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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学院
复旦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系、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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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所
…………………………………………………………………………………………
历史学系
………………………………………………………………………………………
旅游学系
………………………………………………………………………………………
哲学学院
………………………………………………………………………………………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
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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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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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国际问题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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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设计系
……………………………………………………………………………………
高等教育研究所
………………………………………………………………………………

12
12
12
13
13
13
14
14
14
15
15
16
16
17
18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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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系
………………………………………………………………………………………
化学系
…………………………………………………………………………………………
高分子科学系
…………………………………………………………………………………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
材料科学系
……………………………………………………………………………………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
微电子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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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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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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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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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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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学院
…………………………………………………………………………………
网络教育学院
…………………………………………………………………………………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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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电话号码
党委办公室
电话：65642205；65645789
传真：65101089
地址：邯郸校区综合办公楼南楼三楼
网址：http://www.fudan.edu.cn/new_organize/dangban.htm
党委办公室

22205；65645789

纪委，监察处
电话：65642212；55664607；65645170
传真：65645170（直线）
地址：邯郸校区综合楼北楼三楼309室
网址：http://www.jwjc.fudan.edu.cn/
办公室 22212
监察处 24607
案件检查室 22625
宣传教育室 22601

组织部
电话：65642210
传真：65100143
地址：邯郸校区综合办公楼304室
网址：http://zzb.fudan.edu.cn
组织管理办公室（邯郸校区）
干部管理办公室 23495
党校管理办公室 23892
枫林校区办公室 54237129

22210

宣传部
电话：65642615、65641346
传真：65106468
地址：邯郸校区综合楼北楼三楼323室
网址：http://www.fudan.edu.cn/new_organize/xuanchuan.htm
综合办公室 22615；21346
理论宣传办公室 24239
文化建设办公室 23859
新闻办公室、新闻中心 22268
校刊编辑室 22617
广播台 23453；2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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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宣传办公室 23822
校史研究室 22616
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室 22489（邯郸）；37768（枫林）
枫林校区办公点 37165；37768

统战部
电话：65642621；65642620
传真：55522641
地址：邯郸校区综合办公楼北楼三楼301/303室
网址：http://www.tzb.fudan.edu.cn/
办公室 22620；23455
民主党派办公室 22621；25352

学生工作部（处）
电话：65642280
传真：65645539
地址：邯郸校区1号楼211室
网址：http://www.stuaff.fudan.edu.cn
部长办公室 24169
思想政治教育办公室 23340
综合管理办公室 23740
行政办公室 22280
南、东苑学生生活园区学生事务办公室 22515
西苑学生生活园区学生事务办公室 37322
张江校区学生生活园区学生事务办公室 51355050

研究生工作部
电话：65643825
传真：65644876
地址：邯郸校区8号楼三楼
网址：http://www.ygb.fudan.edu.cn
管理室 23994；22175
教育室 23825；22119
行政室 23146
邯郸校区北苑学生事务管理办公室 24207
学生生活园区办公室（北苑） 24207
学生生活园区办公室（西苑） 37035 （星期一、星期五）

老干部工作处
电话：65643142（邯郸校区）；54237574（枫林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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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65643142（邯郸校区）；64037323（枫林校区）
地址：邯郸校区一号楼133室；枫林校区东11号楼
网址：http://retiree.fudan.edu.cn/lgbc/

保卫部（处）
电话：65642221；65642001
传真：65644771
地址：邯郸校区保卫处办公楼（近零号门）
网址：校内网站：http://10.63.70.2/
综合办公室 22220
治安办公室 22221
户政办公室 22223
内保办公室 22229
消防交通办 22213
枫林校区办公室 37031，37038
张江校区办公室 51355500
江湾校区办公室 51630181

武装部
电话：65642230
地址：邯郸校区100号楼208室
网址：http://www.fudan.edu.cn/new_organize/wuzhuang.htm
部长办公室 22232
办公室 22231

机关党委
电话：65642217
地址：邯郸校区1号楼329室
网址：http://www.fudan.edu.cn/jgdw

后勤党委
电话：65643058
地址：邯郸校区500号楼207室

团委
电话：65643088
传真：65642631
地址：邯郸校区叶耀珍楼312室
网址：http://www.youth.fudan.edu.cn/

3

《复旦青年》编辑部 24560
调研部 24554
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24559
秘书处 23088
青联筹备办公室 24424
青年志愿者工作部 24554
实践部 24554
团校 24554
信息管理中心 24425
宣传部 24604
学生艺术团 24604
医务青年办公室 37439；37914
组织部 23088

工会
电话：65643316
传真：65644678
地址：杨浦区国年路275弄7号
网址：http://www.gonghui.fudan.edu.cn/
工会办公室（邯郸校区）
工会办公室（枫林校区）

23316
37172

妇委会
电话：65643317
传真：65644678
地址：杨浦区国年路275弄7号
网址：http://www.women.fudan.edu.cn/
复旦大学妇女委员会

23317

校长办公室
电话：65642640
传真：65644937
地址：邯郸校区综合办公楼南楼二楼
网址：http://www.fudan.edu.cn/new_organize/xiaozhang.htm
行政综合办公室 22640
接待联络办公室 22240
校务公开办公室 22835
法律事务办公室 22646
年鉴年报编辑部 23034
文秘办公室 2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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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处
电话：65643922
传真：65643921
地址：邯郸校区十号楼3楼
网址：http://www.fudan.edu.cn/new_organize/fazhan.htm

学科建设办公室
电话：55665606
传真：65642067
地址：邯郸校区一号楼3楼
网址：http://www.fudan.edu.cn/new_organize/xueke.htm
办公室 55665606
211办公室 65642877
处长室 55664432
副处长室 55664266

