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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大电话号码簿编辑说明

尊敬的各位用户：

感谢您多年来对建大后勤电讯服

务中心的关心和支持。由于上一版《建

大电话号码薄》中大量号码变动，为了

适应学校的发展、方便各位用户查阅，

我们编辑了二零一六版《建大电话号码

簿》。本次出版的《号码簿》录入雁塔

校区、草堂校区、幸福校区的大部分办

公电话。本期号码薄所登资料主要以我

中心原始资料和用户回函资料为凭，收

集的号码资料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号码簿》仅供查号使用，不涉及

隶属关系及行政级别。

在编印过程中，信息量巨大我们

已尽力排查避免有错，若仍有错误之

处，敬请各位用户指正。

建大后勤电讯服务中心

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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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讯服务中心职责

1．全面负责学校通信服务；
2．负责学校电信固话网络的建设

和维护；
3．办理学校电信固话的装机、移

机、拆机和宽带入网等业务；
4．办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

国电信的手机入网和缴费等业务；
5．负责学校通信管道系统的建设

和维护；
6．负责学校移动通信基站的建设

和维护；
7．承担校内新建楼宇的通信工程

施工；
8．负责学校中国联通 WLAN 的

建设和管理；
9．负责学校中国电信“翼讯”的运

行和维护；
10．负责学校办公电话、住宅电

话的管理及缴费工作；
11．负责学校特殊情况下的应急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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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常用电话

匪警………………………………110

火警………………………………119

急救中心…………………………120

交通事故…………………………122

查号台……………………………114

中国电信客服…………………10000

中国移动客服…………………10086

中国联通客服…………………10010

中国平安………………………95511

中国人寿………………………95519

太平洋保险……………………95500

西安住房公积金………………12329

西安市社保局…………………12333

全国铁路订票电话…………95105105

航班查询……………………8879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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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服务电话

治安报警……………………82201474

水电维修（南院）…………82201420

水电维修（北院）…………82205316

电话维修……………………82201117

网络维修……………………82201492

天然气维修…………………82202321

闭路电视维修………………82202527

校医院………………………82201417

校内电话号码查询…………82202885

后勤物业（南院）……………82201304

捷诚便利店…………………82201737

冶园宾馆……………………85516022

亲仁阁餐厅…………………82201889

草堂招待餐厅………………89025322

草堂水电维修………………89025190

行政楼门卫室………………8220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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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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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主席办公室…………8220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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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团委、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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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办公室…………………82202853

副书记办公室………………82202842

82201830

文体部………………………82202841

组织部………………………82205815

科技部………………………82205815



雁塔校区

建大后勤电讯服务中心编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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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处长办公室………………82205062

82205473

82202389

教务科………………………8220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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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处

处长办公室…………………82205289

副处长办公室………………82205850

82205158

82201531

学生就业办…………………82202243

就业办（传真）……………82201779

招生办………………………82202288

招生办（传真）……………82205014

宿管科………………………82205120

艺教中心……………………82205286

学生心理中心………………82202545

奖贷助学科…………………82205480

教育管理科…………………8220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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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研工部、学科办

办公室………………………82201294

常务副院长办公室…………82202827

副院长办公室………………82201328

82201862

82201357

82201236

招生办公室…………………82202244

培养办公室…………………82205106

学位办公室…………………82202268

部长办公室…………………82202827

副部长办公室………………82201328

82201236

教育管理办公室……………82205343

主任办公室…………………82202827

副主任办公室………………82201862

学科办综合科办公室………8220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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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处

办公室………………………82201587

副处长办公室………………82202183

82202329

综合科………………………82202239

人事科………………………82202259

劳资科………………………82202082

教师管理科…………………82202184

师资培训科…………………82202083

人才中心办公室……………82202759

人才中心主任办公室………82202630

人才中心（人事代理）……82205718

人才中心（公积金业务）…82202236

教师发展中心

办公室………………………82205072

处长办公室…………………82207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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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处

