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 分工 姓  名 职务 办公地点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负责人 曲长生 副主任 主楼322 84706606 qucs@dlut.edu.cn

档案员 刘越 督查科科长 主楼317 84708291 lyue@dlut.edu.cn

档案员 甄先子 秘书科科员 主楼319 84708300 zhenxianzi@dlut.edu.cn

档案员 谢睿聪 信息与信访办公室主任 主楼405 84706736 xieruicong@dlut.edu.cn

档案员 黄薇 机要科科长 主楼317 84708325 huangwei@dlut.edu.cn

负责人 孙海英 纪委办公室副主任 主楼508 84708106 sunhy@dlut.edu.cn

档案员 魏旭 综合办公室主任 主楼502 84708306 weixu@dlut.edu.cn

负责人 杨炳君 党委组织部部长 主楼426 84708650 binjuny@dlut.edu.cn

档案员 窦智 组织员 主楼419 84709925 douzhi_1990@dlut.edu.cn

负责人 赫铭 副部长 主楼626 84707179 heming@dlut.edu.cn

档案员 马坤 办公室科员 主楼620 84708630 dutmakun@dlut.edu.cn

负责人 陶杰 副部长 主楼516-1 84708793 taojie@dlut.edu.cn

档案员 杨光 校党委统战员 主楼516-1 84706749 tzb@dlut.edu.cn

负责人 冯振业 工会主席 2号办公楼303 84707835 zyfeng@dlut.edu.cn

档案员 王历聪 工会办公室主任 2号办公楼303 84708670 wlc@dlut.edu.cn

负责人 刘精晶 团委副书记 学生活动中心338 84707854 ljj@dlut.edu.cn

档案员 冯立芳 办公室主任 学生活动中心338 84708674 fenglifang@dlut.edu.cn

负责人 孟秀英 机关党委副书记 主楼402-2 84706650 mengxy@dlut.edu.cn

档案员 孙  波 组织员 主楼422 84708341 sunboy@dlut.edu.cn

负责人 段大勇 副部长 主楼219 84708851 ddy@dlut.edu.cn

档案员 崔建楠 职员 主楼226 84706817 cuijiannan@dlut.edu.cn

负责人 姚伟岸 人事处处长 主楼221 84708711 ywa@dlut.edu.cn

档案员 张强 办公室职员 主楼217 84708710 zhang_qiang@dlut.edu.cn

档案员 刘山 工资保险科职员 科技园312 84707261 liushan@dlut.edu.cn

各单位、各部门档案工作负责人、专（兼）职档案员登记表

1 学校办公室

2
纪委办（监察处、党委
巡察办公室）

3 党委组织部（党校）

4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
心）

5 党委统战部

6 工会

7 团委

8 机关党委

9
党委人才办公室（党委
教师工作部）

10 人事处



档案员 蔡良竺 人事科职员 主楼218 84707530 cailiangzhu@dlut.edu.cn

档案员 厉龙 师资科职员 主楼225 84708057 lil@dlut.edu.cn

负责人 李洪敏 副处长 主楼602 84706300 lhm@dlut.edu.cn

档案员 王丹 科长 主楼601 84706550 wangd@dlut.edu.cn

负责人 石峰 保卫处副处长 保卫处206 84709110 shifeng@dlut.edu.cn

档案员 李琳 综合办公室科员 保卫处201室 84708730 llin@dlut.edu.cn

负责人 王旭东 副处长、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后勤楼306 84706181 wangxd@dlut.edu.cn

