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大学办公电话号码一览表 !!"#$"
学籍科 !!!!!!!! !"#$ 师资科 !!!!!!!! !"#$
人才交流培训中心 !!! !%&&
!!!!!!!! !"#%
教务科 !!!!!!!! !"$#
!!! !&$$
人才工作办公室 !!!! !'('
!!!!!!!! !"$&
实践教学科 !!!!!! !"#!
!!!! !)!&
工程训练中心 !!!!! !"$$
财务处
!!!!! !"$!
处长办公室 !!!!!! !)*(
协同创新办公室
副处长办公室 !!!!! !))*
主任办公室 !!!!!! #'(' 综合科 !!!!!!!! !!#%
副主任办公室 !!!!! #'#" 事业财务中心 !!!!! !$!'
综合科 !!!!!!!! #'#%
!!!!! %&%&
科技处!社科处" 合署#
!!!!! !'"$
资金管理中心 !!!!! !*'%
科协" 合署# !期刊部" 排靠#
专项资金科 !!!!!! !"&$
沿海开发办公室" 内设#
收费管理科 !!!!!! #"')
科技处处长办公室 !!! ##")
!!!!!! !))(
!!! (*''
!!!!!! #''(
社科处处长!副处长" 兼# 办公室
!!!!!! %%)*
预算管理科 !!!!!! !)*!
!!!!!!!!!! (*'#
沿海办主任!副处长" 兼# 办公室 基建财务科 !!!!!! !'*)
后勤财务科 !!!!!! !&%!
!!!!!!!!!! #"((
综合科 !!!!!!!! (**"
审计处
项目管理科 !!!!!! (*%$
处长办公室 !!!!!! !$&)
!!!!!! (**'
重大项目科 !!!!!! #%(' 综合办公室 !!!!!! #"#!
人文项目科 !!!!!! (!'# 审计室 !!!!!!!! !$&(
先进技术研究院 !!!! #'$(
!!!!!!!! !$&*
!!!! #'$)
学生处! 部" #人武部
应用技术办公室 !!!! #%("
处长办公室 !!!!!! %&&(
!!!! ("*(
科技成果科 !!!!!! (*** 副处长办公室 !!!!! %'((
!!!!!! (!)$
!!!!! %'#$
科协办公室 !!!!!! ("') 综合科 !!!!!!!! %'##
!!!!!! %"%!
人武部办公室 !!!!! %'##
!!!!!! !!&!
!!!!!! ('')
音像部 !!!!!!!! !"*)
教育管理科 !!!!!! %'(%
!!!!!! (*''
南通研究院!淮安研究院 !!! 大学生心理辅导中心 !! %'*(
!!!!!!!! %#'$
资助科 !!!!!!!! %'#(
!!!!!!!! !*)&
!!!!!!!!!! #%("
学生社区管理服务中心 ! %'(#
!!!!!!!! !#&(
江宁宣传办 !!!!!! ((&& 期刊部
! #*'$
广播台 !!!!!!!! ((&( 主任办公室 !!!!!! ##*! 国防教育科 !!!!!! %'#)
综合部 !!!!!!!! #"*" 新疆# 西藏少数民族学生管理办
!!!!!!!! ((&%
公室 !!!!!!!!! %'($
!!!!!!!! (%("
校长办公室
招生办公室 !!!!!! %'()
$ 河海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 %
主任办公室 !!!!!! %'%) 编辑部 !!!!!!!! (*$*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 %)*!
副主任办公室 !!!!! !%$* $ 河海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
!!! #*'"
版# % 编辑部 !!!!!! (*#(
!!!!! !"*!
!!! !)*%
$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编辑部 !
!!!!! !"*'
!!! %'#*
综合科 !!!!!!!! %"#"
!!!!!!!!!! (**!
团委
管理科 !!!!!!!! %"'# $ 水资源保护% 编辑部 !! (($'
秘书科 !!!!!!!! !"!% $ 水利经济% 编辑部 !!! (*!% 团委办公室 !!!!!! )'*)
信息科 !!!!!!!! %&)* $ 水科学与水工程 % " 英文 # 编辑
!!!!!! %'%&
统计科 !!!!!!!! %"#% 部 !!!!!!!!!! (*(* 文化艺术教育中心 !!! %%&*
