoh@ustc.edu.cn

教务
务处

网络部：
各种网络设备、服务器的运行支持，
用户接入网支持，相关网络工程的实
施和监理
63601541 63601897
xqian@ustc.edu.cn
信息部：
信息化建设，信息标准的维护，信息
化评估；网络应用项目规划、组织、
实施、配合与支持服务；学校域名，
网站群，电子校务等数字化校园应用
系统的建设维护及培训推广
63603498 63603900
xyl@ustc.edu.cn

服务部：
校园一卡通事业服务，公共机房的管理，
提供的服务为一卡通卡业务和商户结算
业务、网络用户业务，公共机房服务。
服务电话：63603949 63603024
63603488
lanyu@ustc.edu.cn

教学管理信息系统
统 63607220
dengjsh@ustc.ed
du.cn
多媒体教室 6360
06483
cjs@ustc edu cn
cjs@ustc.edu.cn

研究生院
http://gradschool.ustc.edu.cn
培养评估办公室 ：
研究生课程建设，研究生教育创新计
划管理 教学效果评估 研究生期末
划管理，教学效果评估，研究生期末
考试考务管理，研究生教学信息系统
维护
63607533 hyw@ustc.edu.cn
qliu@ustc.edu.cn
学位授予办公室：
博士学位论文送审、答辩；博士学位
申请的受理、资格审核；博士生导师
上岗审定工作
63606542 nirui@ustc.edu.cn
63602929 63606544
lxq18@ustc.edu.cn
fplee@ustc.edu.cn
zhhu@ustc.edu.cn
gshool@ustc.edu.cn
学科建设办公室：
985工程、211工程立项、预决算申报
及管理，重点学科申报及管理，学位
授权审核申报，学科及学位论文评估，
全国、中科院、安徽省优博推荐工作，
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申报及管
理
63606541 cyx@ustc.edu.cn
cyx@ustc edu cn
63600531 xiongwen@ustc.edu.cn

教学平台 互动平台 63606486
zyyp@ustc.edu.ccn

财务处
图书
书馆
http://lib..ustc.edu.cn

http://finance.ustc.edu.cn
项目、指标卡管理
63606652 63607772

读者注册管 西
读者注册管理
西区图书馆1楼
图书馆 楼
63602332 weiw
w@ustc.edu.cn

工资卡 代扣办理 63606409
工资卡、代扣办理

特藏书库 东区图
图书馆5楼
63607842 caoy
yi@ustc.edu.cn

核算中心 63602362 63602720
rrli@ustc.edu.cn
yuyuecw@ustc.edu.cn
xiejin@ustc.edu.cn

检索、查新、咨询
询 东区图书馆6楼
63602330-605
glfax@ustc.edu.cn
文献传递、馆际互
互借 东区图书馆6
楼 63607832-60
03
qcqu@ustc.edu..c
.cn
用户培训、文检课
课教学 东区图书馆6
楼 63607832-60
02
dujindj@ustc.ed
du.cn
文献采购：
中文科技图书 东区图书馆1楼
东
63607424-806 guisuli@ustc.edu.cn
g
中文社科图书 东区图书馆1楼
东
63607424-805
hxm1971@ustc edu.cn
hxm1971@ustc.
edu cn

财务信息系统 63602359
gwx@ustc.edu.cn
qipeng16@ustc.edu.cn

资产后勤部
http://zhb.ustc.edu.cn
国内采购管理 63606850
zhaoyp@ustc.edu.cn
进口设备采购、政府采购管理
63603392 zhyj@ustc.edu.cn
资产登记 63606609
xiaochan@ustc.edu.cn
资产调剂、报废 63600723
lxu@ustc.edu.cn
公积金、生活用房管理 63602425
liwei20@ustc.edu.cn
公寓房、公用房管理
63600895 ffang20@ustc.edu.cn
能源保障中心 63607719
yingxin@ustc.edu.cn

修缮中心
水、电、暖、木维修
东区维修组 63602370
西区维修组 63601444
南区维修组 63492109
北区维修组 63602392
24小时应急维修 63602399
天然气维修 63602399
应急维修 18756930137
单元防盗门 63600225
应急维修 15212441289
屋顶漏水维修 63602396

其它联系方式
党政办公室 63602184
党委组织部 63602232
学生工作处 63602659

公共实验中心
http://lab.ustc.edu.cn/
中心办公室 63606541
cyx@ustc.edu.cn
理化科学实验中心
63602802 63606343
生命科学实验中心 63607335
Bi t h@ t d
Biotech@ustc.edu.cn

纪委监察审计处
63602591 63602954 63602894
发展规划处 63606664 63600256
工会 63602579
新闻中心：
新闻宣传、新闻网 63602239
国际宣传、英文网 63607280
news@ustc.edu.cn
保卫处：校园报警 63600110
户籍办公室 63602311
校医院：急诊室 63600120
保健室 63603163
科大幼儿园 63602423
科大附中 63606404 63492143

外文图书、期刊报
报纸 东区图书馆
1楼 63607424-808
zgh@ustc.edu.cn
n

工程与材料科学实验中心 63600290
zhaichao@ustc.edu.cn

电子资源 东区图
图书馆6楼
63607832-601 njin@ustc.edu.cn
n

信息科学实验中心 63607462
63607654 isc@ustc.edu.cn

电信服务中心：
查号台 63601000 63602000
安装固话宽带 63601222
障碍保修 63601333

系统、网络维护 东区图书馆6楼
63602331 chao
o@ustc.edu.cn

超级运算中心 63602248
sccadmin@ustc.edu.cn

车队：调度室 63602422
值班室 636028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