办公室………………………82202561

处长办公室…………………82205518

副处长办公室………………82202334

会计核算大厅………………82202231

82202512

计划管理科…………………82202248

结算中心……………………82202266

财务处卡务中心……………82205111

财务处卡务中心……………82202609

教育会计学会………………82202229

82205563

82205701

基建科………………………82202963

国资处

办公室………………………82202403

处长办公室…………………82205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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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处长办公室………………82205542

资产科………………………82202168

招标办………………………82202221

住宅管理科…………………82202830

车库值班室…………………82201427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办公室………………………82201805

处长办公室…………………82205266

副处长办公室………………82201803

信息化科……………………82201805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科………82201804

仪器设备管理科……………82202312

科技处

办公室………………………82202330

处长办公室…………………82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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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处长办公室………………82202812

82202547

成果部………………………82202330

项目部………………………82202227

开发部………………………82202813

基地部………………………82201802

审计处

处长办公室…………………82202181

副处长办公室………………82205085

财务审计科…………………82202271

工程审计科…………………82205497

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所

办公室………………………82205055

处长、所长办公室…………82205985

副处长办公室………………82202504

高考咨询……………………82202460



雁塔校区

建大后勤电讯服务中心编制12

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办公室

处长办公室…………………82202169

82202871

副处长办公室………………82202872

外事办传真…………………82224571

国际交流科…………………82202594

公安处、武装部

办公室………………………82201485

82201296

处长办公室…………………82202706

政委办公室…………………82202973

副处长办公室………………82202991

副部长办公室………………82202786

预防科………………………82201231

值班室（报警中心）………8220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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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科………………………82201484

82201499

82201336

82201410

户籍室………………………82201490

人防公寓……………………82202232

监控室………………………82205110

北院南门门卫室……………82201435

北院北门门卫室……………82201444

北院小西门门卫室…………82201476

南院南大门门卫室…………82201452

新校区建设工程指挥部

综合部办公室………………82202012

主任办公室…………………82202381

副主任办公室………………82205584

工程部办公室………………82202961

工程部预算组………………8220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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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部材料组………………82202781

工程部安装组、土建组……82205643

策划部办公室………………82202457

82205741

周边开发部

综合部………………………82201053

主任办公室…………………82201677

副主任办公室………………82201754

策划运营部…………………82201756

总务处

办公室………………………82202321

处长办公室…………………82202883

副处长办公室………………82202020

综合办公室…………………82202860

安全生产科…………………82202321

修缮科………………………82202233



雁塔校区

建大后勤电讯服务中心编制 15

质管科………………………82202737

动力科办公室………………82202852

北院电梯值班室……………85424211

北院收费组…………………82201453

南院收费组…………………82201432

小修组（北院）……………82205316

小修组（南院）……………82201420

配电室………………………82202831

能源管理中心………………82205310

换热北站……………………82201552

换热南站……………………82202454

水泵房………………………82201449

后勤服务中心

办公室………………………82202511

总经理办公室………………82207856

书记办公室…………………8220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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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经理办公室……………82202989

主任办公室…………………82202521

质监办………………………82202810

宣传办………………………82202465

物业管理中心

办公室………………………82202820

经理办公室…………………82202760

公寓物业部…………………82201428

教室物业部…………………82201470

82205640

南院物业部…………………82201304

1#学生公寓值班室…………82201401

1#学生公寓负一层值班室…82207825

2#学生公寓西值班室………82201411

2#学生公寓东值班室………82201412

3#A学生公寓值班室………8220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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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学生公寓值班室………82205992

3#C学生公寓值班室………82206097

4#学生公寓值班室…………82206573

5#学生公寓值班室…………82201409

6#学生公寓值班室…………82201413

7#学生公寓值班室…………82201414

8#学生公寓值班室…………82201486

14#学生公寓值班室 ………82202414

研高层值班室………………85424803

主楼值班室…………………82201436

主楼二楼教休室……………82201434

主楼东值班室………………82201403

教学大楼值班室……………82201461

教学大楼四楼教休室………82201464

南阶值班室…………………82205620

土木楼值班室………………8220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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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楼值班室…………………82202750