合作发展科 !!!!!! %!'( 总编室 !!!!!!!! #*&"
保卫处
江宁校区管理办公室 !! (*'( 主编室 !!!!!!!! ("&(
信访办 !!!!!!!! %&)(
西康路校区
研究生院
处长办公室 !!!!!! !%!#
合作发展委员会!校友会!教育基
金会办公室 !!!!!! %)!" 常务副院长办公室 !!! #*)( !!!!!!!!! ()#)%$'%
研究生工作部部长办公室 !! 副处长办公室 !!!!! #$%&
发展规划处
办公室政保科 !!!!! !$"$
!!!!!!!!!! #*&%
处长办公室 !!!!!! %*"' 副院长办公室 !!!!! #*#& 治安科 !!!!!!!! !$$&
副处长办公室 !!!!! %*$'
消防科 !!!!!!!! !""*
!!!!! #*&*
招生办主任办公室 !!! #*&! 户籍科 !!!!!!!! !%#"
!!!!! !)(#
综合科 !!!!!!!! %*#' 基地办主任办公室 !!! (*&* 交通管理科 !!!!!! !#))
规划科 !!!!!!!! %*#" 院办公室 !!!!!!! (*'* 校园秩序科 !!!!!! !%"!
学科建设办公室 !!!! #'") 值班室 !!!!!!!! !*%&
!!!!!!!! %$(*
计划科 !!!!!!!! %*#& 重点建设办公室 !!!! (%&! 一号门 !!!!!!!! !$)#
招生办公室 !!!!!! (*%*
!!!!!!!! %'"(
!!!!!!!! #%'#
高教所办公室 !!!!! %#!& 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 ! #*&' 二号门 !!!!!!!! !*#(
学位办公室 !!!!!! #$($ 三号门 !!!!!!!! !*%(
教务处
基地管理办公室 !!!! #**& 监控报警中心 !!!!! #""&
处长办公室 !!!!!! %&## 合作培养办公室 !!!! #*)! 江宁校区
副处长办公室 !!!!! ('!" 教育管理办公室 !!!! (*#*
副处长办公室#交通管理科 !!
!!!!! %#$&
人事处
!!!!! ('!)
!!!!!!!!!! %&%%
办公室 !!!!!!!! %#'& 处长办公室 !!!!!! (")# 治安科#户籍科 !!!!! #!#(
水利高教学会秘书处
副处长办公室 !!!!! ('(" 消防科 !!!!!!!! #!(%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
校园秩序科 !!!!!! %&$"
!!!!! ((($
设办公室
值班室 !!!!!!!! %&&'
!!!!! #(!"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办公室 办公室 !!!!!!!! (!!) 东门 !!!!!!!!! %&%)
南门 !!!!!!!!! %&&"
!!!!!!!!!! ('&)
!!!!!!!! (#(#
教学研究科 !!!!!! ('!' 档案室 !!!!!!!! ('#" 西门 !!!!!!!!! %&%'
教学评估科!教师发展中心 !! 人事科 !!!!!!!! ('%! 北门 !!!!!!!!! %&%$
劳资科 !!!!!!!! ('&! 监控报警中心 !!!!! %&"'
!!!!!!!!!! ('!#
党委办公室!统战部!机关党委
党办主任办公室 !!!! !"#$
党办副主任办公室 !!! %"&%
党委办公室 !!!!!! %""'
统战部部长办公室 !!! %"&(
统战秘书办公室 !!!! !")&
机关党委书记办公室 !! %(!!
!!!!!! $#!#("$'" 传真#
机关党委办公室 !!!! %"$%
组织部!党校
部长办公室 !!!!!! %"!(
常务副校长!副部长办公室 !!
!!!!!!!!!! %&%'
副部长办公室 !!!!! !)*!
组织员办公室 !!!!! %(!&
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纪委副书记! 监察处处长纪委办
主任办公室 !!!!!! %"!%
纪委办副主任办公室 !! %*'$
处级纪检员办公室 !!! %"&*
纪委办公室 !!!!!! %"((
监察处办公室 !!!!! !'*)
宣传部
部长办公室 !!!!!! %)#$
副部长办公室 !!!!! %"(!
办公室 !!!!!!!! %"'%
校报编辑部 !!!!!! %"'!
!!!!!! %")!
网络新闻部 !!!!!! %*&!