人事处
电话：65642650；65103059
传真：65103059
地址：邯郸校区综合楼北楼五楼
网址：http://www.hr.fudan.edu.cn
综合服务管理与研究发展办公室
师资办公室 22279
退休办公室 22657
薪酬福利办公室 22656
人才交流中心 23300
人才引进办公室 22953
人事办公室 22651
人事档案室 23711
博士后工作办公室 23992
出国选派与计划办公室 23733
枫林校区办公室 37226

22650；65103059；22659

研究生院
电话：65642670
传真：65647749
地址：邯郸校区八号楼
网址：http://www.gs.fudan.edu.cn/
综合办公室
招生办公室

22670；23370
22673；2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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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办公室 22678；24285；24286；23993
学位办公室 22137；22674；22077
导师工作办公室 22021
专业学位办公室 24217
枫林校区办公点 37024；37240

教务处
电话：65642270；65642286；65643907
传真：65648642
地址：综合楼北楼二楼209室，211室
网址：http://www.jwc.fudan.edu.cn
综合办公室 22270；22286；23907
本科生招生办公室 55666668
本科生招生网 http://www.ao.fudan.edu.cn
教学管理办公室 24936；23956；22311
教学研究办公室 22274；22275；25205
实践教学办公室 22271；23480
注册考务中心 22087；23489

科技处
电话：65649416；65642660
传真：65649416
地址：邯郸校区综合楼北楼四楼
网址：http://dst.fudan.edu.cn/
处长室 22679
副处长室 22661；22977；22664
基础研究办公室 22662；23671
重大科技项目办公室 22480；25214
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办公室 22768；23778
地方与企业合作办公室 22667
医学科研办公室 37507
军工管理办公室 24926
综合管理办公室 65649416；22660

文科科研处
电话：65642289；55664303；55664304；55665233
传真：65644639
地址：邯郸校区1号办公楼3楼
网址：http://wkkyc.fudan.edu.cn/
综合室
成果室

22289
24303；2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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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室 24304；25233
336室 25233；55665233

外事处
电话：65642260
传真：65649524
地址：邯郸校区北欧中心一楼
网址：http://www.fao.fudan.edu.cn
综合办公室 22260
处长办公室 22266
国际交流办公室（亚洲、非洲事务部） 23726
国际交流办公室（美洲、大洋洲事务部） 22262
国际交流办公室（欧洲事务部） 24383
专家事务办公室（邯郸校区） 23727
专家事务办公室（枫林校区） 37922
学生交流办公室 24152；24153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23728
出国出境服务中心（邯郸校区） 22658；22676；65644934（外线）
出国出境服务中心（枫林校区） 37907；37428

医学综合事务办公室
电话：54237417；64432207
传真：64432207
地址：上海市医学院路138号

医学学科建设办公室
电话：54237447；54237090；54237654
传真：54237654
地址：上海市医学院路138号治道楼513室

上海医学院学术委员会
电话：64037342
传真：64037342
地址：上海市医学院路138号治道楼507室

医学科研管理办公室
电话：54237516；64039818
传真：64039818
地址：上海市医学院路1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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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管理办公室
电话：54237770
传真：54237770
地址：上海市医学院路138号

医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
电话：54237446；64035887
传真：64035887
地址：上海市医学院路138号

医院管理处
电话：54237200；64037318
传真：64037318
地址：上海市医学院路138号
网址：http://www.ygc.fudan.edu.cn/

对外联络与发展处
电话：55664306
传真：65648138
地址：邯郸校区1号楼105-121室
网址：http://www.fudan.edu.cn/new_organize/duiwai.htm
综合办公室、基金会办公室 24306
校董会秘书处 24306
校友联络办公室 24929；24307
复旦人编辑部 22196
捐赠工作办公室 24305；24930
管理学基金会秘书处 23501
拓展办公室 24887

外国留学生工作处
电话：55664568；65642251
传真：65117298
网址：http://iso.fudan.edu.cn/
学历生事务（本科生） 65642258；65117628
学历生事务（研究生） 55664843
非学历生事务 65642250
奖学金事务 55664843
留学生公寓（邯郸校区） 65643413
学生综合事务（邯郸校区） 65643857
学生综合事务（枫林校区） 54237798；54237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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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处
电话：65642514（邯郸校区）；54237353（枫林校区）
传真：65649267（邯郸校区）；64037773（枫林校区）
地址：邯郸校区综合楼北一楼
网址：http://cwc.fudan.edu.cn
出纳办公室（邯郸校区） 22513
出纳办公室（枫林校区） 37032
出纳办公室（张江校区） 51355028
会计办公室（邯郸校区） 22503
会计办公室（枫林校区） 37005
一卡通服务电话（邯郸校区） 24868
一卡通服务电话（枫林校区） 37344
一卡通服务电话（张江校区） 51355600
一卡通服务电话（江湾校区） 51630040

审计处
电话：65642550
传真：55664237
地址：邯郸校区100号楼2楼；枫林校区1号楼4楼
处长办公室 22546
办公室主任室 22500
综合审计办公室 23771；25260
工程审计办公室 24313；25610

产业化与校产管理办公室
电话：65643881
传真：65643881
地址：邯郸校区100号楼（相辉堂大草坪旁）
网址：http://cy.fudan.edu.cn/
校产总支办公室 65643087-812
综合管理部（邯郸校区） 23881；65119013
综合管理部（枫林校区） 37372；64042265
成果转化部 65643087-814
大学生创业 65643087-814
孵化器管理部 65643087-814
科技园区管理 65643887-814
资产经营公司办公室 55665171