档案员 刘一凝 综合办职员 后勤楼204 84709871 liuyn@dlut.edu.cn

负责人 王哲 副馆长 伯川图书馆 84708622 wangzhe@dlut.edu.cn

档案员 丁媛 馆员 伯川图书馆 84708629 dingyuan@dlut.edu.cn

负责人 刘世丽 副处长 主楼616 84706739 liushili@dlut.edu.cn

档案员 张玲玲 科员 主楼612 84706185 zhangll@dlut.edu.cn

负责人 邬  霞 副处长 南门科技园403 84706602 xiawu@dlut.edu.cn

档案员 俞  洲 职员 南门科技园403 84708328 yuzhou@dlut.edu.cn

档案员 陈婷婷 职员 南门科技园407 84706391 chentingting@dlut.edu.cn

负责人 张程江 副处长兼副书记、纪委书记 大服楼307 84708695 zhangcj@dlut.edu.cn

档案员 李春晖 办公室专干 大服楼307B 84708319 lch@dlut.edu.cn

负责人 刘凤伟 办公室主任 网络与信息化中心104室 84708640 lfwei71@dlut.edu.cn

档案员 张修哲 办公室职员 网络与信息化中心104室 84708640 zhangxiuzhe@dlut.edu.cn

负责人 石忠博 副主任 科技园411 84709863 shizb@dlut.edu.cn

档案员 王一名 科长 科技园413 84709939 wym@dlut.edu.cn

负责人 赵国朋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科技园C座208B 84709944 zhaogp@dlut.edu.cn

档案员 于长福 组织员 科技园C座207 84707357 chfyu@dlut.edu.cn

负责人 廖丽 国资办副主任 主楼西侧楼428 84709620 liaoli@dlut.edu.cn

档案员 张巧 综合办公室职员 主楼西侧楼427 84708680 zhangqiao@dlut.edu.cn

档案员 张倩芸 住房管理科职员 主楼西侧楼420 84707953 zhangqianyun@dlut.edu.cn

负责人 张磊 主任 体育馆 84706310 zldl@dlut.edu.cn

10 人事处

11 审计处

12 党委保卫部（保卫处）

13 后勤处（后勤党委）

14 图书馆

15
党委政策研究室(发展
规划与综合改革办公
室)