实验基地
北门 !!!!!!!!! $%!&
监控报警中心 !!!!! $%!!
国际合作处
处长办公室 !!!!!! '&&!
副处长办公室 !!!!! '&&"
!!!!! '&%&
办公室 !!!!!!!! '!(#
国际交流科 !!!!!! ')*!
传真 !!!!!!! ")(&"*!#
基建处
处长办公室 !!!!!! $&'(
副处长办公室 !!!!! $&''
!!!!! $&'*
办公室 !!!!!!!! $&'&
计划管理科 !!!!!! $&'!
项目管理科 !!!!!! $&'%
设计管理科 !!!!!! $&'#
基建采购科 !!!!!! $&')
施工管理科 !!!!!! $&'$
档案室 !!!!!!!! $&)(
维修科 !!!!!!!! $&'"
西康路校区办公室 !!! '*)'

!"#

!!! (*")

后勤保障处
处长办公室 !!!!!! '"!&
书记办公室 !!!!!! (%##
副处长办公室 !!!!! ('#(
!!!!! $&)'
办公室 !!!!!!!! '*""
校园环境管理科 !!!! (*$#
质量检查监督科 !!!! '*!!
维修管理科 !!!!!! '*((
社会化管理科 !!!!! $&%(
!!!!!
!!!!!
!!!!!!
!!!!!!!!

$&!'
$&%#
$&%'
$&!&

综合保障科
收发室
水电供应与安全中心
主任办公室 !!!!!! '*('
副主任办公室 !!!!! (*"(
售电办公室 !!!!!! '*)%
!+中心配电房 !!!!! '&#(
%+中心配电房 !!!!! '%)*
研究生配电房 !!!!! '!'%
校医院
院长办公室 !!!!!! '*!$
办公室 !!!!!!!! '*!'
计划生育!妇科办公室 !! '*!$
预防室 !!!!!!!! '**'
输液!护办!医值室 !!! (!%&
医保办公室 !!!!!! '*$)
药房 !!!!!!!!! '*!(
收费!化验室 !!!!!! (!%'
护士值班室 !!!!!! (%$%
江宁门诊 !!!!!!! $&&)
幼儿园
园长办公室 !!!!!! '*!*
值班室 !!!!!!!! '*&*
资产管理处
处长办公室 !!!!!! '*%%
副处长办公室 !!!!! '*&)
!!!!! ('''
办公室 !!!!!!!! '&*&
房地产管理科 !!!!! ("))
设备管理科 !!!!!! '*"(
!!!!!! '&)'
采购管理科 !!!!!! '%#$
!!!!!!
!!!!!!
!!!!!
!!!!!

场馆管理中心

(!$%
'*$&
$)#%
$)#)

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
处长办公室 !!!!!! '&('
副处长办公室 !!!!! $!'#

办公室 !!!!!!!! !"#"
实验室规划与建设科 !! "#"#
设备共享与安全科 !!! "$%"
公共实验资源管理科 !! !&'"
离退休工作处
处长办公室 !!!!!! !$&(
副处长办公室 !!!!! "))"
党工办 !!!!!!!! "$)%
事务科 !!!!!!!! !$**
活动科 !!!!!!!! "$)&
退教协 !!!!!!!! "%)%
老年体协 !!!!!!! !$!(
校办产业管理办公室
书记办公室 !!!!!! !%)%
主任办公室 !!!!!! !!%(
综合部 !!!!!!!! "'''
企管部 !!!!!!!! !''%
财务审计部 !!!!!! !'#&
!!!!!! "'**

工+会

主席办公室 !!!!!! !!&'
副主席办公室 !!!!! !$*&
综合科!宣传教育部 !!! "$"$
文体活动部办公室 !!! !$(%
大禹学院
书记办公室 !!!!!! '$%(
院长办公室 !!!!!! '$%#
学院办公室 !!!!!! '$%*
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院长!书记办公室 !!!! "#*)
副院长办公室 !!!!! "$'"
!!!!! "$'$
办公室 !!!!!!!! "!)"
学生事务部 !!!!!! "$'%
!!!!!! "(#'
远程教育教务部 !!!! "(("
!!!! "((#
继续教育教务部 !!!! !$$&
!!!! "('"
培训部 !!!!!!!! "("$
!!!!!!!! !#*"
资源建设部 !!!!!! !&"#
网络教育技术部 !!!! !()*
!!!! !()!