资产管理处
电话：65642437；5423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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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65119568-102；54237029
地址：邯郸校区500号楼一楼
网址：http://www.zcglc.fudan.edu.cn
处长办公室（邯郸校区） 65642430
副处长办公室（邯郸校区） 65642195
副处长办公室（枫林校区） 54237132
综合办公室（邯郸校区） 65642437
综合办公室（枫林校区） 54237028
实验室管理办公室（邯郸校区） 65642436；65642429
实验室管理办公室（枫林校区） 54237132；54237133
设备管理办公室（邯郸校区） 65642437；65119568
设备管理办公室（枫林校区） 54237006；64037328
房产管理办公室（邯郸校区） 65642927；65643898
房产管理办公室（枫林校区） 54237336
仪器设备报废登记（邯郸校区） 65642086
仪器设备报废登记（枫林校区） 54237133
废液回收（邯郸校区） 55664402
废液回收（枫林校区） 54237132
张江校区办公室 51355013

退管会
电话：65643141；65643914；65642852；54237303
传真：65103055
地址：邯郸校区一号楼129室
网址：http://retiree.fudan.edu.cn/tgh/

总务处
电话：65643071；54237144
传真：65645171
地址：邯郸校区500号楼二楼（西首）
网址：http://www.xyfw.fudan.edu.cn
办公室 23071
财务室 23075
枫林校区办公室

37144

基建处
电话：65643351
传真：65645601
地址：邯郸校区本部食堂四楼
网址：http://www.jijian.fudan.edu.cn
枫林建设管理部

3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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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湾建设管理部 51630038
邯郸、张江建设管理部 23330
综合管理部 23356
技术与前期建设管理部 23350

枫林校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电话：37503；64037268（直线）

江湾校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电话：51630011
传真：51630000
地址：江湾校区行政楼2楼
网址：http://www.jwb.fudan.edu.cn/
行政管理办公室
校园管理办公室
资产管理办公室
综合保障办公室

51630011
51630015
51630012
51630021

张江校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电话：51355003
传真：51355000
地址：浦东新区张衡路825号
网址：http://www.zjb.fudan.edu.cn
管委会副主任（主持工作）办公室 51355178
管委会副主任办公室 51355007；51355009
行政办公室 51355030
对外接待 51355003
综合保障办公室 51355006；51355027

复旦学院
电话：55664915
传真：55664925
地址：邯郸校区10号楼二楼
网址：http://www.fdcollege.fudan.edu.cn/
综合办公室 24915；24897
教学办公室 24914；24918
导师办公室 24919；24898
通识教育研究中心 24917
研究与编辑室 24272
学生工作办公室 23527；2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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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办公室 22950
任重书院学工组 24240
克卿书院学工组 23948
腾飞书院学工组 24886
志德书院学工组 24922

中国语言文学系
电话：65642301；65643246
传真：65649143
地址：邯郸校区光华楼西主楼
网址：http://chinese.fudan.edu.cn
办公室 23246；22301
党总支 22300
系主任办公室 22689；22220
本科生教务 22302
研究生教务 23246
学生工作 22543
资料室 22305
语文所所长室 22308
语音实验室 25204
语文所资料室 22307
网络信息中心 25001
博士后流动站 23454

古籍所
电话：65642303
传真：65103041
办公室
所长室
研工室
研秘室

22303
22304
24048
24047

历史学系
电话：65642717
传真：55664027
地址：邯郸校区光华楼西主楼18-20层
网址：http://history.fudan.edu.cn/
办公室 22717
党总支 22710
系主任办公室 22712
学生工作 2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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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学系
电话：65642717
传真：55664027
地址：邯郸校区光华楼西主楼18-20层
网址：http://tourism.fudan.edu.cn/
办公室

22717

哲学学院
电话：65642731
传真：65642732
地址：邯郸校区光华楼西主楼23楼至26楼
网址：http://philosophy.fudan.edu.cn/
行政办公室 22731
人事秘书 22730
财务秘书 25057
科研/博士后秘书 23282
本科生教务 23281
研究生教务 22675
研究生工作组 23280
本科生工作组 23284
学生工作办公室 22623
发展办公室 22600
学院资料室 22736
基地办公室 25645
基地资料室 23251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电话：65643739
传真：65649667
地址：邯郸校区200号楼（简公堂）
网址：http://www.chm.fudan.edu.cn/
办公室 23739
系主任办公室 65649667
教学办公室（研究生） 23815
本科生/研究生教务 23151
值班室 23015
资料室 23151
复旦大学博物馆 2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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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电话：65642701
传真：65651147
地址：邯郸校区文科楼2-4楼
网址：http://dfll.fudan.edu.cn/
办公室 65642701
党委办公室 65642700
院长办公室 65642702
本科生教务 65642094
研究生教务 65642692
德语语言文学系 65642095
俄语语言文学系 65642104
法语语言文学系 65642096
韩语语言文学系 65643482
日语语言文学系 65642107
外国文学研究所 65642103
现代英语研究所 65642097
英语语言文学系 55664409
大学英语教学部 65642704

新闻学院
电话：65642317
传真：65644784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网址：http://www.xwxy.fudan.edu.cn/
对外合作办学办公室 23631
国际交流办公室 24686
学生工作组 22310
门卫值班室 24688
研究生秘书办公室 23752
行政办公室 22317
教务办公室 24699
办公室主任室 24698
新闻传播985基地办公室 24202
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办公室 23743
舆情调查中心 24691
采编实验室、机房 22246
校董办公室 24706
资料室 23630
网络机房 24701
广电实验室 22315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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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51630111
传真：51630112
地址：上海市淞沪路2005号复旦大学法学院
网址：http://www.law.fudan.edu.cn/
行政办公室 51630111；51630113
党委办公室 51630122
院长办公室 51630088
本科教学办公室 51630119
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51630120
学生工作办公室（本科生） 51630115
学生工作办公室（研究生） 51630115
法律硕士研究生办公室 51630115；51630116；51630117
《当代法学研究》编辑部 51630121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电话：55664129；55664295
传真：65647267
地址：邯郸校区文科楼6-8楼
网址：http://www.sirpa.fudan.edu.cn/
行政办公室 55664129；55664295
党委办公室 65642321；55665340
教务办公室（本科生） 55664294
教务办公室（研究生） 65642323
教务办公室（留学生） 55665488
学生工作（本科生） 65642325
学生工作（研究生） 65642562
科研服务中心 55662309
博士后办公室 55665340
培训部办公室 65642322；55664375
MPA办公室 65642561；65644501
资料中心 65642462
文印收发室 65642324