16 校友工作处

17
离退休工作处（离退休
党委）

18
网络与信息化中心（信
息化建设管理办公室）

19 采购与招标管理办公室

20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产
业党委）

21 资产管理处（国资办）

22 体育场馆中心



档案员 张健魁 副主任 体育馆 84706320 zjk@dlut.edu.cn

档案员 银冠棋 科员 体育馆 84706320 yinguanqi@dlut.edu.cn

负责人 郑秋文 党总支副书记 附属高中A楼613 39577827 zhengqw@dlut.edu.cn

档案员 孙恒 档案管理员 附属高中档案馆 39577830 sunheng68@sina.com

负责人 丁锋 保密办副主任 主楼506 84707600 dingfeng@dlut.edu.cn

档案员 迟殿力 保密办综合科科长 主楼506 84707600 chidianli@dlut.edu.cn

负责人 王东 校长 附属学校407 84707622 wangdong01@dlut.edu.cn

档案员 姜艳 办公室主任 附属学校406 84707891 jiangyan@dlut.edu.cn

负责人 翟钢军 主任 主楼西侧412 84708837 zhai@dlut.edu.cn

档案员 刘婷婷 科长 主楼西侧413 84708353 liutt@dlut.edu.cn

档案员 徐涛杰 职员 主楼西侧413 84708353 xutaojie@dlut.edu.cn

负责人 马学虎 主任 主楼522 84707892 xuehuma@dlut.edu.cn

档案员 孙欢伟 科员 主楼102 84708890 sunhw@dlut.edu.cn

负责人 任立春 中心副主任 主楼西侧楼228室 84706295 renlc@dlut.edu.cn

档案员 王明阳 中心职员 主楼西侧楼220室 84709857 wangmy@dlut.edu.cn

负责人 丛丰裕 处长 主楼119  84708704 cong@dlut.edu.cn 

档案员 潘广贤 办公室主任  主楼120  84708702 faopc@dlut.edu.cn 

档案员 李成瑗 出国境科科长 主楼120  84706141 lichengyuan@dlut.edu.cn

档案员 崔紫娟 出国境科项目主管 主楼120  84706609 cuizijuan@dlut.edu.cn

档案员 曲媛 国际交流科科长 主楼125 84708191 quyuan@dlut.edu.cn

档案员 王莲 学生项目办主任 主楼125 84706354 wanglian@dlut.edu.cn

档案员 张雪娇 学生项目办主管 主楼125 84706354 xjzhang@dlut.edu.cn

档案员 张心姸 专家科项目主管 主楼121 84706195 dutio@dlut.edu.cn

档案员 姚璐 拓展办主任 主楼118 84706249 lyao@dlut.edu.cn

档案员 史斯特 拓展办项目主管 主楼118 84706249 stshi@dlut.edu.cn

负责人 王洛 副处长 主楼西侧楼1 84708285 wangluo@dlut.edu.cn

档案员 王玥 职员 主楼西侧楼108 84708884 nuannuan8042@dlut.edu.cn 

22 体育场馆中心

23 附属高级中学

24
保密工作办公室(国防
科技质量管理办公室)

25 附属学校

26 校园规划与管理办公室

27
学科建设办公室（学术
委员会办公室）

28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9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
澳台办）

