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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文件

漓院政办〔2019〕28号

关于做好我校 2019 年暑假期间值班工作的

通 知

各二级学院，各单位：

2019年暑假将至，为切实做好我校暑假期间值班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布置如下：

一、行政值班

行政值班人员（见附件 1）值班时间安排为 2019年 7月 7日

（星期日）至 8月 31日（星期六）。

二、电话值班

电话值班人员（见附件 2）要保持电话 24小时畅通，如遇突

发事件，须及时返回学校处理。

三、值班职责

（一）行政工作

1.组织协调各值班小组的日常事务；

2.接收邮局送达党政事务部的信件报刊，重要邮件要及时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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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收自治区教育厅和广西师范大学下发的文件，重要文件

要及时处理；

4.组织并督促教室管理员对教室、机房、语音室及办公区域

进行巡逻检查，做好巡逻检查情况登记，配合值班领导处理突发

事件。

5.认真填写《值班情况登记表》，做好交接班工作，每天 16:00

电话提醒下一位值班员。

（二）后勤保卫工作

1.后勤保卫处要确保值班车辆畅通；

2.后勤保卫处要确保水电正常供应，检查督促门岗值班员的

值班工作；

3.后勤保卫处负责校园日常安保工作，及时排查校园安全隐

患。

（三）电话值班

1.电话值班人员在值班期间严守纪律，遵守各项管理制度，

保证电话畅通；

2.电话值班人员负责协调处理职责范围内的各类事务，如遇

突发事件，及时返回学校处理；

3.电话值班人员及时向本单位负责人和分管或联系校领导报

告重要事件和重要情况，承办领导交办的有关事项。

四、交接班车辆安排及交接班要求

行政值班接班人员于早上 8:00 在育才校区南大门乘车到雁

山校区，交班人员于下午 17:00从雁山校区乘车返回育才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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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在育才南门交接班，值班材料（含值班电话、办公室钥匙、

值班情况登记表）需值班人员当面交接。

五、纪律要求

（一）值班人员要按时到岗，坚守值班岗位，严肃认真完成

值班任务；时刻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意识，如遇到突发事件，值

班人员要齐心协力、集体行动，共同解决问题，信息及时上报值

班领导。

（二）值班期间实行钉钉考勤，各单位值班人员要严格遵守

考勤制度，到校后和离校前均要做好钉钉考勤。值班人员的补贴

以钉钉考勤为依据。

六、值班地点及办公室电话

（一）行政值班

值班电话：18977366189、3696366，值班地点：知善楼 8207

室，值班时间：9:00—12:00，14:00—17:00。

（二）后勤保卫值班（24小时值班）

（1）车队：18907736980、3696253，值班地点：尚善楼地

下停车场；

（2）水电班：13217733880、3696151，值班地点：明善楼

203室；

（3）保卫部门：18978694321（付健）、3696711（办公室）、

3696093（门卫岗），3696110（警务室）

（八）值班总调度

蒋毅（13707736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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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19年暑假行政值班人员

安排表

2.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2019年暑假各单位电话值班

人员安排表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19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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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19 年暑假值班人员安排表