江宁校区
馆长办公室 !!!!!! !"!#
副馆长办公室 !!!!! !$%$
!!!!! !"!&
物业值班 !!!!!!! !$'%
读者服务部主任办公室! 参考咨
询 !!!!!!!!!! !"!!
中文图书借还书处 !!! !"!"
中文期刊!报纸阅览室 !! !"!(
特色阅览室!工具书阅览室 !!
!!!!!!!!!! !"!)
电子阅览室! 外文图书阅览室水
文化影像空间!复印室 !! !"!*
资源建设部" 编目室# !! !"!'
公共服务部 !!!!!! !"!%
教材发行中心 !!!!! !'")
档案馆
馆长办公室 !!!!!! *)#'
馆长助理办公室 !!!! )")(
办公室 !!!!!!!! )&)(
文书与会计档案室 !!! )&("
科技档案室 !!!!!! )")%
声像档案室与陈列馆 !! )*('
档案信息技术处理室 !! )&)(
教学档案室 !!!!!! )$&"
网络与信息管理中心
主任办公室 !!!!!! *"$#
主任助理办公室 !!!! *"'!
信息管理部 !!!!!! *!('
网络管理部 !!!!!! )()$
用户服务部 !!!!!! *!#"
综合管理部 !!!!!! )!)&
网络服务热线 !!!!! *!#&
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办公室 !!!!!! )*&'
副主任办公室 !!!!! *&&%
办公室 !!!!!!!! ))$)
!!!!!!!! *&#)
平台主管办公室 !!!! *'!"
!!!! *%%%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办公室 !!! )#$$
副主任办公室 !!! )#'!*)#$

国际教育学院
!!!!! )#(&
院长!书记办公室 !!!! !**)
!!!!! ))$(
副院长 !!!!!!!! "%%$ 办公室 !!!!!!!! )#)$
科管办公室 !!!!!! *$"%
!!!!!!!! !&&$
产学研办公室 !!!!! *#"$
!!!!!!!! !&*%
办公室 !!!!!!!! !&*) 团队办公室 !!!!!! *#"$
招生科 !!!!!!!! !&''
创新研究院
教务科 !!!!!!!! "$##
学生事务科 !!!!!! !&*) 院长办公室 !!!!!! )#$$
学生交流科 !!!!!! !&'* 副院长办公室 !!!!! )*'$
培训中心 !!!!!!! !&''
!!!!! &$'#
迎宾馆外教宿舍 !!!! "!#) 办公室 !!!!!!!! )#)$
图书馆
水文水资源学院
西康路校区
院长办公室 !!!!!! ))&&
馆长办公室 !!!!!! "#%" 副院长办公室 !!!!! *%)&
书记办公室 !!!!!! !'*!
!!!!! *%!(
副馆长办公室 !!!!! !$%'
!!!!! *%)$
书记办公室 !!!!!! *%!#
!!!!! "(%!
综合办公室 !!!!!! "((% 副书记办公室 !!!!! *%!*
办公室 !!!!!!!! "()) 学院办公室 !!!!!! ))&'
总支秘书办公室 !!!! "('( 人事!科研!学科办公室 ! *%)'
财务室 !!!!!!!! !()$ 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 ! ))'"
中文图书借还书处 !!! !(%! 本科教学办公室 !!!! *%)!
外文图书阅览室 !!!! "()( 组织资料管理办公室 !! *%)"
外文期刊阅览室 !!!! "(%& 辅导员办公室 !!!!! *%)%
中文期刊! 报纸及硕博士学位论
!!!!! !"&'
文阅览室 !!!!!!! "()$ 水文实验中心 !!!!! *)""
信息部" 科技查新站# !! !(%)
水利水电学院
数字化技术部 !!!!! "(%%
资源建设部" 采访室# !! !(%( 院长办公室 !!!!!! *%&"
公共服务部 !!!!!! !(%* 副院长办公室 !!!!! **&%
教材发行中心 !!!!! "()'
!!!!! )$#&
门卫值班室 !!!!!! !()% 书记办公室 !!!!!! )("*