西楼教休室…………………82201451

工科楼南值班室……………82202455

工科楼北值班室……………82201046

南院 8#值班室………………82201421

南院 44#值班室……………82205724

南院 45#值班室……………82201347

南院 46#值班室……………82201317

青教公寓值班室……………82201406

青教公寓监控室……………82201405

饮食服务中心

办公室………………………82202711

总经理办公室………………82202850

经理办公室…………………82205372
财务室………………………82201419

82201493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办公室…8220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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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组………………………82205371

学生一餐厅…………………82201400

学生二餐厅…………………82201488

特色餐厅……………………82201480

风味餐厅……………………82205377

校园中心

办公室………………………82202230

经理办公室…………………82202230

环卫部办公室………………82205059

花房…………………………82201447

电讯服务中心

办公室………………………82202011

维修组办公室………………82201117

收费组、校内查号…………82202885

工程中心

办公室………………………8220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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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办公室…………………82201466

教室维修组…………………82201456

公寓维修组…………………82201450

生活服务中心

办公室………………………82202102

青教公寓市场办公室………82201416

基础教育处

办公室………………………82205565

书记办公室…………………82205730

产业集团

办公室………………………82202704

常务副总经理办公室………82202161

书记办公室…………………82202283

副书记兼副总经理办公室…82205061

综合部………………………82202704

策划与发展部………………8220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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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部………………………82202358

建筑设计研究院

办公室（传真）……………82205131
院长办公室…………………82205160
副院长办公室………………82205161

82205162

82205163

审图办公室…………………82205060

经营办公室…………………82205171

设计一所……………………82205661

设计二所……………………82205151

设计三所……………………82205169

设计四所……………………82205150

设计院总机…………………82205268
82205269
82205270
82205271
8220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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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分院………………89322989

规划院

办公室………………………82202043

82201090

技术开发公司、总承包公司

办公室………………………82202582

经理办公室…………………82202382

财务室………………………82202253

陕西西建大土木检测有限公司

办公室………………………82221280

西冶基础工程开发公司

办公室………………………82202946

冶园宾馆

前台…………………………85516022

85551333

8555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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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5515422

餐厅…………………………85551265

85551329

财务室………………………85551263

一楼服务台…………………85551232

二楼服务台…………………85551251

三楼服务台…………………85551271

四楼服务台…………………85551287

五楼服务台…………………85551303

建大招待所

总服务台……………………82202380

经理办公室…………………82202386

亲仁阁餐厅…………………82201889

82207899

银杏餐厅……………………8220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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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单位

图书馆

办公室………………………82202534
82202417

馆长办公室…………………82205958

常务副馆长办公室…………82202280

副馆长办公室………………82202904

副馆长办公室………………82202050

馆长助理办公室……………82205313

值班室………………………82205311

门卫…………………………82201441

文献资源建设部

文献资源建设部……………82202794

流通部

第一中文书库………………82201430

第二中文书库………………8220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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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及工具书库……………82201442

建筑书库……………………82201423

阅览部

第一中文阅览室……………82205314

第二中文阅览室……………82205319

外文期刊阅览室……………82205320

中文过刊阅览室……………82205317

中文现刊阅览室……………82201479

信息技术部

信息技术服务………………82202374

电子阅览室…………………82205312

参考咨询部

科技查新……………………82205789

读者咨询……………………82205360

查引及提交论文……………8220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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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部

复印室………………………82205836

学报编辑部

办公室………………………82205966

主任办公室…………………82202284

副主任办公室………………82205988

82205554

自然版编辑室………………82202912

82202702

社科版编辑室………………82202167

信息网络中心、教育技术中心

总机…………………………82205304

82205305

网络与信息安全部（办公室）总机转 6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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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办公室 ……………总机转 6606

副主任………………………82205307

82205306

总机转 6608

系统运行部 ……………总机转 6609

信息管理部 ……………总机转 6612

用户服务部…………………82201492

总机转 6616

教育技术中心………………82205327

档案馆

办公室………………………82202258

人事学生档案室……………8220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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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单位