日 期
行政组 后勤保障组

值班校领导 联系电话
值班员 联系电话 水电值班 车队值班 保卫处值班 联系电话

7 月 7 日
彭黛曼

18977366189

（值班手机）

07733696366

（办公室）

07733696266

（传真号）

莫顺斌 李庆德 黎志刚 谭健平
保卫处：

18978694321

（付健）

07733696711

（办公室）

07733696093

（门卫岗）

07733696110

（警务室）

车队：

18907736980

（值班手机）

07733696253

（办公室）

水电：

07733696151

（办公室）

13217733880

（值班手机）

杨树喆
18977366189

（值班手机）

7月 8日 尹倩文 莫顺斌 李庆德 黎志刚 谭健平 杨树喆 18977366189

（值班手机）

07733696366

（办公室）

07733696266

（传真号）

7月 9日 尹倩文 莫顺斌 李庆德 黎志刚 谭健平 杨树喆 18977366189

（值班手机）

07733696366

（办公室）

07733696266

（传真号）

7月10日 邓芳 莫顺斌 李庆德 黎志刚 谭健平 杨树喆 18977366189

（值班手机）

07733696366

（办公室）

07733696266

（传真号）

7月11日 邓芳 莫顺斌 李庆德 黎志刚 谭健平 杨树喆 18977366189

（值班手机）

07733696366

（办公室）

07733696266

（传真号）

7月12日 彭黛曼 莫顺斌 李庆德 黎志刚 谭健平 杨树喆 18977366189

（值班手机）

07733696366

（办公室）

07733696266

（传真号）

7月13日 彭黛曼 莫顺斌 李庆德 黎志刚 谭健平 杨树喆 18977366189

（值班手机）

07733696366

（办公室）

07733696266

（传真号）

7月14日 彭黛曼 莫顺斌 李庆德 李佳章 谭健平 杨树喆 18977366189

（值班手机）

07733696366

（办公室）

07733696266

（传真号）

7月15日 杨麟 莫顺斌 李庆德 李佳章 谭健平 杨树喆 18977366189

07733696366

（办公室）

07733696266

（传真号）

7月16日 杨麟 莫顺斌 李庆德 李佳章 谭健平 杨树喆 18977366189

（值班手机）

07733696366

（办公室）

07733696266

（传真号）

7月17日 邓芳 莫顺斌 李庆德 李佳章 谭健平 唐文红 13737715553

7月18日 邓芳 莫顺斌 李庆德 李佳章 谭健平 唐文红 13737715553

7月19日 姚杰 莫顺斌 李庆德 李佳章 谭健平 唐文红 13737715553

7月20日 姚杰 莫顺斌 李庆德 李佳章 谭健平 唐文红 13737715553

7月21日 姚杰 孔祥江 范奕宝 唐永忠 谭健平 唐文红 13737715553

7月22日 包博雅 孔祥江 范奕宝 唐永忠 谭健平 唐文红 13737715553

7月23日 包博雅 孔祥江 范奕宝 唐永忠 潘丞以 唐文红 1373771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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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 周素萍 孔祥江 范奕宝 唐永忠 潘丞以 唐文红 13737715553

7月25日 周素萍

18977366189

（值班手机）

07733696366

（办公室）

07733696266

（传真号）

孔祥江 范奕宝 唐永忠 潘丞以

保卫处：

18978694321

（付健）

07733696711

（办公室）

07733696093

（门卫岗）

07733696110

（警务室）

车队：

18907736980

（值班手机）

07733696253

（办公室）

水电：

07733696151

（办公室）

13217733880

（值班手机）

唐文红 13737715553

7月26日 邓伟江 孔祥江 范奕宝 唐永忠 潘丞以 唐文红 13737715553

7月27日 邓伟江 孔祥江 范奕宝 唐永忠 潘丞以 邓志平 13507731058

7月28日 邓伟江 孔祥江 范奕宝 章有臣 潘丞以 邓志平 13507731058

7月29日 黎春睿 孔祥江 范奕宝 章有臣 潘丞以 邓志平 13507731058

7月30日 黎春睿 孔祥江 范奕宝 章有臣 潘丞以 邓志平 13507731058

7月31日 王忠 孔祥江 范奕宝 章有臣 潘丞以 邓志平 13507731058

8 月 1 日 王忠 孔祥江 范奕宝 章有臣 潘丞以 邓志平 13507731058

8 月 2 日 彭黛曼 孔祥江 范奕宝 章有臣 潘丞以 邓志平 13507731058

8 月 3 日 彭黛曼 孔祥江 范奕宝 章有臣 潘丞以 邓志平 13507731058

8 月 4 日 彭黛曼 文明芳 韦加克 廖志林 潘丞以 邓志平 13507731058

8 月 5 日 江丽漓 文明芳 韦加克
廖志林 潘丞以 祝芸芸 13978322805

8 月 6 日 江丽漓 文明芳 韦加克
廖志林 潘丞以 祝芸芸 13978322805

8 月 7 日 张树红 文明芳 韦加克 廖志林 潘丞以 祝芸芸 13978322805

8 月 8 日 张树红 文明芳 韦加克
廖志林 潘丞以 祝芸芸 13978322805

8 月 9 日 王嘉伟 文明芳 韦加克 廖志林 秦鑫 祝芸芸 13978322805

8月10日 王嘉伟 文明芳 韦加克 廖志林 秦鑫 祝芸芸 13978322805

8月11日 王嘉伟 文明芳 韦加克 吴兴祥 秦鑫 祝芸芸 13978322805

8月12日 梁如菡 文明芳 韦加克 吴兴祥 秦鑫 祝芸芸 1397832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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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 梁如菡 文明芳 韦加克 吴兴祥 秦鑫 祝芸芸 13978322805