副书记办公室 !!!!! !"#$
院士办公室 !!!!!! %&'&
学院办公室 !!!!!! !"##
学院传真 !!!!! ()%)#))$
人事!科研办公室 !!!! %)$$
教务办公室 !!!!!! !&)#
研究生培养办公室 !!! !&$$
组织员办公室 !!!!! %)$#
本科辅导员办公室 !!! !&)$
研究生辅导员办公室 !! %)$"
教务办公室 !!!!!! "*)$
辅导员办公室 !!!!! "*))
学院计算站 !!!!!! !"'#
水电系主任办公室 !!! !&))
农水系主任办公室 !!! %$#'
专业建设办公室 !!!! %%$#
!!!! !%)%
国际交流中心 !!!!! !"#%
工程教育中心 !!!!! %%#%
实验室管理办公室 !!! %%#%
大坝监控实验室 !!!! !&"%
水工结构实验室 !!!! !'#$
振动台实验室 !!!!! !"$(
施工实验室 !!!!!! !!$'
渗流温控实验室 !!!! !"))
渗流实验室 !!!!!! !&$&
工程水力学实验室 !!! !&*#
生态中心 !!!!!!! %'!#
水电站实验室 !!!!! !")'
水工机房 !!!!!!! !""*
水经实验室 !!!!!! !"*#
水利水电教学实验中心 ! %(#%
农业工程实验中心 !!! !&$"
南方地区高效灌排与农业水土环
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
!!!!!!!!!!! ""'$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院长办公室 !!!!!! %%'!
副院长办公室 !!!!! %(*$
书记办公室 !!!!!! !!#$
副书记办公室 !!!!! %%'%
行政!组织办公室 !!!! !!##
教学办公室 !!!!!! !#(%
人事!学科!科研办公室 ! !!*(
辅导员办公室 !!!!! !!'$
!!!!! "*'"
计算机站 !!!!!!! !!'*
资料室 !!!!!!!! !'#)
土木与交通学院
院长办公室 !!!!!! %$(%
副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书记办公室
副书记办公室
学院办公室
组织员办公室
人事秘书办公室
工程硕士与合作发展办公室 !
!!!!!!!!!! !!)*
学科!科研办公室 !!!! %!'*
本科教学办公室 !!!! %!'"
!!!! "*'*
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 !""$
研究生辅导员办公室 !! !!&$
本科生辅导员办公室 !! %#("
!! "*'$

环境学院

院长办公室 !!!!!! %&)'
副院长办公室 !!!!! %#(&
!!!!! %&)#
书记办公室 !!!!!! %$""
副书记办公室 !!!!! !'&'
学院办公室!组织!人事办公室
!!!!!!!!!! !!&!
行政!学科! 本科教学! 科研办公
室 !!!!!!!!!! !&%#
辅导员办公室 !!!!! !!"!
!!!!! "#*)
实验中心 !!!!!!! !(&%

