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
纪委监察处
处长室…………………4392529
副处长室………………4392529
综合科…………………4393301
纪检监察一科…………4393301
纪检监察二科…………4393301

党政办公室

蒙

古

大

学

教务处

处长室…………………4392373

处长室…………………4392513
副处长室………………4393275
副处长室………………4392303
教学研究科……………4392517
教务管理科……………4392512
7381065
实验与教学设备管理科……4392509
7381011
教学质量管理科………4392423
教材供应中心…………4392544
7381012
信息化建设科…………4393049
民族教育科……………4392501
实践教学科……………4393082
教师教育科……………4392261
7381011
考试与综合事务管理科……4392261

部长室…………………7381014
副处长室………………4392417
副部长室………………7381014
综合办公室……………4392411
7388382
本科生教育管理科……7381048

工
部长室…………………4392228
副部长室………………4392801
组织科…………………4392522
干部科…………………4393186
干部教育科……………4392521
干部监督科……………4392521
党校办公室……………4392522
党建综合办公室………4392801

范

学工部（学生工作处）

主任室…………………4392511
副主任室………………4392525 研究生教育管理科……7388382
副主任室………………4392319 勤工助学管理科………7383466
综合科…………………4392519 助学贷款科……………7383466
（传真）4392036 易班工作站……………7388381
（直拨）4392030 军事教育管理科………7388385
文秘科…………………4392574 心理健康教育科………7388380
4393430 课程资料室……………7381085
统计信息科……………4392337 一站式服务大厅………7381042
史志办…………………4393467
机要科…………………4392534
离退休教职工工作处
信访科…………………4392595
书记室…………………4393194
调研（督查）室………4393617
处长室…………………4393194
档案馆…………………7383464
综合服务科……………4392334
档案馆…………………7383463
合作交流科……………4391484 管理服务科……………4393433
校友会…………………4393665 文体服务科……………4392362
基金会…………………4392266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4392334
校友会、基金会办公室 4393661 老教授协会……………4392334
校友会、基金会财务室 4391480

组织部

师

会

主席室…………………4392386
女工部…………………4392502
综合部…………………4392505
维权部…………………4392570

团

委

书记室…………………4392117
副书记室………………4392117

科技处
处长室、书记室………4392310
综合管理科……………4392310
理工项目管理科………4392315
社科项目管理科………4392312
艺术体育科研管理科…4392311
成果管理科……………4393152
科研平台管理科………4393152

人事处
处长室…………………4392516
副处长室………………4393389
综合科…………………4392566
人事科…………………4392506
社保科…………………4393389
劳资科…………………4392546
师资科…………………4392566
人事信息与岗位管理科……4392546
档案科…………………4392178

办公室…………………4392531

宣传部

素质拓展部……………4392374

招生就业处

部长室…………………4392533 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4392374 处长室…………………4392354
副部长室………………4392523 宣传部…………………4392374 综合事务办公室………4392265
理论科…………………4392541 组织部…………………4392374 招生办公室……………4392514
舆情与意识形态科……4392541 青年发展部……………4392374 招生办公室……………4392031
新闻中心………………4392537 第二课堂管理服务中心……4392531 就业市场部……………4392103
媒体运行科……………4392537
职业发展指导中心……4391979
文明校园创建科………4392537
就业信息服务中心……4392375
发展规划处
双创基地运营与服务中心…4392039

统战部
部长室…………………4392510
综合办公室……………4392526
统战科…………………4392526

（高等教育研究所）

处长室…………………4392508
综合科…………………4393004
规划科…………………4393004
高等教育研究所………4391980

国际交流合作处
处长室…………………4392327
综合科…………………4392006
外事科…………………4392006

办

公

电

财务处

话

简

表（第十三版）

研究生院

处长室…………………4392330 书记室…………………4393229
副处长室………………4392343
院长室…………………4393230
副处长室………………4392332
会计核算科……………4392331 副书记、副院长室……4392092
4392351 副院长室………………4393144
信息管理科……………4393469 副院长室………………4392092
综合管理科……………4392460
盛乐校区院领导办公室 7383468
预算管理科……………4392332
收入薪酬科……………4392308 综合办公室……………4393371
盛乐财务科……………7381025
7383469
资金结算中心…………4392335 招生办公室……………4393213
培养办公室……………4393177
审计处
处长室…………………4392528 公共教学部……………4393177
综合管理科……………4393293 学位办公室……………4393150
财务审计科……………4392547 专业学位办公室………4393203
工程审计科……………4392547 学位点管理办公室……4392487