8月14日 刘颜 文明芳 韦加克 吴兴祥 秦鑫 刘文革 13152581616

8月15日 刘颜

18977366189

（值班手机）

07733696366

（办公室）

07733696266

（传真号）

文明芳 韦加克 吴兴祥 秦鑫 保卫处：

18978694321

（付健）

07733696711

（办公室）

07733696093

（门卫岗）

07733696110

（警务室）

车队：

18907736980

（值班手机）

07733696253

（办公室）

水电：

07733696151

（办公室）

13217733880

（值班手机）

刘文革 13152581616

8月16日 尹祖荣 文明芳 韦加克 吴兴祥 秦鑫 刘文革 13152581616

8月17日 尹祖荣 文明芳 韦加克 吴兴祥 秦鑫 刘文革 13152581616

8月18日 尹祖荣 李普乾 杨胜华
林秋宁 秦鑫 刘文革 13152581616

8月19日 刘玲娟 李普乾 杨胜华
林秋宁 秦鑫 刘文革 13152581616

8月20日 刘玲娟 李普乾 杨胜华 林秋宁 付健 刘文革 13152581616

8月21日 陈文翰 李普乾 杨胜华 林秋宁 付健 刘文革 13152581616

8月22日 陈文翰 李普乾 杨胜华 林秋宁 付健 刘文革 13152581616

8月23日 张燕香 李普乾 杨胜华 林秋宁 付健 杨庆庆 18977348000

8月24日 张燕香 李普乾 杨胜华
林秋宁 付健 杨庆庆 18977348000

8月25日 张燕香 李普乾 杨胜华
刘向军 付健 杨庆庆 18977348000

8月26日 马俊涛 李普乾 杨胜华 刘向军 付健 杨庆庆 18977348000

8月27日 马俊涛 李普乾 杨胜华 刘向军 付健 杨庆庆 18977348000

8月28日 李绍斌 李普乾 杨胜华 刘向军 付健 杨庆庆 18977348000

8月29日 李绍斌 李普乾 杨胜华 刘向军 付健 杨庆庆 18977348000

8月30日 马玲玲 李普乾 杨胜华
刘向军 付健 杨庆庆 18977348000

8月31日 马玲玲 李普乾 杨胜华
刘向军 付健 杨庆庆 189773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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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19 年暑假各学院各部门电话值班人员
安排表

日期
人力资

源部

学生

事务部

教学科

研处

合作发展

处

财务资

产处

后勤保

卫处

实验教

学与网

络信息

中心

图书馆/

档案馆

语言文

学学院

传媒学

院

经济与管

理学院

商贸与

法律学

院

教育与

音乐学

院

设计学

院

体育与

健康学

院

理工学

院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7 月 7 日 林榆峰 王瑞 李明阳 蒋远宏 黄春妮 刘述曦 韦加法 韦恩洁 陆巧华 孙俊 彭润华 林驰 黄小玲 海慕云 李善华 刘亮龙 阳建琼