国际问题研究院
电话：55664940
传真：55664941
地址：邯郸校区文科大楼307室
网址：http://www.iis.fudan.edu.cn
美国研究中心 65642269
美研图书室 65642265
日本研究中心 65642577
日研图书室 65642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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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研究中心 65643484
俄罗斯研究中心 55664939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 55664939
联合国研究中心 55664941
南亚研究中心 55664942
巴基斯坦研究中心 55664942
欧洲中心政治部 55665496
拉丁美洲研究室 55664938
欧洲研究中心 65642668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电话：65642735
传真：65107274
地址：邯郸校区文科楼9-11楼
网址：http://www.ssdpp.fudan.edu.cn/
办公室 22735
分党委书记办公室 24096
分党委副书记办公室 25391
院长办公室 24676
副院长办公室 23487；25538；25539
本科生教务 23053
研究生办公室 24713
学工组办公室 23492
研工组办公室 23053
财务、科研办公室 23051
心理实验室 22930
基地办公室 25364
人口研究所所长办公室 25385
社会工作系副主任办公室 25393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主任办公室 23052
社会学系副主任办公室 25378
社会学系主任办公室 24224
心理学系副主任办公室 25486
心理学系主任办公室 25389
资料室 24713

经济学院
电话：65643135
传真：65647719
地址：杨浦区国权路600号
网址：http://www.econ.fudan.edu.cn/
院务办公室
党委办公室

23135
22720

16

本科生教务室 22330
研究生教务室 22331
专业学位办公室 22870
学工组（本科生） 23970
学工组（研究生） 23132
科研办公室 22721；24891
外事与国际合作办公室 25631；24890
高级研修中心 23896；24219
校友工作 25306
退休工作 22122
经济系 22723
国际金融系 23134
金融研究院 65643820
世界经济系 23137
保险系 23138
公共经济学系 23530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3054
世界经济研究所 23332
《世界经济文汇》编辑部 23131
文献与数据中心 23132
实验室 23132
财务室 23198

管理学院
电话：65642415
传真：65103060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顺路670号
网址：http://www.fdsm.fudan.edu.cn/
办公室 22415；22413；22116；22117；23156；23157
党委办公室 22126
财务金融系办公室 25011073
产业经济学系办公室 25011100
管理科学系办公室 2501116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办公室 25011223
会计学系办公室 25011103
企业管理系办公室 25011133
市场营销系办公室 25011193
统计学系办公室 25011220
教学管理办公室（含本硕博） 22558；65648487
师资建设办公室 22410；24628
科研管理办公室 65115428
行政人事办公室 65101753
学生工作组 22552
研究生工作组 65644528
高级管理人员发展中心暨复旦管理咨询公司 25011037；65115758；22417；2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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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
23729
复旦MBA项目 65644262；24783；24801
复旦EMBA项目 24800；24764
复旦MPAcc项目 24749；24732；24799
复旦-华盛顿EMBA项目 24745；65644263
沪港IMBA项目 24722；24727
复旦-挪威MBA 24759；24779
管理教育推广和发展中心 24647；24888
《研究与发展管理》杂志社 23679
财务办公室 23645
图书馆 55664766；55664792

艺术教育中心
电话：65642618
传真：65642618
地址：邯郸校区文科楼8楼
网址：http://www.yjzx.fudan.edu.cn/
行政办公室
主任办公室

22618
24099

艺术设计系
电话：55664378
传真：55664380
地址：邯郸校区750号楼

高等教育研究所
电话：65642245
传真：65643505
地址：邯郸校区本部食堂四楼
网址：http://www.ihe.fudan.edu.cn
行政办公室 22245
人事办公室 24241
外事办公室 24241
研究生工作办公室 23505
资料室 22245
《复旦教育论坛》编辑部 24241

数学科学学院
电话：65642341；65643045
传真：65646073
地址：邯郸校区光华楼东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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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math.fudan.edu.cn/
办公室 22341；23045
本科生教务 22344
本科生学生工作 22342
党总支办公室 22340
研究生教务 23046
研究生学生工作 22342
中法应用数学研究所 65642469

物理学系
电话：65642361
传真：65104949
地址：邯郸校区物理楼
网址：http://www.physics.fudan.edu.cn/
行政办公室 22361
党总支办公室 23788
系主任办公室 22360
教务室 22364
学生工作组 24005
物理教学实验中心 22371
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复印室 22958
资料室 22363

24571

化学系
电话：65642791
传真：65641740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网址：http://www.chemistry.fudan.edu.cn/
行政办公室 22791
系主任办公室 24410
分党委办公室 22790
人事秘书 22790
科研秘书 22796
研究生秘书 22798
本科生秘书 22794
学科秘书 22978
系主任秘书 24410
学生工作组 23978
研工组长 25248
学工组长 22401
本科生教务 2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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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务 22798
系工会 24475
复旦大学化学教学实验中心 23819
上海市分子催化和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

22987

高分子科学系
电话：65642861
传真：65640293
地址：邯郸校区跃进楼
网址：http://www.polymer.fudan.edu.cn
办公室 22861
分党委办公室 22859
分党委书记办公室 35311854（内线：21854）
系主任办公室 23255
本科生教务 22862
研究生教务 65644417（直线）
学工组 23415
研工组 22218
科研秘书 23412
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3412
公共仪器室 55664037；65642860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电话：65642741
传真：65642742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近老校门）
网址：http://www.mech.fudan.edu.cn/
办公室 22741
党总支办公室 22739
系主任办公室 23810
本科生教学秘书 22741
研究生教学秘书 22741
学工组 24225
研工组 22587
科研秘书 22741
培训部 22747

