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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寒假期间后勤服务指南

全校各单位、广大师生：

为做好 2021 年寒假期间物业与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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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饮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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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家楼校区
总值班：张 杰
办公电话：77140

手机：13853183121

九号食堂 1月 11 日——2月 26 日 王 卓 15615771850

2 月 27 日全面供餐

趵突泉校区
总值班：路晓雨
办公电话：82483

手机：13853183065

杏园一层食堂 1月 11 日——2月 26 日 武恩波 13808928408

杏园三层教工餐厅 停餐时间按就餐人数待定 张 帅 18560044577

2 月 27 日全面供餐

千佛山校区
总值班：郝在安
办公电话：99176

手机：13853183151

舜园一层食堂 1月 11 日——2月 26 日 黄丕斌 15866680692

2 月 27 日全面供餐

兴隆山校区
总值班：刘 岩
办公电话：58086

手机：15066653685

欣园一层食堂 1月 11 日——2月 26 日 刘 岩 15066653685

2 月 27 日全面供餐

软件园校区
总值班：毛 震
办公电话：90663

手机：13853180099

一号食堂 1月 11 日——2月 26 日 赵庆胜 13012997736

2 月 27 日全面供餐

青岛校区
总值班：潘福振
办公电话：

0532-58630551
手机：13853183197

一层食堂 1月 11 日——2月 26 日 潘福振 13853183197

2 月 27 日全面供餐

假期就餐过程中如有困难和问题，可随时联系各校区食堂负责人。

三、交通篇

寒假期间班车运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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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趵突泉校区北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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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班车交通车自 2021 年 1 月 14 日起实行假期运行时间表，2月 26 日起恢复正

常运行时间。调度室值班电话（883）95765

四、生活、学习服务篇

各校区浴室寒假开放时间

中心校区 每周一、周三、周五，17:00—21:00 开放

洪家楼校区 每周二、周四、周日，14:30—20:00 开放

趵突泉校区 每周二、周四、周日，15:00—20:00 开放

千佛山校区 每周二、周四、周日，15:00—20:00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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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区开水房寒假开放时间

中心校区 每天 7:00—8:00,17:00—19:00 开放

洪家楼校区 每天 17:30—19:30 开放

趵突泉校区 每天 11:00—13:00 开放

千佛山校区 东开水房每天早 7:00—8:00 、中午 11:30—12:30 、晚 17:00—18:00 开放

兴隆山校区 24 小时开放

软件园校区 封闭

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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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一、三、五

上午 9:00-11:00

下午 14:00-16:00

西门配电室 88364400

洪家楼校区 配电室一层充值办公室 88375318

趵突泉校区 收费计量部（中心花园西） 88382160

千佛山校区 水电服务楼203室 88396760

兴隆山校区 （兴隆山校区）学生事务中心 86358098

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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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5日—2月27日

下午14:00-16:00

2月28日起恢复正常营业
15168864004

祁老师

18615572187

学生宿舍9号楼10号楼

之间

中心校区

数学楼店

1月14日—19日

上午10:00-12:00

下午14:00-16:00

2月28日起恢复正常营业

15168864004
数学楼一层东北侧

洪家楼校区

1月 15 日-30 日：

上午 10:00-12:00

下午 14:00-16:00

2月22日起恢复正常营业

18668989492
向老师

18668989492
教学2号楼东侧平房

趵突泉校区
1月 17 日-2 月 3 日

10：00-16:00

2 月 19 日-26 日：

10:00-16:00

2月27日起恢复正常营业

13256675594

李老师

18668909520

学生宿舍4号楼和5号楼

之间

千佛山校区 13869188666 西苑餐厅南20米路东

兴隆山校区 1 月 22 日—2月 4日：19:00—22:00 开放

2 月 5 日-2 月 19 日：每周二、周六，11:00-19:00 开放；

软件园校区 每周一、周三、周五，17:00—21:00 开放；（2月 4日-2 月 18 日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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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园校区

1月 15 日-30 日：

上午 10:00-12:00

下午 14:00-16:00

2月22日起恢复正常营业

13964180721
王老师

13791110812
乐收快递服务中心

兴隆山校区

上午9:00—下午16:00

1月16日—2月4日，

2月19日恢复正常营业时间

15508610024
陈老师

18615560310

八号学生公寓东侧

中国邮政

寒假教室开放

五、超市服务服务篇

中心校区
开放地点：知新楼B座一层全部教室；开放时间：寒假期间7:00—22:00

（期间根据学生人数和实际需求，适当调整教室开放数量）

洪家楼校区
开放地点：公教楼一层101-105；开放时间：7:00—22:00

（期间根据学生人数和实际需求，适当调整教室开放数量）

趵突泉校区 开放地点：教学九楼；开放时间：6:30—22:30

千佛山校区 开放地点：教学九楼一层（根据学生使用情况增减）；开放时间：7:00—22:30

兴隆山校区
开放地点：讲学堂107、109；开放时间：7:00—22:00

（期间根据学生人数和实际需求，适当调整教室开放数量）

软件园校区 开放地点：教学4区102、103；开放时间：07：00—22:00（根据学生使用情况增减）

教育超市 寒假营业时间 联系人

中心校区综合楼店 1月18日—2月26日 营业时间：10:00-18:00 王淼 18668977716

中心校区体育场店 假期调休 王淼 18668977716

趵突泉校区店 1月18日—2月26日 营业时间：10:00-18:00 王淼 18668977716

千佛山校区店 1月18日—2月26日 营业时间：10:00-18:00 王淼 18668977716

洪家楼校区店 闭店 （2月27日正常营业）

兴隆山校区店 闭店 （2月27日正常营业）

软件园校区店 闭店 （2月27日正常营业）

备注：1)根据疫情情况和学校安排，教育超市营业时间会做相应调整；
2)各校区门店1月15-17日正常营业，2月27日全部恢复正常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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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保障部

2021 年 1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