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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暑假期间后勤服务指南

全校各单位、广大师生：

为做好 2021 年暑假期间物业与维修、餐饮、班车等后

勤服务保障工作，方便师生医务员工，现将后勤有关服务方

式与联系电话予以公布。

一、物业篇

物业服务与维修服务电话表

校区

校园维修

服务电话
教职工宿舍区维修服务电话

物业服务 宿舍区 物业服务 供暖维修 公共水电维修

中心校区 （883）65000 南院宿舍 （883）61086 （883）62156

（883）66661

洪家楼校区 （883）76079

二、三、四宿舍 （883）75050 （883）77047

五宿舍 （863）33793 （883）77047

趵突泉校区 （883）82101
东村、西村、舜

玉小区
（883）80208 （883）80678

千佛山校区 （883）92177
东院、甸柳宿舍

北院、南院宿舍

（883）96620

（883）95168
（883）95650

兴隆山校区 （863）58066 南山小区 （863）58566
17686680031

18865925638
（863）58566

软件园校区 （883）9183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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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饮食篇

暑假食堂值班安排

校区 值班食堂 值班时间 值班联系人

中心校区
总值班：任文宁
办公电话：64423
手机：18678867570

负一层餐厅 7月 12 日—8月 8日
王洪振

15562544617

一层食堂
7月 12 日—7月 16 日

（四六级阅卷）
8月 9日—8月 29 日

赵甲林
15615771856

二层食堂 7月 12 日—8月 8日
陈希伟

15318810287

宴 会 7月 12 日—8月 29 日
王旭旭

15315318486

一多餐厅 停餐时间见餐厅通知。
来 京

15153119389

洪家楼校区
总值班：张 杰
办公电话：77140
手机：13789827660

九号食堂

7月 12 日—7月 31 日

亓 军
15069168391

刁兆欣
17076155553

8 月 1 日—8月 16 日

王 卓
15615771850

刘雪松
15606448060

8 月 17 日—8月 28 日

王 卓
15615771850

亓 军
15069168391

趵突泉校区
总值班：路晓雨
办公电话：82483
手机：13853183065

一层食堂 7月 12 日—8月 29 日
武恩波

13808928408

三层教工餐厅 7月 12 日—8月 29 日
张 帅

13793180118

千佛山校区
总值班：郝在安
办公电话：99176
手机：13853183151

西苑餐厅 7月 12 日—7月 18 日
陶友民

15339960987

舜园一层 7月 12 日—8月 29 日
黄丕斌

15866680692

舜园二层宴会 7月 12 日—8月 29 日
郭忠民

15339960990
兴隆山校区

总值班：刘 岩
办公电话：58086
手机：15066653685

欣园一层食堂 7月 12 日—8月 29 日

刘 岩
15066653685

贾 伟
13791029559

软件园校区
总值班：毛 震
办公电话：90663
手机：13853180099

一号食堂 7月 12 日—8月 29 日
赵庆胜

13012997736

青岛校区
总值班：潘福振
办公电话：

0532-58630551
手机：13853183197

一层食堂 7月 12 日—8月 9日
张胜林

13583149856

二层食堂 8月 10 日—8月 29 日
陈希栋

13153030626

宴 会 7月 12 日—8月 29 日
隋赵君

1839686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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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篇

暑假期间班车运行表

路 线 发车时间

五宿舍北门—洪家楼校区南门内—中心校区信息楼—马家庄宿舍—兴

隆山校区教学楼
7：00

洪家楼校区南门内—中心校区信息楼—兴隆山校区教学楼 17：30

兴隆山校区教学楼—中心校区—洪家楼校区—五宿舍 7：00 18：10

趵突泉校区停车场—千佛山校区南院北门—兴隆山校区教学楼 7：00 17：30

兴隆山校区教学楼—趵突泉校区—千佛山校区 7：00 18：10

注：我校班车交通车自 2021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29 日实行假期运行时间；调度室值班电话：（883）95765