材料科学系
电话：65642381
传真：65643685
地址：邯郸校区材料一楼、材料二楼、先进材料楼；张江校区微分析楼
网址：http://mse.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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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22381
分党委 22380
系主任办公室 23795
本科生教务 22379
研究生教学秘书 23648
学生工作组 24598
研究生学生工作 23261
科研秘书 22381
国家微分析中心（邯郸校区办公室） 23256
国家微分析中心（张江校区办公室） 51355488
教育部先进涂料工程研究中心 23795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话：65643114
传真：65643114
地址：邯郸校区恒隆物理楼一楼
网址：http://www.it.fudan.edu.cn/
行政办公室 23114；23143
党委办公室 23196
学生工作办公室 24062；22750
教学办公室 23200；22377；22757；55664260
科技办公室 23149；24456
工程硕士办公室 24457；25580；24458
电子工程系 22751
光科学与工程系 22374
光源与照明工程系 22771
通信科学与工程系 22761
微电子学系 23438
微电子研究院 51355288
专用集成电路和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51355200-838

微电子研究院
电话：51355288
传真：51355287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825号
网址：http://sme.fudan.edu.cn
研究院办公室 51355288
招生咨询 51355281；51355288
工程硕士办公室 51355222
总机 51355200～5135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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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电话：55665535
传真：55665527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网址：http://www.cs.fudan.edu.cn/
行政办公室 51355555-21
党委办公室 51355555-27
教学办公室 51355555-17
学生工作办公室 51355555-15
专业学位办公室 24335

生命科学学院
电话：65642421；65642801
传真：55664388
地址：邯郸校区立人生物楼（第三教学楼北面）
网址：http://life.fudan.edu.cn/
办公室 22801
分党委 22812
院长办公室 22800
本科生教务、教学 22804
研究生教务、教学 22633
院科研 23794
学生工作组 22807
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23718-202
进化生物学研究中心 23494
生理学和生物物理学系 24711
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 23668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 22178
生物化学系 25673
生物技术中心 22815
微生物学和微生物工程系 24332
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5499
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3954
遗传学和遗传工程系 23716
遗传学研究所 24543

24436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电话：22781
传真：65643597
地址：邯郸校区材料一楼北面
网址：http://environment.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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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22781
分党委 25633
系主任办公室 24513
本科生秘书 23741
研究生秘书 23741
本科生学生工作 23254
研究生学生工作 22530
科研秘书 24244

软件学院
电话：51355355；65644335
传真：51355358；55664338
地址：浦东新区张衡路825号；杨浦区邯郸路220号
网址：http://www.software.fudan.edu.cn/
办公室

51355355 （张江）；55664335（邯郸）

现代物理研究所/核科学与技术系
电话：65642787
传真：65642787
地址：邯郸校区材料一楼北面
网址：http://imp.fudan.edu.cn/
办公室 22782
党支部 22782
所长办公室 22090
研究生秘书 22787
科研秘书 22787
本科生学生工作 22329
研究生学生工作 22329
资料室 22783
应用离子束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3697

上海医学院
电话：54237308
传真：64179832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医学院路138号
网址：http://shmc.shmu.edu.cn/
医学院办公室 37308；37341
医学院党委办公室 37310
本科生教学管理办公室 37306
医学教育研究室 37068
科研管理办公室 3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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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37284；37667
本科生工作组 37740
研究生工作组 37780
学科建设办公室 37141
上医校友会办公室 37741
中西医结合系 37526
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 64178210；37151；37019；37027
病理学系 37617；37596；37527
生理与病理生理学系 37623；37612
药理学系 37043；37228；37690；37103；37380
药理研究中心 37622；37621；3768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37290；37198；37800
基因研究中心 37332；37795
细胞与遗传医学系 37091；37311
免疫学系 37324；37093
病原生物学系 37359；37775
法医学系 37569；37401；37402
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37437；37398
神经生物学系 37652
分子病毒实验室 37669；37602
P3实验室 37286
电镜室 37209；37689
数字医学研究中心 37054；37797
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37462
功能学科教学实验室 37026
形态学科教学实验室 37117
临床技能学习中心 37920
分子生物学教学实验室 37329

药学院
电话：51980001
传真：51980001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张衡路826号
网址：http://spfdu.fudan.edu.cn/
党委办公室 51980009
院长办公室 51980001
工会办公室 51980004
教学办公室（本科生） 51980019
教学办公室（研究生） 51980168
学工组 51980021
研工组 51980021
科研办公室 51980015
《中国临床药学》杂志社 54237418；5423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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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学院
电话：54237625
传真：64037364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东安路130号
网址：http://sph.fudan.edu.cn/
办公室 37706
党委办公室 37707
院长办公室 37625
本科生教务 37238
研究生事务 37051
科研事务 37051
MPH管理 37369
学生工作组 37148
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7433
37625

护理学院
电话：64161784
传真：64161784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305号
网址：http://nursing.fudan.edu.cn/
党总支办公室 64161784；64431128
院办 64161784；64431128
教务工作办公室 64431262
学生工作办公室 64431156
研究生及科研管理办公室 64431173
护理实践教学中心 64431351

脑科学研究院
电话：54237641；54237642
传真：54237643
地址：上海市医学院路138号明道楼10楼11楼
网址：http://www.fudan-iobs.com
办公室 54237641；54237642；54237813；54237855
公共技术平台 54237591；54237854