校医院

办公室………………………82202237

院长办公室…………………82207839

书记、副院长办公室………82201291

财务室………………………82202112

放射科………………………82201433

预防保健科…………………82201475

住院部………………………82201417

药房…………………………82202177

制剂室………………………82201439

医保办………………………82201385

口腔科………………………82202304

儿童保健室…………………82205814

中医门诊……………………8220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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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中学

办公室………………………82205344
校长办公室…………………82202498
书记办公室…………………82201070
副校长办公室………………82205226
教导处………………………82202544
门卫…………………………82201473

附属小学

办公室………………………82202076
教导处………………………82201716
大队部………………………82201706
门卫…………………………82201477

幼儿园

办公室………………………82202383

园长办公室…………………82202383

副园长办公室………………82202402

财务室………………………82201437

门卫…………………………82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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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系统

建筑学院

办公室………………………82202943

院长办公室…………………82202042

书记办公室…………………82202042

副院长、副书记办公室……82207854
副院长办公室………………82202044

82201821
82201822
82201823

教学办公室…………………82202041

科研、研究生办公室………82202742

学生工作办公室……………82202941

学科、外事办公室…………82205947

夏云办公室…………………82205048

规划教研室…………………82205348

建筑技术教研室……………8220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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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研究院……………82202036

建筑勘测研究所……………82205813

西部绿色建筑重点实验室…82201582

82201583

土木工程学院

办公室………………………82202947

院长办公室…………………82202951

书记办公室…………………82202945

副院长、副书记办公室……82202712

教学副院长办公室…………82202705

科研副院长办公室…………82201365

教学办公室…………………82202981

科研、研究生办公室………82207610

学生工作办公室……………82201345

省重点实验室………………82202824
结构实验室…………………82202876

8220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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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站………………………82202716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办公室………………………82202729

院长办公室…………………82202509

书记办公室…………………82201038

副院长、副书记办公室……82202508

教学副院长办公室…………82202508

科研副院长办公室…………82202507

研究生副院长办公室………82202506

教学办公室…………………82202825

科研、研究生办公室………82202520

学生工作办公室……………82202727

实验中心……………………82202541

82201489

82201495

82201422

评价室………………………8220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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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室………………………82202854

给排水教研室………………82202744

环境工程教研室……………82205292

环境科学教研室……………82205293

建筑环境与设备教研室……82205295

重点实验室主任办公室……82205302

重点实验室办公室…………82201354

传达室………………………82202814

热工、流力教研室…………82205301

工程中心……………………82205652

管理学院

办公室………………………82202249

院长办公室…………………82202550

书记办公室…………………82202550

副院长、副书记办公室……82202994

副院长办公室………………82207880

教学、科研办公室…………8220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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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办公室……………82205742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办公室………………………82202537

院长办公室…………………82202927

书记办公室…………………82202532

副院长、副书记办公室……82201151

教学副院长办公室…………82202084

科研副院长办公室…………82201071

教学办公室…………………82202536

科研、研究生办公室………82205599

学生工作办公室……………82205065

辅导员办公室………………82205439

团委办公室…………………82205674

资料室………………………82205425

自动化教研室………………82207827

信息技术实验中心…………8220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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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筑与楼宇自动化实验室…2205502

计算中心办公室……………82202533

机电工程学院

办公室………………………82202535

院长办公室…………………82202538

书记办公室…………………82202530

副院长、副书记办公室……82205101

教学副院长办公室…………82205423

科研副院长办公室…………82205423

教学办公室…………………82202528

科研、研究生办公室………82202528

学生工作办公室……………82205524

机械楼实验室………………82201418

零件实验室…………………82201483

电工、电子实验室…………82201472

工程训练中心………………82202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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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工程学院

办公室………………………82202923

院长办公室…………………82205096

书记办公室…………………82202921

副院长、副书记办公室……82201732

教学副院长办公室…………82202931

科研副院长办公室…………82202955

教学办公室…………………82202938

科研、研究生办公室………82202937

学生工作办公室……………82205095

资料室………………………82201424

材料加工实验室……………82205097

金相实验室…………………82205104

化工实验室…………………82205124

冶金实验室…………………82205114

贵金属研究所………………82201248
822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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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中心………………82202933