保卫处
处长室…………………4391987
7383488
副处长室………………4392338
7381015
副处长室………………4392549
7381016
综合管理科……………4392290
7381019
安全管理科……………4392596
7381020
消防科…………………4392596
7381020
信息科…………………4392400
7381017
警务室…………………4392400
7381017
治安科…………………4393153
7381021
校卫队…………………4392110
7381021
户籍科…………………4392400
7381019
校园 110………………4392110
7381070

后勤管理处
处长、书记室…………4392323
副处长室………………4392321
综合管理科……………4392321
4392329
工程计划管理科………4392632
节能管理科……………4392320
工程质量监督科………4392415
修缮工程管理科………4392322

国有资产与校办企业管理处
处长室…………………4392392
副处长室………………4393833
综合管理科……………4392390
资产管理与检查验收科……4393889
设备管理科……………4392025
招标采购科……………4392543
产权与公房管理科……4393057

教育学院
（田家炳教育书院）
书记室…………………7381855
院长室…………………7381632
副书记、副院长室……7381712
副院长室………………7381791
副院长室………………7381092
综合办公室……………7381872
团总支…………………7381009
学工办…………………7381009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7381245
预科与专科办公室……7381776

蒙古学学院
书记室…………………7383412
院长室…………………7383414
副书记、副院长室……7383458
副院长室………………7388359
综合办公室……………7381416
团总支…………………7381036
学工办…………………7381036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4393292
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4393119
少数民族文学馆………7388365
蒙古学国际研究中心……暂 无

文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书记室…………………7383396
院长室…………………7383395
副书记、副院长室……7383398
副院长室………………7383400
副院长室………………7383401
综合办公室……………4392484
7381056
团总支…………………7381037
学工办…………………7381037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7383397
语言研究所………………暂 无
人文教育与实践中心……暂 无

书记室…………………7383420
院长室…………………7383418
副书记、副院长室……7383419
副院长室………………7383417
综合办公室……………4393323
7383421
团总支…………………7381075
学工办…………………7381075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7381062

新闻传播学院
书记室……………………暂 无
院长室……………………暂 无
副院长室…………………暂 无
综合办公室……………4392049
团总支…………………4392051
学工办…………………4392051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4392049

马克思主义学院
书记室…………………4392458
院长室…………………4392569
副书记、副院长室……4392459
副院长室………………4392630
综合办公室……………4392458
团总支…………………4392459
学工办…………………4392459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4392630

历史文化学院
书记室…………………7383448
院长室…………………7383452
副书记、副院长室……7383450
副院长室………………7383449
综合办公室……………4392485
团总支……………………暂 无
学工办…………………7381052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暂 无

民族学人类学学院

法政学院

书记室…………………4392677
院长室……………………暂 无
副书记、副院长室………暂 无
副院长室…………………暂 无
综合办公室……………4393076
团总支…………………4392401
学工办…………………4392401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4393076

书记室…………………7383495
院长室…………………7383493
副书记、副院长室……7393410
副院长室………………7383410
综合办公室……………7383411
团总支…………………7383408
学工办…………………7383408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7383407

公共管理学院
书记室…………………7383433
院长室…………………7383435
副书记、副院长室……7383436
副院长室………………4393481
综合办公室……………4392424
团总支…………………7381063
学工办…………………7381063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7383438

旅游学院
书记室…………………7383404
院长室…………………7383404
副书记、副院长室……7383402
副院长室………………7383402
综合办公室……………7395283
团总支…………………7383077
学工办…………………7383077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7383405

外国语学院
书记室…………………7388362
副院长室………………7383447
副书记、副院长室……7383443
副院长室………………7383442
副院长室………………7383441
综合办公室……………4392463
7383440
团总支…………………7381039
学工办…………………7381039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4392463
7381079