7 月 8 日 林榆峰 王瑞 李明阳 蒋远宏 黄春妮 刘述曦 韦加法 韦恩洁 陆巧华 孙俊 彭润华 林驰 黄小玲 海慕云 李善华 刘亮龙 阳建琼

7 月 9 日 林榆峰 王瑞 李明阳 蒋远宏 黄春妮 刘述曦 韦加法 韦恩洁 陆巧华 孙俊 彭润华 林驰 黄小玲 海慕云 李善华 刘亮龙 阳建琼

7月10日 林榆峰 王瑞 李明阳 蒋远宏 黄春妮 刘述曦 代国勇 韦恩洁 陆巧华 孙俊 彭润华 林驰 黄小玲 海慕云 李善华 刘亮龙 阳建琼

7月11日 林榆峰 王瑞 李明阳 蒋远宏 黄春妮 刘述曦 代国勇 韦恩洁 陆巧华 孙俊 彭润华 林驰 黄小玲 海慕云 李善华 刘亮龙 阳建琼

7月12日 林榆峰 王瑞 李明阳 蒋远宏 黄春妮 刘述曦 代国勇 韦恩洁 陆巧华 孙俊 彭润华 林驰 黄小玲 海慕云 李善华 刘亮龙 阳建琼

7月13日 林榆峰 王瑞 李明阳 蒋远宏 黄春妮 刘述曦 李尤 程风杰 陆巧华 孙俊 彭润华 林驰 黄小玲 贺雷 李善华 刘亮龙 阳建琼

7月14日 林榆峰 王瑞 李明阳 蒋远宏 黄春妮 刘述曦 李尤 程风杰 陆巧华 孙俊 彭润华 林驰 黄小玲 贺雷 李善华 刘亮龙 阳建琼

7月15日 邓芳 王瑞 李明阳 蒋远宏 黄春妮 刘述曦 李尤 程风杰 陆巧华 孙俊 彭润华 林驰 黄小玲 贺雷 李善华 刘亮龙 阳建琼

7月16日 邓芳 王瑞 李明阳 蒋远宏 黄春妮 刘述曦 黎娟 程风杰 陆巧华 孙俊 彭润华 林驰 黄小玲 贺雷 李善华 刘亮龙 阳建琼

7月17日 邓芳 王瑞 李明阳 张超锋 黄春妮 刘述曦 黎娟 程风杰 陆巧华 孙俊 彭润华 林驰 黄小玲 贺雷 李善华 刘亮龙 阳建琼

7月18日 邓芳 王瑞 李明阳 张超锋 黄春妮 秦鑫 黎娟 程风杰 陆巧华 孙俊 彭润华 林驰 黄小玲 贺雷 李善华 刘亮龙 阳建琼

7月19日 邓芳 王瑞 李明阳 张超锋 黄春妮 秦鑫 姚杰 马玲玲 陆巧华 孙俊 彭润华 林驰 黄小玲 贺雷 李善华 刘亮龙 阳建琼



- 9 -

7月20日 邓芳 王瑞 肖立章 张超锋 黄春妮 秦鑫 姚杰 马玲玲 韦微 孙俊 彭润华 林驰 熊云云 贺雷 李善华 刘亮龙 阳建琼

7月21日 邓芳 林凤凤 肖立章 张超锋 黄春妮 秦鑫 姚杰 马玲玲 韦微 王朝元 秦丽芸 林驰 熊云云 贺雷 郭时骏 刘亮龙 阳建琼

7月22日 邓芳 林凤凤 肖立章 张超锋 黄春妮 秦鑫 姚杰 马玲玲 韦微 王朝元 秦丽芸 林驰 熊云云 贺雷 郭时骏 刘亮龙 阳建琼

7月23日 邓芳 林凤凤 肖立章 张超锋 黄春妮 秦鑫 徐艺 马玲玲 韦微 王朝元 秦丽芸 林驰 熊云云 贺雷 郭时骏 谢国榕 阳建琼

7月24日 刘莹 林凤凤 肖立章 张超锋 黄春妮 秦鑫 徐艺 马玲玲 韦微 王朝元 秦丽芸 林驰 熊云云 贺雷 郭时骏 谢国榕 阳建琼

