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联络办公室(浙江大学校友总会、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处)2021年暑期值班安排
月份 星期

七月

日期

综合信息部、
基金会秘书办公室

校友事务部

基金会
国内发展部

基金会
海外发展部

基金会
医学发展部

星期一 7月19日

全员在岗

星期二 7月20日

全员在岗

星期三 7月21日

全员在岗

星期四 7月22日

全员在岗

星期五 7月23日

全员在岗

星期一 7月26日

叶卿88981067
王锦88981792

星期二 7月27日

叶卿88981067
王锦88981792

星期三 7月28日

叶卿88981067
王锦88981792

基金会
院系服务部

基金会
项目管理部

基金会
财务投资部

张灿燕88981155
刘静文88981283
孙赫88981792

陈雪萍88208931

蒋庆荣88981461
阎文雯88206090
曾岳艳88981461 蔡张帆88208578 郭倖妤88206090
朱 惠88208828

崔晓红
88206364

郭脉88981395

蒋庆荣88981461
阎文雯88206090
曾岳艳88981461
蔡张帆88208578 郭倖妤88206090
王 倩87951019
朱 惠88208828

崔晓红
88206364

王诗雅88981587

张灿燕88981155
刘静文88981283

蒋庆荣88981461
王 倩87951019
蔡张帆88208578
朱 惠88208828

崔晓红
88206364

王诗雅88981587

张灿燕88981155
刘静文88981283

蒋庆荣88981461
王 倩87951019
蔡张帆88208578
朱 惠88208828

崔晓红
88206364

王诗雅88981587

张灿燕88981155
刘静文88981283

崔晓红
88206364

王诗雅88981587

张灿燕88981155
刘静文88981283

陈雪萍88208931
王惠英88208603
张丽88981073

陈雪萍88208931

陈雪萍88208931
王惠英88208603
张丽88981073

值班领导

翁

亮88808598

翁

亮88808598

翁

亮88808598

翁

亮88808598

翁

亮88808598

星期四 7月29日

叶卿88981067
王锦88981792

星期五 7月30日

叶卿88981067
王锦88981792

星期一 8月2日

庄代波88981347
沈炜鹏88981792

许淑婉87951019

刘婧88981587

陆娅婷88981283
骆凯强88981283

王文婷88208931

马

宏88981871

星期二 8月3日

庄代波88981347
沈炜鹏88981792

许淑婉87951019

刘婧88981587

陆娅婷88981283
骆凯强88981283

王文婷88208931
王云英88208603
张丽88981073

马

宏88981871

八月 星期三 8月4日

庄代波88981347
沈炜鹏88981792

许淑婉87951019

刘婧88981587

陆娅婷88981283
骆凯强88981283

王文婷88208931

马

宏88981871

星期四 8月5日

庄代波88981347
沈炜鹏88981792

满
舒

丰88981225
心88208981

刘婧88981587

陆娅婷88981283
骆凯强88981283

王文婷88208931
王云英88208603
张丽88981073

马

宏88981871

星期五 8月6日

庄代波88981347
沈炜鹏88981792

满
舒

丰88981225
心88208981

刘婧88981587

陆娅婷88981283
骆凯强88981283

王文婷88208931

马

宏88981871

蒋庆荣88981461
朱 惠88208828 蔡张帆88208578

陈雪萍88208931

发展联络办公室(浙江大学校友总会、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处)2021年暑期值班安排
月份 星期