冶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82205083

材料与矿资学院

办公室………………………82202600

院长办公室…………………82202700

书记办公室…………………82202861

副院长、副书记办公室……82202600

教学副院长办公室…………82202789

科研副院长办公室…………82205328

教学办公室…………………82202721

科研办公室…………………82205328

学生工作办公室……………82205395

粉体工程研究所……………82202762

粉体设计室…………………82202766

高温陶瓷研究所……………82205798

功能材料研究所……………82205245

建筑材料研究所……………8220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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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卫生安全研究所………82205869

理学院

办公室………………………82202739

院长办公室…………………82205527

书记办公室…………………82205527

副院长、副书记办公室……82202224

教学办公室…………………82205671

科研、学工办公室…………82205670

文学院

办公室………………………82202703

院长办公室…………………82202962

书记办公室…………………82202962

副院长、副书记办公室……82202400

教学办公室…………………82202703

学生工作办公室……………82202270

对外汉语培训中心…………822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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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

办公室………………………82202584

院长办公室…………………82205301

书记办公室…………………82202649

副院长、副书记办公室……82202649

教学副院长办公室…………82202649

科研副院长办公室…………82205431

教学办公室…………………82202584

研究生办公室………………82205431

学生工作办公室……………82202452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院

办公室………………………82202228

院长办公室…………………82202966

书记办公室…………………82205624

副院长、副书记办公室……8220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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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办公室………………82205102

教学、科研办公室…………82205446

研究生办公室………………82205905

学生工作办公室……………82205108

图书资料室…………………82205340

体育系

办公室………………………82202881

主任办公室…………………82202010

书记办公室…………………82205539

副主任、副书记办公室……82205608

副主任办公室………………82205606

教学办公室…………………82201431

体育馆办公室………………82202632

体育建筑文化基地…………82202605

体育馆二楼…………………8220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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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职业技术学院

办公室………………………82202223

继续教育部…………………82205488

学籍管理部…………………82205875

82201982

教学部………………………82202365

财务部………………………82202497

学工部………………………82202367

82205487

其他

华清产业集团（建科大厦项目部）

综合部………………………82201589

设计部………………………82202234

商业运行部…………………8220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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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预算部…………………82201883

印刷厂

办公室………………………82205078

津辉物业

办公室………………………8220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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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校区
党政机关系统

管委会

主任办公室…………………89025008

副主任办公室………………89025006

副主任办公室………………89025007

综合协调科…………………89025006

89025026

运行管理科…………………89025007

89025016

西门收发室…………………89025310

总值班室……………………8902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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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书院

办公室………………………89025169

院长办公室…………………89025314

素质培养办公室……………89025168

教学办公室…………………89025170

子午书院

办公室………………………89025209

院长办公室…………………89025221

常务副院长办公室…………89025315

素质培养办公室……………89025208

教学办公室…………………89025210

教务处

办公室………………………89025171

学生处

办公室………………………8902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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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中心………………89025801

团委、学生会

办公室………………………89025355

财务处

卡务中心……………………89025678

国资处

办公室………………………89025215

公安处

办公室………………………89026595

政委办公室…………………89025500

副处长办公室………………89025119

报警中心……………………89025110

建设工程指挥部

综合部办公室………………89025009

策划部办公室………………8902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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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部办公室………………89025013

工程土建办公室……………89025012

工程材料办公室……………89025010

工程安装办公室……………89025011

总务处

后勤保障办公室……………89025190

能源管理中心………………89025518

收费点………………………89025188

配电室………………………89025000

校医院

护士值班室…………………89025120

护士办公室…………………89025043

图书馆

馆长办公室…………………89025325

南山书院借书处……………8902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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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书院复印室……………89025324

学府城借书处………………89025361

学府城办公室………………89025362

电子阅览室…………………89025326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办公室………………………89025804