7月25日 刘莹 林凤凤 肖立章 张超锋 黄春妮 秦鑫 徐艺 周素萍 韦微 王朝元 秦丽芸 陈建文 熊云云 贺雷 郭时骏 谢国榕 阳建琼

7月26日 刘莹 林凤凤 肖立章 张超锋 庞一飞 秦鑫 徐艺 周素萍 韦微 王朝元 秦丽芸 陈建文 熊云云 贺雷 郭时骏 谢国榕 阳建琼

7月27日 刘莹 林凤凤 文孙勇 张超锋 庞一飞 秦鑫 沈佳庆 周素萍 韦微 王朝元 秦丽芸 陈建文 熊云云 贺雷 郭时骏 谢国榕 阳建琼

7月28日 刘莹 林凤凤 文孙勇 邓慧玲 庞一飞 秦鑫 沈佳庆 周素萍 韦微 王朝元 秦丽芸 陈建文 熊云云 贺雷 郭时骏 谢国榕 阳建琼

7月29日 刘莹 林凤凤 文孙勇 邓慧玲 庞一飞 滕起 沈佳庆 周素萍 韦微 王朝元 秦丽芸 陈建文 熊云云 贺雷 郭时骏 谢国榕 阳建琼

7月30日 刘莹 林凤凤 文孙勇 邓慧玲 庞一飞 滕起 沈佳庆 周素萍 韦微 王朝元 秦丽芸 陈建文 熊云云 张丽 郭时骏 谢国榕 阳建琼

7月31日 刘莹 林凤凤 文孙勇 邓慧玲 庞一飞 滕起 王健 周素萍 韦微 王朝元 秦丽芸 陈建文 熊云云 张丽 郭时骏 谢国榕 阳建琼

8 月 1 日 刘莹 林凤凤 文孙勇 邓慧玲 庞一飞 滕起 王健 陈捷 陈锴 王朝元 秦丽芸 陈建文 熊云云 张丽 郭时骏 谢国榕 阳建琼

8 月 2 日 何秀梅 林凤凤 文孙勇 邓慧玲 庞一飞 滕起 王健 陈捷 陈锴 王朝元 秦丽芸 陈建文 周杰 张丽 郭时骏 谢国榕 阳建琼

8 月 3 日 何秀梅 林凤凤 杨杰夫 邓慧玲 庞一飞 滕起 王健 陈捷 陈锴 王朝元 秦丽芸 陈建文 周杰 张丽 郭时骏 谢国榕 阳建琼

8 月 4 日 何秀梅 陈俊杰 杨杰夫 邓慧玲 庞一飞 滕起 李殷峰 陈捷 陈锴 胡又嘉 李志献 陈建文 周杰 张丽 郭时骏 谢国榕 阳建琼

8 月 5 日 何秀梅 陈俊杰 杨杰夫 邓慧玲 庞一飞 滕起 李殷峰 陈捷 陈锴 胡又嘉 李志献 陈建文 周杰 张丽 涂海宁 谢国榕 阳建琼

8 月 6 日 何秀梅 陈俊杰 杨杰夫 邓慧玲 庞一飞 滕起 李殷峰 陈捷 陈锴 胡又嘉 李志献 陈建文 周杰 张丽 涂海宁 林庆南 张常永

8 月 7 日 何秀梅 陈俊杰 杨杰夫 邓慧玲 庞一飞 滕起 李殷峰 陈捷 陈锴 胡又嘉 李志献 陈建文 周杰 张丽 涂海宁 林庆南 张常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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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 何秀梅 陈俊杰 杨杰夫 胡晓霞 庞一飞 滕起 覃家奇 张菁 陈锴 胡又嘉 李志献 陈建文 周杰 张丽 涂海宁 林庆南 张常永