能源与电气学院
院长办公室 !!!!!! !"#!
副院长办公室 !!!!! !$#$
!!!!! !"#$
书记办公室 !!!!!! !$#%
副书记办公室 !!!!! !"#$
行政!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 !
!!!!!!!!!! !$#&
人事!学科!科研办公室 ! !$#'
组织员办公室 !!!!! !$#(
本科教学办公室 !!!! !$#)
研究生辅导员办公室 !! !$'"
本科生辅导员办公室 !! !$'*
!! !$'(
电工电子实验中心主任办公室
!!!!!!!!!! !$'$
电工电子实验中心管理办公室
!!!!!!!!!! !$#*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院长办公室 !!!!!! !"$!
副院长办公室 !!!!! !"*"
书记办公室 !!!!!! !"$%
副书记办公室 !!!!! !"*(
学院办公室 !!!!!! !"$&
组织员办公室 !!!!! !"*)
本科教学办公室 !!!! !"$#
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 !"*$
人事管理办公室 !!!! !""*
学科与科研办公室 !!! !"(&
本科生辅导员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辅导员办公室
信息工程实验中心 计算机
信息工程实验中心 通信
计算机基础实验中心
创新实验室
力学与材料学院
院长办公室 !!!!!! &#'&
副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书记办公室
副书记办公室
学院办公室 本课教学 研究生秘
书办公室 !!!!!!! &)"$
行政秘书办公室 !!!! &$)&
人事!科研!学科!组织员办公室
!!!!!!!!!! '$*'
分团委书记兼本科生辅导员办公
室 !!!!!!!!!! !%*(
研究生辅导员办公室 !! !%*(
本科生辅导员办公室 !! !)$&
江苏省力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办
公室 !!!!!!!!! &#!"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院长办公室 !!!!!! '")$
副院长办公室 !!!!! '")'
书记办公室 !!!!!! '")"
副书记办公室 !!!!! '")*
学院办公室 !!!!!! '*()
组织人事!学科科研办公室 !!
!!!!!!!!!! '*))
研究生!本科生教学秘书办公室
!!!!!!!!!! !")"
研究生辅导员办公室 !! '*)(
本科生辅导员办公室 !! !")*
!! '")&

海洋学院

院长办公室 !!!!!! '&)'
副院长办公室 !!!!! '&)'
书记办公室 !!!!!! '&'$
学院办公室 !!!!!! &&)"
辅导员办公室 !!!!! '%"(
!!!!! &%!"
!!!!! !)(!

理学院

院长办公室 !!!!!! !"#$
副院长办公室 !!!!! !!%&
书记办公室 !!!!!! !!"!
副书记办公室 !!!!! &$!'
行政办公室 !!!!!! !!'!
人事!组织办公室 !!!! !!%#
教学!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
!!!!!!!!!! &$!#
本科生辅导员办公室 !! &$!"
物理实验室 !!!!!! &$!$
商学院
院长办公室 !!!!!! &""!
副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书记办公室
副书记办公室
院务委员办公室

&""(
&"")
&"$!
&"""
&'"!
&'!*
&'!!
&'!)
&'!(
&'*#
&"$)
&'$!
&''#
&"#$

学院办公室
党务与学生工作办公室
教务与学位管理办公室
科技办公室
国际合作交流 国际教育办公室
!!!!!!!!!! &'"'
国际认证与质量提升办公室 !
!!!!!!!!!! &"#(
职业发展与就业服务中心 !!
!!!!!!!!!! &"$'
本科生辅导员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辅导员
后勤服务与资产管理办公室

管理实验中心
图书资料室
校友联谊与基地管理办公室 !
!!!!!!!!!! &"$*
!"#教育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硕士教育中心

管理学与人力资源系
市场营销系
财务金融系
会计学系
管理科学与信息管理系
工程经济与工程管理系
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系
公共管理学院
院长办公室 !!!!!! !"&&
副院长办公室 !!!!! !"*$
!!!!! !"')
书记办公室 !!!!!! *!&)
副书记办公室 !!!!! &$)'
人事办公室 !!!!!! *"!)
行政!本科教学办公室 !! !")$
学科科研!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
!!!!!!!!!! *"*!
本科生辅导员办公室 !! &$))
研究生辅导员办公室 !! &$)#
资料室 !!!!!!!! *!$'
文科实验室 !!!!!! &$)&
法学院
院长办公室 !!!!!! *('#
副院长办公室 !!!!! *'!"
!!!!! *'(*
书记办公室 !!!!!! *'*&
学院办公室 !!!!!! *'(&

研究生!科研秘书办公室 !!!
!!!!!!!!!! !"#"
本科教学秘书办公室 !! !$!%
!! &%&%
本科生辅导员办公室 !! &%'(
法律事务办公室 !!!! ))'%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办公室 !!!!!! !$!*
副院长办公室 !!!!! !!'(
!!!!! !'&%
书记办公室 !!!!!! !!#%
行政!科研!人事!组织办公室 !
!!!!!!!!!! )'(%
教学!学科!辅导员办公室 !!