数学科学学院
书记室…………………7383394
院长室…………………4392483
7383390
副书记、副院长室……7383394
副院长室………………7383390
副院长室………………7383389
综合办公室……………4392481
7383386
团总支…………………7381055
学工办…………………7381055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4392481
7383391

内

蒙

古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书记室…………………4392580
副院长室…………………暂 无
副书记、副院长室……4392580
副院长室………………4392579
综合办公室……………4392576
团总支…………………4392326
学工办…………………4392326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4392576
实验室管理中心………4392576
功能材料物理与化学自治区重点
实验室…………………4393242

书记室…………………4392470
院长室…………………4392453
副书记、副院长室………暂 无
副院长室…………………暂 无
副院长室…………………暂 无
综合办公室……………4392451
团总支……………………暂 无
学工办……………………暂 无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4392451
教学实验中心…………4392545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书记室…………………4392443
院长室…………………4392124
副书记、副院长室……4392441
副院长室………………4392124
综合办公室……………4392442
团总支…………………4392441
学工办…………………4392441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4392442
实验室管理中心………4392444
内蒙古自治区绿色催化重点实验室
…………………………4393376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书记室…………………4391981
院长室…………………4392450
副书记、副院长室……4392447
副院长室………………4392102
综合办公室……………4392448
团总支…………………4392446
学工办…………………4392446
教学与科研办公室……4392448

地理科学学院
书记室…………………7383379
院长室…………………7383376
副书记、副院长室……7383383
副院长室………………7383379
副院长室………………7383376
综合办公室……………4392360
7383381
团总支…………………7381060
学工办…………………7381060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7383380
计算机公共课教研部…4392545
内蒙古自治区遥感与地理信息系
重点实验室……………4393235

心理学院
书记室…………………7383427
院长室…………………7383422
副书记、副院长室……7383426
副院长室………………7383423
综合办公室……………7383424
团总支…………………7381061
学工办…………………7381061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7381035
心理学位点与学科建设中心 7383423
心理学实验与实践创新中心 7381035

音乐学院
书记室…………………4313539
院长室…………………4392551
副书记、副院长室……4392456
副院长室………………4318231
综合办公室……………4392552
团总支…………………4391990
学工办…………………4391990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4392552
肖黎声声乐艺术中心……暂 无

体育学院

师

范

大

学

美术学院
书记室、院长室………7383566
副书记、副院长室……7383607
副院长室………………7383607
综合办公室……………7383606
团总支…………………7383608
学工办…………………7383608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7383606

办

公

电

学报编辑部
主任室…………………4393043
副主任室………………4393043
办公室…………………4393041
发行部…………………4393042
4393041
教育科学版编辑部……4393713
哲学社科汉文版编辑部 4393835
哲学社科蒙文版编辑部 4393037
自然科学汉文编辑部…4393042
自然科学蒙文编辑部…4393039
语文学刊编辑部………4393040
编务室…………………4393243

书记室…………………4392309

院长室…………0479-7318781
副书记、副院长室 0479-7318778
党工委办公……0479-7511084
院办公室………0479-7318785
团委……………0479-7318780
学生处…………0479-7318780
教务处…………0479-7318787
科研处…………0479-7511084

副院长室…………………暂 无
综合办公室……………4392378
团总支……………………暂 无
学工办……………………暂 无

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4392378 副院长室………………4392004
副院长室…………………暂 无
综合办公室……………4392305
工艺美术学院
团总支……………………暂 无
书记室……………………暂 无 学工办……………………暂 无
教务和科研办公室………暂 无
院长室……………………暂 无
副书记、副院长室………暂 无

教师发展与教学评估中心

副院长室…………………暂 无

主任室…………………4392776
副主任室………………4392782
教师发展科……………4393647
教学评估科……………4392787
统计信息科……………4392499