30 财务处（内控办公室）

mailto:liutt@dlut.edu.cn#
mailto:xutaojie@dlut.edu.cn#


负责人 王同敏 常务副院长 研教楼732-1 84707336 tmwang@dlut.edu.cn

档案员 杨海军 综合办副主任 研教楼608 84708330 yanghj@dlut.edu.cn

档案员 莎日娜 培养处职员 研教楼612 84706321 sharina@dlut.edu.cn

档案员 乔英子 培养处职员 研教楼614 84708334 qiaoyz@dlut.edu.cn

档案员 刘易杭 研究生工作处职员 研教楼610 84708338 liuyihang@dlut.edu.cn

负责人 苗军 副处长 主楼西侧楼204室 84707325 miaojun@dlut.edu.cn

档案员 郭亚茹 办公室主任 主楼西侧楼209室 84708590 guoyaru@dlut.edu.cn 

负责人 金玲 副处长 主楼西侧楼302 84706775 jinl@dlut.edu.cn

档案员 廖春科 办公室科员 主楼西侧楼304 84706273 liaochunke@dlut.eud.cn

档案员 尤杨 办公室科员（兼职） 主楼西侧楼304 84706273 201441145@mail.dlut.edu.cn

负责人 吴迪 招生就业处副处长 南门科技园518 84706212 wud@dlut.edu.cn

档案员 李良 招生信息科科长 南门科技园510 84706630 liliang@dlut.edu.cn

负责人 刘阅
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纪委
书记

化综D503 84986021 liu_yue@dlut.edu.cn

档案员 尹一珺 职员 化综D505 84986004 yinyijun@dlut.edu.cn

档案员 刘辰玥 学生工作办公室辅导员 化综D505 84986025 407781719@qq.com

负责人 金若菲 副院长 B711 无 jruofei@dlut.edu.cn

档案员 于巍 综合办公室主任 B309 84706826 yuwei@dlut.edu.cn

负责人 李明智 副书记兼副院长 生物楼370 84706142 limingzhi@dlut.edu.cn

档案员 许昕傲 办公室主任 生物楼368 84708083 xuxinao@dlut.edu.cn

负责人 赵丹阳 副院长 模具所206室 zhaody@dlut.edu.cn

档案员 孙彬 综合办公室主任 机械楼205 84708414 sunbin@dlut.edu.cn

档案员 庞丹 组织员 机械楼302 84708412 pangdan@dlut.edu.cn

负责人 戚凤芝 副院长 材料馆204 84709284 qifz@dlut.edu.cn

档案员 侯英华 办公室主任 材料馆205 84707320 houyh@dlut.edu.cn

负责人 陈家模 副书记兼副院长 西部校区能动楼516 84707916 chenjm@dlut.edu.cn


档案员 刘常姝 办公室主任 西部校区能动楼510 84708460 liuchangshu@dlut.edu.cn

31
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
工作部

32 教务处

33
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
工作处、党委武装部）
、国防教育学院

34 招生就业处

35 化工学院

36 环境学院

37 生物工程学院

38 机械工程学院

3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0 能源与动力学院



负责人 徐佐省 副书记、副部长 创新园大厦B310 84706707 xzs@dlut.edu.cn

档案员 滕  飞 专（兼）职档案员 创新园大厦A313 tengfei@dlut.edu.cn

负责人 吕伟华 综合办公室主任 综合实验3号楼312 84709916 lvweihua@dlut.edu.cn

档案员 王威 综合办公室职员 综合实验3号楼312 84708500 wangwei1029@dlut.edu.cn

负责人 杨玉林 副书记兼副部长兼纪委书记 力学楼206 84706711 yyl@dlut.edu.cn

档案员 关  曼 学部办公室主任 力学楼202 84707652 manguan@dlut.edu.cn

档案员 金碧莹 学部党委组织员 力学楼203 84708396 jinbiying@dlut.edu.cn

负责人 陈家晶 副书记兼副部长 文科楼415 84709176 jiajing@dlut.edu.cn

档案员 高文 办公室主任 文科楼415 84708554 gaowen87@dlut.edu.cn

负责人 张治宝 副书记兼副院长 管经学部楼C302 84707977 dlutzzb@dlut.edu.cn

档案员 陈  岩 党委组织员 管经学部楼C415 84707664 gldb@dlut.edu.cn

档案员 张  宇 学办主任 管经学部楼C108 84707731 zydlut777@163.com

负责人 冷鸿涛 副书记兼副院长、纪委书记 建馆202-2 84706431 lenght@dlut.edu.cn

档案员 张  文 办公室主任 建馆208 84706531 zhangwen@dlut.edu.cn

负责人 张新奎 学院副书记 马院新大楼306 84707560 zxk@dlut.edu.cn

档案员 张玥 办公室主任 马院新大楼304 84708795 zhangyue2009@dlut.edu.cn

负责人 秦志强 副书记兼副院长 文科楼119 84708566 qinzhiqiang@dlut.edu.cn

档案员 潘迪 组织员 文科楼203 84707063 pandi@dlut.edu.cn

负责人 于艳敏 副书记兼副院长 物理学院308 84708372 yym1977@dlut.edu.cn

档案员 佟西原 组织员 物理学院321 84708374 tongxy@dlut.edu.cn

档案员 徐萱 综合办公室主任 物理学院319 84708370 xuxuan@dlut.edu.cn

档案员 纪丹红 学生办公室主任 物理学院217 84708376 jidanhong86425@dlut.edu.cn

档案员 林建舫 三束实验室办公室主任 三束1号楼201 84708389 linjianfang@dlut.edu.cn

负责人 于化东 行政副院长 创新园大厦A1112 84707392 yuhuadong@dlut.edu.cn

档案员 沈丹丹 秘书 创新园大厦B1010 84708354 shendan@dlut.edu.cn

负责人 李晓杰 副书记兼副院长 研教楼704-2 84706029 lxj@dlut.edu.cn

档案员 王天卓 组织员 研教楼710 84706159 wangtz@dlut.edu.cn

41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部

42 建设工程学部

43 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

44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45 经管学院

46 建筑与艺术学院

47 马克思主义学院

48 外国语学院

49 物理学院

50 数学科学学院

51
光电工程与仪器科学学
院

mailto:gaowen87@dlut.edu.cn#


负责人 崔旦 学院书记 管经大楼D256 84706829 cuidan@dlut.edu.cn

档案员 徐迎华 组织员 管经大楼D256 84706293 xuyh@dlut.edu.cn

负责人 李芃松 院长 刘长春体育馆东区院长办公室 84708584 li70@dlut.edu.cn

档案员 苗延妮 学院综合办公室主任 刘长春体育馆东区综合办公室 84708580 miaoyanni@dlut.edu.cn

负责人 衣红连 副院长 经管学院D117 84777829 yihl@dlut.edu.cn

档案员 付崇彬 学生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经管学院D120 84770162 fuchongbin@dlut.edu.cn