学生三舍 !!!!!!! !"#$
学生四!五舍 !!!!!! !"!#
学生六舍 !!!!!!! !"#%
!!!!!!! !&%!
学生七舍 !!!!!!! !"!'
学生八舍 !!!!!!! !"!(
学生九舍 !!!!!!! !%(&
学生十舍 !!!!!!! !"'"
学生十一舍 !!!!!! !&&#
研综合楼 !!!!!!! '$((
研一舍 !!!!!!!! !'%(
研二舍 !!!!!!!! !'!(
东楼" 二号楼# !!!!! !(")
友谊山留学生宿舍 $!%!# 号楼
!!!!!!!!!! !""$
留学生一号楼 !!!!! '"#&
!!!!!!!!!! &%'#
江宁一号站 !!!!!! ###)
外国语学院
江宁三号站 !!!!!! ###$
院长办公室 !!!!!! &()' 江宁四号站 !!!!!! ##!&
副院长办公室 !!!!! &()# 江宁五号站 !!!!!! ###'
江宁七号站 !!!!!! ###!
!!!!! &(!*
书记办公室 !!!!!! &()! 江宁九号站 !!!!!! ###*
副书记办公室 !!!!! &()& 江宁经理办公室 !!!! ##!"
学院办公室 !!!!!! &()" 物业管理中心
科研秘书!组织员办公室 !!!
常务副主任办公室 !!! !'*'
!!!!!!!!!! &()$
教学秘书办公室 !!!! &()) 副主任办公室 !!!!! ###"
辅导员!团委书记办公室 !!! 综合部 !!!!!!!! !%(!
维修组 !!!!!!!! !(!#
!!!!!!!!!! &()%
语音室 !!!!!!!! &()( 校办值班室 !!!!!! !))$
收发室 !!!!!!!! !)$$
体育系
科学馆 !!!!!!!! !'")
系主任!直属党支部书记办公室 闻天馆 !!!!!!!! '"%'
力学楼 !!!!!!!! !%'"
!!!!!!!!!! !'$&
信息馆 !!!!!!!! !(!*
!!!!!!!!!!! &(($
系副主任办公室 !!!! !!'# 科学会堂 !!!!!!! !%$"
系办公室 !!!!!!! ))() 河海馆 !!!!!!!! !#"#
水电馆 !!!!!!!! !(&%
!!!!!!! !)&&
严恺馆 !!!!!!!! !%!"
!!!!!!! &((&
体育教育教研室 !!!! &((( 芝纶馆 !!!!!!!! ''&!
军事理论教研室 !!!! !'$" 水利馆 !!!!!!!! '$)(
产业楼 !!!!!!!! '(*#
!!!! &((%
大学体育教育研究所 !! !!$# 工商馆 !!!!!!!! '#&)
六号楼 !!!!!!!! '"%%
!! &((!
体育中心办公室 !!!! !!## 老管理楼 !!!!!!! '$&#
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办公室 !! 接待中心" 迎宾馆# !!! !'#$
!!!!!!!!!! !%#$
保管室 !!!!!!!! &(() 珠海市丹田物业
乒乓房 !!!!!!!! &((" 行政楼 !!!!!!!! #&#)
游泳池 !!!!!!!! ))"# & 号楼" 乐学楼# !!!! #&##
体育馆值班室 !!!!! !()) ) 号楼" 笃学楼# !!!! #&#!
体育馆票房 !!!!!! !()! $ 号楼" 雅学楼# !!!! #&#'
江苏省大体协南京分会主任办公 % 号楼" 厚学楼# !!!! #&#%
室 !!!!!!!!!! ))(! &' 舍 !!!!!!!!! #"*)
&* 舍 !!!!!!!!! #"*$
后勤服务中心
&( 舍 !!!!!!!!! #"*%
主任办公室 !!!!!! !&&& 员工公寓" 校医院# !!! #"%*
副总经理办公室 !!!! !#"% 图书馆 !!!!!!!! #"&$
致高楼 !!!!!!!! ##%(
!!!! )%#)
会议中心 !!!!!!! #"&'
!!!! )('*
办公室 !!!!!!!! !))' 致远楼消防值班室 !!! #"&)
人事部 !!!!!!!! ))'" 体育场 !!!!!!!! #%%#
财务部 !!!!!!!! )*&) 服务中心办公室 !!!! #&#$
质检部 !!!!!!!! !!!$ 长沙万厦园丁物业
饮食服务中心
!"!!# 舍 !!!!!!!! ##$$
常务副主任办公室 !!! )(## )" 舍
副主任办公室 !!!!! )($# )& 舍
!!!!! &&%)
综合部 !!!!!!!! )*(% 江苏高校物业
采购部 !!!!!!!! )))$ 博学楼主楼 !!!!!! ##%&
博学楼辅楼 !!!!!! ##%"
!!!!!!!! &*!&
学生一餐厅 !!!!!! )((" 水资源 !!!!!!!! ##$!
学生二餐厅 !!!!!! )&)' 致用楼 !!!!!!!! ##$%
研究生餐厅 !!!!!! !()' 勤学楼 !!!!!!!! ##$#
教工餐厅 !!!!!!! )$%! 励学楼 !!!!!!!! ###(
友谊山庄 !!!!!!! !!&! 办公室 !!!!!!!! #&")
学生公寓管理中心
建筑安装与修缮中心
常务副主任办公室 !!! )%"$ 常务副主任办公室 !!! !%)'
综合部 !!!!!!!! )##( 办公室 !!!!!!!! !*')
学生一舍 !!!!!!! )*!% 工 程 部 !!!!!!!! !%)*
学生二舍 !!!!!!! )*&" 维 修 部 !!!!!!!! !%$'