测量实验中心………………89025340

力学实验室…………………89025351

化学实验室…………………89025350

物理实验室…………………89025352

后勤服务中心

办公室………………………89025511

浴室管理办公室……………89025022

89025339

饮食服务中心

办公室………………………8902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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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办公室…………………89025369

副经理办公室………………89025328

招待餐厅……………………89025318

招待餐厅吧台………………89025322

一餐厅………………………89025316

负一层值班室………………89025337

清真餐厅值班室……………89025327

院系系统

土木工程学院

办公室………………………89025168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办公室………………………89025164

管理学院

办公室………………………89025238

院长办公室…………………89025233



草堂校区

建大后勤电讯服务中心编制 49

书记办公室…………………89025236

副院长办公室………………89025232

教学办公室…………………89025237

科研、研究生办公室………89025235

学生工作办公室……………89025231

实验中心办公室……………89025234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办公室………………………89025208

机电工程学院

办公室………………………89025210

冶金学院

办公室………………………89025208

材料与矿资学院

办公室………………………8902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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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

办公室………………………89025225

文学院

办公室………………………89025251

院长办公室…………………89025258

书记办公室…………………89025256

副院长办公室………………89025255

89025253

教学办公室…………………89025252

科研、研究生办公室………89025251

学生工作办公室……………89025257

语言实验室…………………89025254

艺术学院

办公室………………………8902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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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办公室…………………89025296

书记办公室…………………89025299

副院长、副书记办公室……89025298

教学副院长办公室…………89025300

科研副院长办公室…………89025293

教学办公室…………………89025295

学生工作办公室……………89025291

教辅办公室…………………89025297

书刊阅览室…………………89025294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院

办公室………………………89025259

体育系

办公室………………………89025284

主任办公室…………………89025283

书记办公室…………………8902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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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副书记办公室……89025280

副主任办公室………………89025282

教学办公室…………………89025285

科研办公室…………………89025284

团委办公室…………………89025287

教研室………………………89025281

器材室………………………89025278

89025279

其他

高第屋业

办公室………………………89025192

工程部办公室………………89025193

紫阁书院办公室……………89025191

紫阁 1号公寓………………89025401

紫阁 2号公寓………………89025402

紫阁 3号公寓………………8902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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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阁 4号公寓………………89025404

紫阁 5号公寓………………89025405

方瑞物业

办公室………………………89025317

南山 1号公寓………………89025301

南山 2号公寓………………89025302

南山 3号公寓………………89025303

南山 4号公寓………………89025304

南山 5号公寓………………89025305

南山 6号公寓………………89025306

南山 7号公寓………………89025307

南山 8号公寓………………89025308

南山 9号公寓………………89025309

南山 10号公寓 ……………89025014

南山 11号公寓 ……………89025911

南山 12号公寓 ……………89025912

南山 13号公寓 ……………8902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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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校区
华清集团

综合部

书记办公室…………………82628119

董事总经理办公室…………82628888

副总经理办公室……………82628077

82628884

副书记办公室………………82628887

82628408

部长办公室…………………82628866

文秘办公室…………………82628132

综合办公室…………………82628136

档案室………………………82628659

收发室………………………82628468

信息中心……………………8262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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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工作部

部长办公室…………………82628896

副部长办公室………………82628892

财务部

部长办公室…………………82628885

副部长办公室………………82628133

结算室………………………82628116

监察审计部

办公室………………………82628496

部长办公室…………………82628135

资产管理部

办公室………………………82628826

部长办公室…………………82628820

副部长办公室………………82628883

核算组………………………82628417



幸福校区

建大后勤电讯服务中心编制56

材料组………………………82628418

水电组………………………82628833

固定资产组…………………82628881

人力资源部

办公室………………………82628826

部长办公室…………………82628820

副部长办公室………………82628883

人事档案室…………………82628893

教育事业部

办公室………………………82628402

部长办公室…………………82628120

安全保卫部

户籍室………………………82628127

部长办公室…………………82628882

保安队………………………82628125

治安科………………………8262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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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科………………………82628128