综合办公室………………暂 无
团总支……………………暂 无
学工办……………………暂 无

书记室…………………4392474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暂 无
院长室…………………4392432 教学实验中心……………暂 无
副书记、副院长室……4392474
副院长室………………4393485
国际交流学院
副院长室………………4393485
综合办公室……………4392473 院长室…………………4392515
7381066 副书记室 ………………4392007
团总支…………………4393749
副书记、副院长室……4392593
学工办…………………4393749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4392435 副院长室………………4392942
学科办公室……………4393955 综合办公室……………4393022
场馆管理办公室………4392475
团总支…………………4310115
4393690
球类馆值班室…………4392433 学工办…………………4392008
体育馆值班室…………4393482 教务与科研办公室……4310116
盛乐体育馆……………7381034
对外联络部……………4393022
实验和体质测试中心……439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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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室…………………4393226
院长室…………………4393226
副书记、副院长室……4393147
副院长室………………4393147
副院长室………………4393016
综合办公室……………4393157
教育管理科……………4393140
培训部…………………4393143
信息资料科……………4393134
高师培训中心…………4393075
高校教师继续教育教研室…4393075

二连浩特国际学院

副书记、副院长室……4393357

简

继续教育学院

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院长室…………………4392366

话

图书馆
书记、馆长室…………4392590
7381005
副馆长室………………4392582
7381007
盛乐办公室……………7381006
盛乐流通阅览部………7381002
盛乐蒙文部、期刊部…7381006
办公室…………………4392586
期刊部…………………4392591
采编部…………………4392585
技术部…………………4392584
蒙文部…………………4392589
流通部…………………4392583
信息咨询部……………4392581
特藏部…………………4392583
阅览部…………………4392583
分馆建设与资料室业务指导部…4392581

信息中心
主任室…………………4392000
副主任室………………4392211
信息系统部……………4392033
大数据与规划部………4392033
网络信息安全中心……4392033
赛罕校区网络部………4392033
盛乐校区网络部………4392033
校园卡管理中心（赛罕）4393683
4393581
校园卡管理中心（盛乐）7383003
赛罕校区校园网客服…4392011
盛乐校区校园网客服…7381000

附属中学
书记室…………………6293714
校长室…………………6293709
副书记、副校长室………暂 无
副校长室…………………暂 无
副校长室…………………暂 无
党政办…………………6293680
团委 ……………………6293605
教务处…………………6293656
学生处…………………6282692
总务处……………………暂 无
治保处……………………暂 无
教科研一处………………暂 无
教科研二处………………暂 无
现代教育技术处…………暂 无

附属盛乐实验学校
书记室…………………7383586
校长室…………………7383587
副书记、副校长室……7383550
副校长室………………7383591
党政办…………………7383511
总务处…………………7383517
教务处…………………7383546
团委……………………7383593

后勤服务集团

青年政治学院

书记室…………………7382139

书记室…………………6609299

总经理室………………7382996

副书记、院长室………6609666

副总经理室……………4392468
7382998
综合办公室……………7382525
物资采购供应中心……7382720
核算监督部……………7383008
服务质量监督部………7382136

副书记、纪委书记室…6609599
副院长室………………6609799
副院长室………………6609555
学院党政办公室………6609777
（传真）6609879

人力资源部……………4392421
7382997

兴安学院

学生公寓管理中心……4392412

学院办公室………0482-8529012

4393473

（传真）0482-8499688

物业管理中心…………7382995
4393279
4392221
修缮服务中心…………4393639
绿化管理中心…………4392324
动力中心………………7383009
饮食服务中心…………4392056

鸿德学院
书记室…………………5187872
4393226
院长室…………………5181026
学院办公室……………4611698

校医院…………………4391983
7381216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4392368

总值班室………………4811513

运输服务中心队长室…4393386

4812259

运输服务中心调度室…4392384

传真……………………4813144

资产经营公司
（华远科技开发总公司）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

书记室…………………4393885
总经理室………………4393034
副总经理室……………4392395
副总经理室……………4393935
综合部…………………4393130

总值班室………………4826031
4824240
传真……………………4824148

自治区人大办公厅

财务部…………………4393325

总机室…………………6600788

工程部…………………4393595

总值班室………………6600755

安全生产………………4393595

传真……………………6967350

蒙兴物业 ………………4393660
赛罕幼儿园……………4392428

自治区教育厅

盛乐幼儿园……………7381239

总值班室………………2856112

文化服务中心…………4392527

办公室…………………2856709

商用物业 ………………4393066
养殖基地………………4392395
教育宾馆………………4392038

（传真）6936490
教育招生考试中心……3261917

党政办公室制
2019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