综合服务中心
主任办公室 !!!!!! !"#!
综合部 !!!!!!!! $%"#
票据室 !!!!!!!! !&&#
物资供应 !!!!!!! $%"#
复印部 !!!!!!!! $"'$
结算部 !!!!!!!! !''(
教育超市! 西康路校区" ! !&))
教育超市! 江宁校区" 大店 !!
!!!!!!!!!! ((("
教育超市! 江宁校区" 小店 !!
!!!!!!!!!! (('(

江苏河海工贸总公司
经理办公室 !!!!!! $"#!
副经理办公室 !!!!! $"#!
综合部 !!!!!!!! $&&*
黄山培训中心 !!! )#!*%'")
车队
办公室 !!!!!!!! $%('
设计院
总机 !!!!!!!!! !(")
!!!!!!!!! $("!
!!!!!!!!! $(*%
!!!!! $("#

总经理办公室
出版社
社长办公室 !!!!!! !"*'
总编办公室 !!!!!! !!()
综合部办公室 !!!!! $$!)
生产部办公室 !!!!! $!($
财务部办公室 !!!!! $!')
营销部办公室 !!!!! !!%(
河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办公室 !!!!! $)!"
副总经理办公室 !!!! !&&)
综合部办公室 !!!!! $&)$
技术部办公室 !!!!! $&*!
工程部办公室 !!!!! $"*#
测绘部办公室 !!!!! $"%#
江苏河海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办公室 ! $&*&
副总经理办公室 !! )#!"#!)#
总工办公室 !!!!!! $"!)
计划经营部办公室 !!! !&*$
财务办公室 !!!!!! $&*"
综合办公室 !!!!!! $&*&
印刷厂
厂长办公室 !!!!!! $$#*
业务办公室 !!!!!! !#)$
!!!!!! !#)!
!!!!!! $$#"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河海大学
后备军官选拨培训办公室
主任办公室 !!!!!! $%**
!!!!!! (%)*
办公室 !!!!!!!! $'!&
!!!!!!!! (%)"

电话拨打方法说明
"!首位为 #'$($$$!% 的 % 位
短号为校内电话& 校内电话互拔
时只需拨打 % 位短号即可'
'!首位为 # ' % 的短号时& 在
短号 前 加 拨 # )#!! % 如 短 号 为
#'*** % & 校外电话拨打时& 则拨
#)#!!'***% '
#!校外电话拨打首位为 #( %
的短号时& 从第 ' 位开始加拨
#)*&& % & 如校内电话为 # (*$* % &
校外电话拨打时则拨
#()*&&*$*% '
%!校外电话拨打首位为 #$$
!% 的 短 号 时& 在 短 号 前 加 拨
#)#!) % & 如短号为 # $'#' % & 校外
电话拨打时则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