值班室………………………82628122

报警电话……………………82620110

北大门………………………82628121

东大门………………………82470510

安全环境部

部长办公室…………………82628838

副部长办公室………………82628837

卫生办公室…………………82628839

华清房地产公司

总经理办公室………………82628890

副总经理办公室……………82628160

总经理助理办公室…………82628889

综合事务部…………………82628195

开发部办公室………………82628149

工程部经理办公室…………8262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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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办公室…………………82628162

案场经理办公室……………82628146

行政秘书办公室……………82628193

营销策划部经理办公室……82628143

报建办公室…………………82628149

财务部………………………82628928

合同预算……………………82628193

客服中心……………………82628107

签约中心……………………82628188

服务前台……………………82629999

客服电话……………………82629999

82628156

82628157

82628158

82628159

82628144

值班室………………………8262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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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科物业管理公司

总经理办公室………………82628898

副总经理办公室……………82628970

综合主任办公室……………82628836

综合人事办公室……………82628191

华清物业公司

办公室………………………82628118

总经理办公室………………82628109

副总经理办公室……………82628108

82628110

财务部………………………82628102

工程部………………………82628113

环境美化部…………………82628101

客服部………………………82628111

客服一楼……………………8262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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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公司

办公室………………………82628419

总经理办公室………………82628433

副总经理办公室……………82628439

生产经营部…………………82628438

金属制品公司

总经理办公室………………82628388

副总经理办公室……………82628308

副总经理办公室……………82628316

办公室………………………82628430

销售组………………………82628309

采购组………………………82628315

技术组………………………82628429

电工班………………………82628426

值班室………………………8262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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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务公司

总经理办公室………………82628399

业务组………………………82628398

生产组………………………82628385

财务室………………………82628383

宝龙公司

办公室………………………82628722

后勤饮食中心

办公室………………………82628170

经理办公室…………………82628196

副经理办公室………………82628198

财务室………………………82628087

中心机房……………………8262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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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清学院

书记、院长办公室

院长办公室…………………82628660

书记办公室…………………82628300

副书记办公室………………82628229

副院长办公室………………82628228

副院长办公室………………82628266

副院长办公室………………82628230

党委工作部

办公室………………………82628311

组织管理中心、党群办公室…82628267

宣传与网络中心……………82628051

综合管理部

办公室………………………8262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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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中心、校友会办公室 82628222

招生办公室…………………82628201

综合档案室…………………82628363

校园管理中心………………82628010

财务管理部

办公室………………………82628368

财务结算中心………………82628211

会计核算中心………………82628370

资产管理中心………………82628289

人力资源部

办公室………………………82628311

人事管理中心、人才交流中心 82628050

教师发展中心………………82628025

合作交流中心………………82628359

教学管理部

办公室………………………82628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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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管理中心、创新办公室 …82628285

高教研究中心、科技管理中心·82628238
考务管理中心………………82628281

教学条件保障中心…………82628023

学籍管理部

办公室………………………82628350

学籍注册中心………………82628357

学位管理中心………………82628037

远程教学中心………………82201982

远程注册中心………………82628226

学生工作部

办公室………………………82628299

教育管理中心………………82628020

就业指导中心………………82628219

宿舍管理中心………………82628203

资助管理中心………………82628206

学生发展中心………………82628011



幸福校区

建大后勤电讯服务中心编制 65

团委

办公室………………………82628280

公共艺术教育中心…………82628312

大学生创新创业管理中心…82628306

国防教育与体育管理中心…82628356

继续教育部

办公室………………………82628269

培训管理中心………………82628296

社考管理中心………………82628283

图书馆

办公室………………………82628178

馆长办公室…………………82628177

值班室………………………82628179

调度室………………………82628480

机房…………………………82628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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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室………………………82628482

电子阅览室…………………82628483

校医院

办公室………………………82620120

网络中心

办公室………………………82628466

各系

环境工程系…………………82628217

材料与矿资工程系…………82628250

机械电子工程系……………82628246

建筑与艺术系………………82628213

经济贸易系…………………82628287

土木工程系…………………82628221

信息与控制工程系…………82628016

冶金工程系…………………8262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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