档案员 张焱 办公室主任 经管学院D116 84707726 zhang.0911@dlut.edu.cn

档案员 尹蕾 组织员 经管学院D116 84708248 yinlei@dlut.edu.cn

负责人 吴振宇 副院长 创客基地405 84708792 zhenyuwu@dlut.edu.cn 

档案员 冷  楠 办公室主任 创客基地408 84708599 ln@dlut.edu.cn 

负责人 武恒 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 经管大楼D257 84706258 wuheng@dlut.edu.cn

档案员 张冰洁 办公室职员 经管大楼D236 84706615 zhangbj@dlut.edu.cn

负责人 郑中兴 副院长 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办公楼201 83645023 zhengzx@dlut.edu.cn

档案员 陈  斯 学务中心办公室主任 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教学楼205 83688106 chens@dlut.edu.cn

负责人 顾丰 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 开发区校区信息楼 62274378 gufeng@dlut.edu.cn

档案员 徐鹏 党政办公室主任 开发区校区信息楼407 62274466 xupeng@dlut.edu.cn

档案员 尚博 党政办综合科科长 开发区校区信息楼 62274420 shangbo@dlut.edu.cn

负责人 石成田 学院党委书记 开发区校区综合楼503 62274456 shict@dlut.edu.cn

档案员 李鹏 综合办公室主任 开发区校区综合楼527 62274476 pengli@dlut.edu.cn

负责人 辛永亮 副书记兼副院长 开发区校区-信303 62274373 ylxin@dlut.edu.cn

档案员 王黎 档案馆职员 开发区校区-信313 62274437 wangl087@dlut.edu.cn

负责人 李一鸣 副书记兼副院长 开发区校区信息楼201-D 62273203 lym@dlut.edu.cn

档案员 孙雪辉 微电子学院综合办公室主任 开发区校区信息楼205-B 62273207 sunxh@dlut.edu.cn

负责人 王忠涛 副院长 主楼103 84707710 zhongtao@dlut.edu.cn

档案员 齐庚虎 职员 主楼108 84708605 kyyjcb1@dlut.edu.cn

档案员 杜新兰 职员 主楼108 84708605 xldu@dlut.edu.cn

52 张大煜学院

53 体育与健康学院

54
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
办公室）

55 创新创业学院

56
大连理工大学白俄罗斯
国立大学联合学院

57 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58
开发区校区党工委、管
委会

59 软件学院

60
大连理工大学-立命馆
大学国际信息与软件学
院

61 微电子学院

62 科学技术研究院



负责人 张宪超 副院长 主楼201 84706537 xczhang@dlut.edu.cn

档案员 刘辉 职员 主楼215 84709360 dutjgb@dlut.edu.cn

负责人 孙莹 综合科科长 主楼106 84707120 sunying@dlut.edu.cn

档案员 马小晶 综合科职员 主楼106 84709736 maxiaojing@dlut.edu.cn

负责人 张博 副院长 主楼521 84709106 zhangbo@dlut.edu.cn

档案员 朱晓雯 职员 主楼518 84709410 zhuxw@dlut.edu.cn

负责人 李昕 处长 主楼西侧楼330 84708821 lixin@dlut.edu.cn

档案员 焦焱 职员 主楼西侧楼323 84708820 jijian@dlut.edu.cn

负责人 闫肃 副处长 主楼西侧楼406 84708681 yansu@dlut.edu.cn

档案员 高言乐 职员 主楼西侧楼 暂无 gaoyanle@dlut.edu.cn

负责人 房志明 总编辑 出版社 84706103 dgcbs_zbs@163.com

档案员 汤晓慧 编务 出版社 84706022 dgcbs_zbs@163.com

基建处

63
国防（先进）科学技术
发展研究院

67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68 出版社

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64 文科建设办公室

65 技术研究开发院

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