神经生物学研究所
电话：54237645；54237646
传真：54237647
地址：东安路131号明道楼12-1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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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研究院
电话：54237325
传真：54237325
地址：徐汇区东安路131号，枫林校区明道楼
网址：http://www.ibsfudan.org/
生物医学研究院办公室 54237170
出生缺陷研究所 54237860

放射医学研究所
电话：64042620
传真：64048043
地址：上海市斜土路2094号
网址：http//fys.shmu.edu.cn

继续教育学院
电话：65643425
传真：65648388
地址：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文科楼1楼
网址：http://www.cce.fudan.edu.cn/
行政部（院办公室） 23425
行政部（非学历教育管理办公室） 23875
行政部（后勤办公室） 23934
行政部（财务办公室） 23890
学历部（招生办公室） 22277；23872
学历部（教务办公室） 23426；23871
学历部（学生办公室） 22056；23424
自考办（考生服务中心） 23870；23410；23629
自考办（考务室） 23787；23878
自考（护理学专业） 37227
培训部（报名中心） 23428
培训部（管理培训中心） 23429；22285；24866；22237
学历部枫林办 37386；37319

网络教育学院
电话：65642012；65640801（邯郸路）
地址：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文科楼一楼118室
网址：http://dec.fudan.edu.cn/
招生部 22012；23403
学院办公室 22149
财务室 2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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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部 65640801（总机）
学工部 65640801（总机）
技术部 65640801（总机）
境外合作部 65640801（总机）
校外学习中心 65640801（总机）
培训部 24500；24600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电话：55664490
传真：65113689
地址：邯郸校区光华楼东主楼8-10楼
网址：http://www.ies.fudan.edu.cn/
院长室 55664831
院总支 55664491
学院办公室 55664490
学生工作 55664489
本科生、语言生教务 65642256
研究生教务 65643337
资料室 65642699
对外汉语短期培训中心 55664859
复旦大学孔子学院办公室 55665276
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第一教研室 65111646
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第二教研室 65103810
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第三教研室 65103811
汉语系第一教研室 65103815
汉语系第二教研室 65103812
第二教学楼教室管理 65642253
光华楼教室管理 55665213

社会科学基础部
电话：55664408
地址：邯郸校区光华楼西主楼508室
网址：http://www.theory.fudan.edu.cn
行政办公室 24408
党总支办公室 22098
部主任办公室 23042
研究生教务办公室 23040
本科生教务办公室 24321
资料室 23043

体育教学部
电话：6564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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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65643323
地址：国权路政肃路复旦大学南区体育中心田径场
网址：http://www.fdty.fudan.edu.cn
行政办公室 23321
部主任办公室 23323
教务办公室 22626

中山医院
电话：64041990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路180号
网址：http://www.zshospital.com

华山医院
电话：52889999
传真：62489191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乌鲁木齐中路12号
网址：http://www.huashan.org.cn

儿科医院
电话：64931990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399号
网址：http://ch.shmu.edu.cn

妇产科医院
电话：33189900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方斜路419号
网址：http://www.fckyy.com

眼耳鼻喉科医院
电话：64377134
传真：64377151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汾阳路83号
网址：http://www.fdeent.org

肿瘤医院
电话：64175590
传真：64174774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东安路270号
网址：http://www.shc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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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医院
电话：57949999
传真：57943141
地址：上海金山区金一东路391号
网址：http://www.jinshanhos.org.cn/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电话：64308151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瑞丽路128号
网址：http://www.5thhospital.com/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电话：37990333
传真：57248782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漕廊公路2901号
网址：http://www.shaphc.org/

华东医院
电话：62483180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西路221号
网址：http://www.huadonghospital.com

复旦附中
电话：65640560
传真：65641849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3号
网址：http://www.fdfz.cn/
总机 65640560
校长办公室 23307；65641849
教务处 23305
德育处 65111390
团委 65111390
总务处 65641184
国际部（中文部） 55520127
国际部（英文部）教务处 65107760
国际部（英文部）主任室 65100361
国际部（英文部）招生部 65111292
教导主任办公室 65651442

复旦二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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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5643392
地址：杨浦区政修路215号
网址：http://www.2fz.fudan.edu.cn

复旦附小
电话：65643395(校长室)；65116794（教导处）
传真：65107395
地址：杨浦区政修路130号
网址：http://www.fx.fudan.edu.cn

图书馆
电话：65643178
传真：65641219
地址：杨浦区国年路300号
网址：http://www.library.fudan.edu.cn/

文科图书馆
馆长办公室 23178
参考咨询部 24282
科技查新站 23168
文科外文图书引进中心书库 23166
采编部 — 编目 23171
采编部 — 采访 23170
国际交换部 25648
文科流通部 23175
文科学生阅览室 23163
期刊部（文科馆期刊部办公室） 23176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23176/25649（文科馆）；54237822（医科馆）
文科馆期刊阅览室 23606
教师研究生阅览室 23169
数字化部 23173
数字化制作室 23608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编辑部 22733
中国索引学会 24454
文科馆密集书库 24928

理科图书馆
理科流通部（咨询台） 23165
理科馆二楼书库 23773
外国教材中心 23909
理科馆期刊阅览室 2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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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阅览室

23591

光华楼古籍部
古籍部办公室（光华楼6楼）
古籍部办公室（光华楼5楼）

23177
25576

医科图书馆
电话：54237185
传真：64037222
馆办公室 37185
电子阅览室 37720
图书借阅厅 37863
咨询台 37067
医科馆期刊部 37822
外文书刊阅览室 37724
中文书刊阅览室 37723
综合阅览室 37725
参考咨询部 37485
文献检索教研室及机检实习室

37187

张江图书馆
张江馆阅览室
张江馆借阅处

51355579
51355578

江湾图书馆
江湾馆办公室 51630043
江湾馆文科阅览室 51630047
江湾馆文科报刊阅览室 51630048
江湾馆网络学习区 51630046

档案馆
电话：65642208
传真：65642624
地址：邯郸校区综合办公楼、第一教学楼附近
网址：http://www.fda.fudan.edu.cn/
行政办公室
业务指导室

