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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 星期四 何巧华 陈志聪 李葳葳 8月11日 星期五 周丹 黄勇 陈博文

7月14日 星期五 黄彬彬 池志春 李葳葳 8月12日 星期六 许丽梅 王显忠 陈博文

7月15日 星期六 黄慧琴 邓鹭涛 陈丽萍 8月13日 星期日 翁淑榕 郑培城 杨梅芸

7月16日 星期日 黄康 郭文茂 陈丽萍 8月14日 星期一 常铮 林若川 杨梅芸

7月17日 星期一 纪丽娜 何彦晖 陈丽萍 8月15日 星期二 郭锂玲 李文耀 张德意

7月18日 星期二 康淑琼 何焰 辛苗苗 8月16日 星期三 黄丽 陈天明 张德意

7月19日 星期三 林丹 黄君伟 张学翎 8月17日 星期四 陈涵 王文杰 张庆萱

7月20日 星期四 刘美娜 黄良杵 张学翎 8月18日 星期五 林靖嫔 陈福忠 张庆萱

7月21日 星期五 杨文雁 黄晓岩 吴加其 8月19日 星期六 郑燕兰 蔡方增 邵彩燕

7月22日 星期六 赵静 黄业峰 吴加其 8月20日 星期日 赵欣怡 陈实 邵彩燕

7月23日 星期日 郑静 赖源发 肖孟君 8月21日 星期一 郭天怡 李兆洪 康兆春

7月24日 星期一 朱勇征 赖镇平 肖孟君 8月22日 星期二 靖亚芳 王慈 康兆春

7月25日 星期二 胡佳 李正鹏 林芙蓉 8月23日 星期三 周晓玲 姚望 黄丽玲

7月26日 星期三 尹芳 林尔翔 林芙蓉 8月24日 星期四 陈鼎庄 杨晓俊 黄丽玲

7月27日 星期四 颜凤娇 林清树 郑玉萍 8月25日 星期五 张贤 刘畅浩 王昂

7月28日 星期五 王艳 林哲人 郑玉萍 8月26日 星期六 赵江艳 傅旭东 王昂

7月29日 星期六 王燕云 卢光义 施雯 8月27日 星期日 王欢 卢发中 王晓俊

7月30日 星期日 李阳 罗永乐 施雯 8月28日 星期一 刘睿 周文磊 王晓俊

7月31日 星期一 姚秋虹 倪丹 黄夏 8月29日 星期二 姜丽华 陈坤胜 王晓俊

8月1日 星期二 林慧霞 欧阳寅刿 黄夏 8月30日 星期三 林宇虹 苏思颖 李炳祥

8月2日 星期三 朱玲 王阁 曾文兴 8月31日 星期四 谢燕卿 游其华 郑秋燕

8月3日 星期四 孙琳 王侠 曾文兴 9月1日 星期五 邹忠爱 陈金垒 郑秋燕

8月4日 星期五 汤丽华 吴鹏华 王丹丹 9月2日 星期六 赵晶 简荣杰 辛苗苗

8月5日 星期六 张筱莉 徐省文 王丹丹 9月3日 星期日 陈银珊 黄智霖 陈博文

8月6日 星期日 朱若然 徐武廷 李葳葳 9月4日 星期一 贺雪连 杨维四 张学翎

8月7日 星期一 游文静 叶思艺 李炳祥 9月5日 星期二 周艳丽 钟碧波 吴加其

8月8日 星期二 刘淑芳 郑开渠 李炳祥 9月6日 星期三 陈可赢 周频 杨梅芸

8月9日 星期三 张晓慧 庄向霆 张庆萱 9月7日 星期四 陈鹭洁 江绍兴 邵彩燕

8月10日 星期四 蔡秋艳 邓忠林 辛苗苗 范莉梅 9月8日 星期五 陈晓婷 李志阳 肖孟君

学生宿舍区值班
（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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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2017年暑假值班表
（7月13日——9月8日）

日   期 星  期
行政值班

学生宿舍区值班
（全天） 带班

领导
日   期 星  期

行政值班

    3、如遇突发事件或重大问题应及时向带班领导汇报，严格按照领导指示进行处理。
       带班领导联系方式：党委书记张剑辉 13806067205；常务副校长谢增鸿 13606018585；副校长陈民伟 13950117983；副校长赵丽
13696934988；应用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庄峙厦 13606089977；校长助理叶桐 13101433628；校长助理王唐维萍 15980901359。
       相关单位联系方式：市教育局值班电话 2135593；省教育工委值班电话 0591-87822232；学村派出所 0592-7797105

2017年7月

制表人： 领导审批：

值班注意事项:

    1、 学校行政值班时间：白班：9：00-17：00；夜班：17：00-9：00
        值班地点：齐礼楼105值班室（夜班人员休息地点）
        值班室电话：0592-6276211

        学生宿舍区值班时间：9:00-次日9:00。值班地点：公寓区办公室。带班人员为当天值班工作总负责人，值班人员负责转接公寓
办值班室电话6276219，保证公寓办电话24小时有人接听。

    2、学校行政值班岗位职责按照《寒暑假值班须知》的有关规定执行，学生宿舍区的值班岗位职责按照学生处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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