8 月 9 日 何秀梅 陈俊杰 杨杰夫 胡晓霞 庞一飞 谭健平 覃家奇 张菁 陈锴 胡又嘉 李志献 陈建文 周杰 张丽 涂海宁 林庆南 张常永

8月10日 何秀梅 陈俊杰 文孙勇 胡晓霞 庞一飞 谭健平 覃家奇 张菁 陈锴 胡又嘉 李志献 陈建文 周杰 张丽 涂海宁 林庆南 张常永

8月11日 陈琳 陈俊杰 文孙勇 胡晓霞 庞一飞 谭健平 覃家奇 张菁 江仿 胡又嘉 李志献 陈建文 周杰 张丽 涂海宁 林庆南 张常永

8月12日 陈琳 陈俊杰 文孙勇 胡晓霞 庞一飞 谭健平 凌忠 张菁 江仿 胡又嘉 李志献 陈建文 周杰 张丽 涂海宁 林庆南 张常永

8月13日 陈琳 陈俊杰 文孙勇 胡晓霞 沈云 谭健平 凌忠 张菁 江仿 胡又嘉 李志献 甘华成 周杰 张丽 涂海宁 林庆南 张常永

8月14日 陈琳 陈俊杰 文孙勇 胡晓霞 沈云 谭健平 凌忠 张菁 江仿 胡又嘉 李志献 甘华成 周杰 张丽 涂海宁 林庆南 张常永

8月15日 陈琳 陈俊杰 文孙勇 胡晓霞 沈云 谭健平 凌忠 张燕香 江仿 胡又嘉 李志献 甘华成 周杰 张丽 涂海宁 林庆南 张常永

8月16日 陈琳 陈俊杰 文孙勇 胡晓霞 沈云 谭健平 尹祖荣 张燕香 江仿 胡又嘉 李志献 甘华成 周杰 曾子杰 涂海宁 林庆南 张常永

8月17日 陈琳 陈俊杰 肖立章 胡晓霞 沈云 谭健平 尹祖荣 张燕香 江仿 胡又嘉 李志献 甘华成 彭超 曾子杰 涂海宁 林庆南 张常永

8月18日 陈琳 汤靖 肖立章 胡晓霞 沈云 谭健平 尹祖荣 张燕香 江仿 王德彬 韩磊 甘华成 彭超 曾子杰 刘波 林庆南 张常永

8月19日 陈琳 汤靖 肖立章 周智慧 沈云 谭健平 尹祖荣 张燕香 江仿 王德彬 韩磊 甘华成 彭超 曾子杰 刘波 林庆南 张常永

8月20日 王嘉伟 汤靖 肖立章 周智慧 沈云 丁浩 陈文翰 张燕香 何玲 王德彬 韩磊 甘华成 彭超 曾子杰 刘波 林庆南 张常永

8月21日 王嘉伟 汤靖 肖立章 周智慧 沈云 丁浩 陈文翰 张燕香 何玲 王德彬 韩磊 甘华成 彭超 曾子杰 刘波 林庆南 张常永

8月22日 王嘉伟 汤靖 肖立章 周智慧 沈云 丁浩 陈文翰 袁开隆 何玲 王德彬 韩磊 甘华成 彭超 曾子杰 刘波 林庆南 张常永

8月23日 王嘉伟 汤靖 肖立章 周智慧 沈云 丁浩 陈文翰 袁开隆 何玲 王德彬 韩磊 甘华成 彭超 曾子杰 刘波 林庆南 张常永

8月24日 王嘉伟 汤靖 杨杰夫 周智慧 沈云 丁浩 李绍斌 袁开隆 何玲 王德彬 韩磊 甘华成 彭超 曾子杰 刘波 金云亮 张常永

8月25日 王嘉伟 汤靖 杨杰夫 周智慧 沈云 丁浩 李绍斌 袁开隆 何玲 王德彬 韩磊 甘华成 彭超 曾子杰 刘波 金云亮 张常永

8月26日 王嘉伟 汤靖 杨杰夫 周智慧 沈云 丁浩 李绍斌 袁开隆 何玲 王德彬 韩磊 甘华成 彭超 曾子杰 刘波 金云亮 张常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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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 王嘉伟 汤靖 杨杰夫 周智慧 沈云 丁浩 李绍斌 袁开隆 何玲 王德彬 韩磊 甘华成 彭超 曾子杰 刘波 金云亮 张常永

8月28日 王嘉伟 汤靖 杨杰夫 周智慧 沈云 丁浩 黄永恒 袁开隆 何玲 王德彬 韩磊 甘华成 彭超 曾子杰 刘波 金云亮 张常永

8月29日 王嘉伟 汤靖 杨杰夫 周智慧 沈云 丁浩 黄永恒 袁开隆 何玲 王德彬 韩磊 甘华成 彭超 曾子杰 刘波 金云亮 张常永

8月30日 王嘉伟 汤靖 杨杰夫 周智慧 沈云 丁浩 黄永恒 袁开隆 何玲 王德彬 韩磊 甘华成 彭超 曾子杰 刘波 金云亮 张常永

8月31日 王嘉伟 汤靖 杨杰夫 周智慧 沈云 丁浩 黄永恒 袁开隆 何玲 王德彬 韩磊 甘华成 彭超 曾子杰 刘波 金云亮 张常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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