22208
22204

31

保管利用室
征集编研室
医学综合室

24140
22653
37046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电话：65643121
地址：邯郸校区文科楼1115室
网址：http://educenter.fudan.edu.cn/
办公室 23121
计算机教学实验室 24017
多媒体制作室 23124
枫林校区多媒体制作室 37349
常规电教室 23125
枫林校区常规电教室 37385
有线电视站 23120

信息办
电话：65643247；65643207
传真：65642904
地址：光华楼东主楼一楼信息办值班室
网址：http://www.ecampus.fudan.edu.cn/
邯郸校区值班室
（光华楼东主楼一楼） 23247；23207
枫林校区值班室
（第二教学楼一楼） 37486；37487
张江校区值班室
（一号楼机房） 51355599
江湾校区值班室
（行政楼一楼） 51630032
学生公寓网络服务电话
（邯郸校区东区13-16号楼及本部楼宇） 65643207；65643247
学生公寓网络服务电话
（邯郸校区北区） 55072065
学生公寓网络服务电话
（邯郸校区南区、东区17-19号楼） 65106790
学生公寓网络服务电话
（枫林校区西苑） 969112（有账号）；64683300（无账号）
学生公寓网络服务电话
（枫林校区护理学院4、5号楼） 54237486；54237487
学生公寓网络服务电话（张江） 50272409
学生公寓网络服务电话（江湾） 55072065

分析测试中心
电话：65643001；65643063
传真：6564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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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邯郸校区科学楼东侧1-3层
网址：http://www.cam.fudan.edu.cn/newweb/
办公室 23001
业务室 23063
X单晶衍射实验室 23016
X多晶衍射实验室 23010
等离子体光谱室 23065
电子显微镜实验室 23004
核磁共振实验室 22795
红外光谱实验室 23009
化学分析实验室 23016
激光拉曼实验室 23013
离子色谱实验室 23002
气相色谱实验室 23477
色质联用实验室 23012
顺磁共振实验室 23062
细胞图象分析实验室 23011
液相色谱实验室 23006
原子吸收光谱室 23065
紫外光谱实验室 23062

学生服务联合体
电话：65642006
传真：55664892
地址：叶耀珍楼405室
综合办公室 65642006
复旦大学学生就业信息网 http://www.career.fudan.edu.cn
学生职业发展教育服务中心（枫林校区） 54237253
学生职业发展教育服务中心（邯郸校区） 65642288
学生职业发展教育服务中心生涯服务部 55664265；55665478；55665479；65643889
学生职业发展教育服务中心市场信息部 55664435；55664254；55665066；65642672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枫林校区，东安路100号209室） 54237771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邯郸校区，叶耀珍楼6楼） 65643339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江湾校区，生活园区0号楼203室） 61420329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张江校区，学生活动中心三楼） 51355626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网址 http://www.fudan.edu.cn/new_comservice/xinli.htm
勤工助学中心办公室 65642494；传真 65640435
学生活动中心 65643539
教材服务中心（枫林校区书店） 54237864
教材服务中心（邯郸校区） 65642236
学生档案室 65642654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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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5642854；65642857
传真：65104812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579号
网址：http://www.fudanpress.com.cn/
营销部主任办公室 65109693
营销部副主任办公室 65104492
上海复旦经世书局 22857；65109143

《复旦学报》
网址：http://www.fudan.edu.cn/new_research/magazine.htm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2669
地址 邯郸校区八号楼三楼
网址 http://www.fudan.edu.cn/wkxb
《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 22666
地址 邯郸校区八号楼三楼
网址 http://www.jns.fudan.sh.cn
《复旦学报》（医学版） 37164；37314
地址 枫林校区西苑培东楼502、503室
网址 http://jms.fudan.edu.cn/

后勤管理机构
后勤党委 65643058
总务处办公室 65643071
基建处办公室 65643351
复旦后勤公司办公室 65643129；54237425（枫林）
复旦大学校园生活服务平台网站 http://www.xyfw.fudan.edu.cn/

宾馆接待
复旦大学燕园宾馆 65115121（总机）；23600（总台）；23677（餐厅）
复旦大学招待所 23289
复旦大学外聘教师公寓 23191
复宣酒店 55589518
卿云宾馆 22249；23812
枫林校区宾馆管理办公室 37225
枫林校区东园招待所 37901-1001；37901-2261
枫林校区枫园招待所 64046011；54961250-220
张江校区专家楼 51355004

餐饮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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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处餐饮管理办公室 23116（邯郸校区）；37144（枫林校区）
复旦后勤公司饮食中心办公室 22440；23387
邯郸校区本部二楼餐厅 23952
邯郸校区本部三楼旦苑餐厅（订座） 22466
邯郸校区本部三楼旦苑餐厅办公室 23962
邯郸校区本部一楼大餐厅 23965
邯郸校区本部一楼小餐厅 23389
燕园宾馆餐厅 23677
邯郸校区北区东大小餐厅 24008
邯郸校区北区二楼东大餐厅-西 24119
邯郸校区北区二楼生乐餐厅-东 24120
邯郸校区北区二楼学府餐厅-中 24117
邯郸校区北区清真餐厅 24014
邯郸校区北区一楼新世纪餐厅-东 24015
邯郸校区北区一楼新世纪餐厅-西 24015
邯郸校区北区一楼新世纪餐厅-中 24016
邯郸校区南区春晖餐厅 23098
邯郸校区南区教工快餐厅 22467
邯郸校区南区清真餐厅 23971
邯郸校区南区一楼东大餐厅 23565
枫林校区餐饮办公室 37235
枫林校区点心部 37115
枫林校区西园餐厅 37177
枫林校区医学院二餐厅小炒部 37297
枫林校区医学院二餐厅一楼 37803
枫林校区医学院清真餐厅 37613
枫林校区医学院一餐厅二楼 37277
枫林校区医学院一餐厅一楼 37177
枫林校区护理学院学生餐厅 64431079
江湾校区饮食中心 51630068
张江校区食堂 51355700
张江校区学生公寓食堂 50809648
邯郸校区供气管理办公室 22441
枫林校区供气管理办公室 37076