八月

日期

综合信息部、
基金会秘书办公室

校友事务部

基金会
国内发展部

基金会
海外发展部

基金会
医学发展部

基金会
院系服务部

基金会
项目管理部

基金会
财务投资部

值班领导

星期一 8月9日

周爱华88981347
顾佳明88981792

满
舒

丰88981225
心88208981

方艺88206597

何升国
88206364

陈振华88981587

章春盈88206564
张猛88206564

石宁88208870
汪平88208870

徐瑞君88208600

星期二 8月10日

周爱华88981347
顾佳明88981792

满
舒

丰88981225
心88208981

方艺88206597

何升国
88206364

陈振华88981587

章春盈88206564
张猛88206564

石宁88208870
王云英88208603
杨燮琛88981073

徐瑞君88208600

星期三 8月11日

周爱华88981347
顾佳明88981792

满
舒

丰88981225
心88208981

方艺88206597

何升国
88206364

陈振华88981587

章春盈88206564
张猛88206564

石宁88208870
汪平88208870

徐瑞君88208600

星期四 8月12日

周爱华88981347
顾佳明88981792

程红梅88208828

方艺88206597

何升国
88206364

陈振华88981587

章春盈88206564
张猛88206564

石宁88208870
王惠英88208603
杨燮琛88981073

徐瑞君88208600

星期五 8月13日

周爱华88981347
顾佳明88981792

程红梅88208828

方艺88206597

何升国
88206364

陈振华88981587

章春盈88206564
张猛88206564

石宁88208870
汪平88208870

徐瑞君88208600

星期一 8月16日

刘敏88981687
张平88981067

孙敏译88981225

汪平88208870

顾玉林88208588

星期二 8月17日

刘敏88981687
张平88981067

孙敏译88981225

王惠英88208603
杨燮琛88981073

顾玉林88208588

星期三 8月18日

刘敏88981687
张平88981067

孙敏译88981225

汪平88208870

顾玉林88208588

星期四 8月19日

刘敏88981687
张平88981067

王惠英88208603
杨燮琛88981073

顾玉林88208588

星期五 8月20日

毛珺88208931

顾玉林88208588

星期一 8月23日

毛珺88208931

沈黎勇88982068
党 颖88208570

盛奇88206597

郭倖妤88206090

王芬88981395

夏淑艺 88981155
蔡秀 88206564

盛奇88206597

郭倖妤88206090

王芬88981395

夏淑艺 88981155
蔡秀 88206564

盛奇88206597

阎文雯88206090
郭倖妤88206090

王芬88981395

夏淑艺 88981155
蔡秀 88206564

孙敏译88981225
程红梅88208828

盛奇88206597

阎文雯88206090

王芬88981395

夏淑艺 88981155
蔡秀 88206564

刘敏88981687
张平88981067

孙敏译88981225
程红梅88208828

盛奇88206597

阎文雯88206090

王芬88981395

夏淑艺 88981155
蔡秀 88206564

王孟柯88981329
顾超男88981347
王剑88981792

王阳阳88208986
王 倩87951019
方建薇87951019
程红梅88208828

倪倩88208578

虞云婷88206090 钱雪娇88206225

郭脉88981395

叶盛88981155

发展联络办公室(浙江大学校友总会、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处)2021年暑期值班安排
月份 星期

八月

日期

综合信息部、
基金会秘书办公室

校友事务部
王阳阳88208986
王 倩87951019
方建薇87951019

星期二 8月24日

王孟柯88981329
顾超男88981347
王剑88981792

星期三 8月25日

王孟柯88981329
顾超男88981347
王剑88981792

王阳阳88208986
曾岳艳88981461
方建薇87951019

星期四 8月26日

王孟柯88981329
顾超男88981347

王阳阳88208986
曾岳艳88981461
方建薇87951019

星期五 8月27日

王孟柯88981329
顾超男88981347

王阳阳88208986
曾岳艳88981461
方建薇87951019

基金会
国内发展部

基金会
海外发展部

基金会
医学发展部

基金会
项目管理部

基金会
财务投资部

值班领导

倪倩88208578

虞云婷88206090 钱雪娇88206225

郭脉88981395

孙赫88981792
叶盛88981155

王云英88208603
杨燮琛88981073

沈黎勇88982068
党 颖88208570

倪倩88208578

虞云婷88206090 钱雪娇88206225

郭脉88981395

孙赫88981792
叶盛88981155

毛珺88208931

沈黎勇88982068
党 颖88208570

倪倩88208578

虞云婷88206090 钱雪娇88206225 王诗雅88981587

孙赫88981792
叶盛88981155

毛珺88208931
王云英88208603
张丽88981073

沈黎勇88982068
党 颖88208570

倪倩88208578

虞云婷88206090 钱雪娇88206225

孙赫88981792
叶盛88981155

毛珺88208931

沈黎勇88982068
党 颖88208570

星期一 8月30日

全员在岗

星期二 8月31日

全员在岗

星期三 9月1日

全员在岗

九月 星期四 9月2日

全员在岗

星期五 9月3日

全员在岗

备注：
1、基金会财务对外报销时间为每周二、四。
2、上班人员应保持信息畅通，有重要情况及时向领导报告；
3、每日上班结束，注意门窗、空调、电源关闭，确保安全。

基金会
院系服务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