四、生活、学习服务篇

各校区浴室暑假开放时间

中心校区 暑假期间，每周一、周三、周五，17:00—21:00 开放

洪家楼校区 暑假期间，每周一、周三、周五，17:00—21:00 开放

趵突泉校区
7月 13 日—9月 2日，每周二、周四、周日 15:00—20:00 开放。

9月 3日恢复正常开放时间。

千佛山校区
暑期开放时间为：每周二、周四、周六，15:00—21:00。

8月 30日起，恢复正常开放。

兴隆山校区 15:00—22:30

软件园校区 暑期期间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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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区开水房暑假开放时间

中心校区 暑假期间，每天，7:00—8:00,17:00—19:00 开放

洪家楼校区 暑假期间，每天，11:30—13:00,17:30—18:30 开放

趵突泉校区
7月 13 日-9 月 2 日，每天 11:00--13：00 开放

9月 3日恢复正常开放时间

千佛山校区

暑期西开水房关闭，东开水房每天开放，开放时间为：

早：07:00-08：00 中：11:00-13:00 晚：17:00-19:00

8 月 30 日起，恢复正常开放

兴隆山校区 24 小时开放

软件园校区 暑期期间正常开放

暑假期间各校区水电充值时间安排

校区 办理时间 办理地点 联系电话

中心校区

周一至周五

9:00—11:00

14:00—16:00
西门配电室 88364400

洪家楼校区

周一、周三、周六

9:00—11:00

14:00—16:00
配电室一层充值办公室 88375318

趵突泉校区

周一、周三、周五

9:00-11:00

14:00- 16:00
收费计量部（中心花园西） 88382160

千佛山校区

周一、周三、周五

9:00-11:00

14:00- 16:00
水电服务楼203室 88396760

兴隆山校区

周一、周三、周五

9:00-11:00

14:00- 16:00
学生事务中心 8635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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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快递服务站服务时间安排

快递服务站 服务时间 服务电话 负责人电话 地址

中心校区

公寓店

9:00-11:00

15:00-17:00
18753156756

15168862856

九号楼与十号楼之间

中心校区

数学楼店
停止营业 18753156756 老教学楼店

洪家楼校区

9:00-17；30

18668989492 18668989492 2号楼东侧

趵突泉校区
18663739675

13256675594
18668909520

6号公寓东头快递服务

中心

千佛山校区
15562580585

18853162015

西苑餐厅南20米快递

服务中心

软件园校区 10:00--17:00
15610123214

13256186964

13791110812

13964180721

六区架空层一楼东侧

兴隆山校区 9:00—17：00 15508610024 15508610024
八号学生公寓东侧中国邮

政

各校区快递服务电话

校 区 电 话

中心校区快递服务中心 15168862856

洪家楼校区快递服务中心 17663201749

趵突泉校区快递服务中心 13256675594

千佛山校区快递服务中心 18853162015

软件园校区快递服务中心 13791110812

兴隆山校区快递服务中心 155086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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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教室开放情况

中心校区

开放地点：知新楼 B座一层全部教室；

开放时间：暑假期间，7:30—22:30；

（期间如教室座位不能满足学生需求，会根据情况适当增加教室开放数量）

洪家楼校区

开放地点：公教楼一层全部教室；

开放时间：暑假期间，7:30—22:30；

（如教室座位不能满足学生需求，会根据情况适当增加教室开放数量）

趵突泉校区

1. 教九一层教室暑期期间正常开放。其中7月12日—8月2日教九9101、9103、

9104为暑期学校，其他教室为开放自习室。

2. 图西501自7月12号—7月25号开放为暑期学校，其他教室封闭检修清扫。

3. 7月13号起封闭教八、教二、图东教室进行检修清扫。

4. 9月1号图东教室正常开放，9月5日校区全部教室恢复正常开放。

千佛山校区
开放地点：教学9楼 204教室、205教室

开放时间： 07:00-22:30

兴隆山校区 讲学堂203/205/207/209/103/105/107/109教室；开放时间：7:00—22:30

软件园校区 暑假期间不开放

后勤保障部 兴隆山和软件园校区管理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