车辆服务
邯郸校区车辆中心调度室 23068
复旦车辆中心服务厅地址 杨浦区国权路555号
邯郸校区车辆服务中心财务室 23069
枫林校区车队调度室 37268
车辆维修、保养服务 23419
车险、学车服务 5512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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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校名礼品
卿云轩复旦校名礼品店
枫林校区物资供应中心

22169；22999
37366

环卫绿化
总务处校园管理办公室 22450
枫林校区校园管理办公室 37408
江湾校区绿化管理 51630023

会议服务
会场预订 通过OA系统预订
邯郸校区会标、横幅、刻字 23073
邯郸校区鲜花绿化 22445
邯郸校区相辉堂会场管理 22488
邯郸校区逸夫科技楼会场管理 22078
邯郸校区逸夫楼会场管理 24546
枫林校区明道楼会场管理 37721
枫林校区鲜花绿化 37911

教师公寓
房委会办公室 23691；22072
房委会网站 http://www.fwh.fudan.edu.cn/

日常零修
邯郸校区工程维修中心报修 22475（24小时）
枫林校区维修工程中心日常报修 37020
枫林校区维修工程中心紧急报修 37056（夜间及节假日）
学生宿舍报修 详见“园区管理”

商贸零售
枫林校区教育超市 37368
枫林校区物资供应中心 37364（试剂）、37366（材料）
华联.复旦校园生活中心 24386
复旦科教器材服务有限公司 22431
邯郸校区400号仓库 22439
邯郸校区北区商业服务街管理办公室 23050

36

400号仓库张江分部 51355607
张江校区罗森超市 51355606
张江校区书店 51355608
“复旦园”订水电话 22680；65647464

水电管理
水电管理服务中心 23328；22438
变电站值班电话 23329

体育场馆
体育场馆设施管理中心 23780
枫林校区学生活动中心 37123
张江校区体育馆 51355702

通讯收发
邯郸校区电话总机 23799；22899；23772
枫林校区电话总机 37500；34160013
邯郸校区收发室 22612；22898
邯郸校区国际快递 22827
枫林校区收发室 37626
江湾校区收发室 51630178
张江校区收发室 51355603

问询接待
邯郸校区校园接待中心 22999
枫林校区一体化服务平台 37425

物业管理
总务处物业管理办公室 23418；24877
总务处物业管理办公室（枫林校区） 37144
邯郸校区一至四教、实验房物业管理 22883
邯郸校区五教、六教、文科楼、1号、10号楼物业
邯郸校区本部楼宇中心办公室 22831；25579
邯郸校区光华楼物业客服部 24248
邯郸校区综合楼物业管理室 23639
邯郸校区科学楼物业管理室 23060
邯郸校区逸夫楼物业管理室 24546

23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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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校区逸夫科技楼物业管理室 22078
邯郸校区复乐物业管理室（本部教工宿舍） 22470；23839（夜间报修）
邯郸校区复乐物业管理室（凉城新村教工宿舍） 65259061
邯郸校区复乐物业经理室 22471
邯郸校区第八宿舍管理办公室 23096
邯郸校区第八宿舍水电值班室 23096
枫林校区第一、二教学楼管理室 37163
枫林校区明道楼物业办公室 37721
枫林校区东院、西院办公楼管理室 37012
枫林校区学生活动中心物业办公室 37123
枫林校区宿管中心办公室 37280
枫林校区宿管中心维修班 37044（报修）；28337842（急修）
枫林校区医大物业办公室（家属物业管理） 37126
枫林校区医大物业接待室（家属物业接待） 37161
江湾校区法学楼物业 51630173
江湾校区教学楼物业 51630166
张江校区物业故障报修 51355012

医疗保健
电话：65642879；65642451；65642452
传真：55522779
网址：http://hospital.fudan.edu.cn/
防保科（邯郸校区） 22517
挂号室（邯郸校区） 22451
红十字会（邯郸校区） 22718
药房（邯郸校区） 22719
医保办（邯郸校区） 23848
院办（邯郸校区） 22879
值班室（邯郸校区） 22452
枫林校区门诊部 37065；37363
张江校区医务室 51355602
江湾校区医务室 51630039

幼教服务
邯郸校区幼儿园
枫林校区幼儿园

65103046；22481
37108

园区生活
总务处学生园区办公室（邯郸、枫林） 23055；22535
邯郸校区南苑物业管理处 22570（报修）；24584
邯郸校区东区物业服务办公室 23382（报修）；2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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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校区南区、东区水站 24528
邯郸校区本部学生宿舍物业报修 23382
邯郸校区北区物业管理办公室 23299（报修）；22947
邯郸校区学生宿舍201电话报修 65832222
枫林校区学生宿舍、劳务工宿舍办公室 37130
枫林校区留学生宿舍 37600
枫林校区青年教师宿舍、进修生博士后宿舍 37367
枫林校区护理学院学生宿舍 64431282
江湾校区园区学生事务办公室 61424013
江湾校区园区后勤保障办公室 61424011
江湾校区园区物业值班 60864000
江湾校区园区安保值班 60864111
江湾校区园区网络维护 60944600
张江校区综合保障办公室 51355027
张江校区学生公寓网络维护 50272409
张江校区学生公寓物业服务 5080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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