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 号码 所在校区 部门 号码 所在校区 部门 号码 所在校区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65904621 武川 JM教务办公室（在职） 65443412 中山北一路

行政秘书办 65903548 武川 65903686 武川

65904360 武川 65904362 武川 65904915 国定

65903550 武川 65908878 武川 65903111（传真） 国定

研究生教务办 65904733 武川 65104294（传真） 武川 教学秘书办公室 65903581 国定

学生办公室（本科） 65904282 武川 65904205 武川 辅导员办公室 65902932 国定

学生办公室（研究生） 65908851 武川 65904558 武川 65904630 国定

外事秘书办（ACCA) 65903760 武川 65908947（传真） 武川 65908998 国定

学院传真 65112195（传真） 武川 65904405 武川 65902326 国定

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秘书处 65651869 武川 65908839 武川

会计改革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办公室 65903766 武川 65903525 武川 行政办主任公室 65904320 国定

研修班教务办 65903874 武川 35304657 武川 行政秘书办公室 国定

培训部、校友办 65904935 武川 65908748 武川 教务秘书办公室 国定

学院门卫室 65904284 武川 65908862 武川 学生办公室 65904321 国定

MPACC中心（传真） 55395965（传真） 中山北一路 65908724 武川

MPACC主任室 65361008 中山北一路 65908859 武川 行政办公室 65904210 国定

65365276 中山北一路  社 保 系 35120774 武川 教务办公室 65903692 国定

65365277 中山北一路 65903586 武川 学生工作办公室 65904913 国定

CPA报名处 65316080 中山北一路 65908891 武川 外教办公室 65903523 国定

65908896 武川

65902635 武川 65447140 武川 行政办公室 65904807（传真） 武川

65902114 武川 凤凰楼门卫 35120844 武川

65902142 武川 55088099 中山北一路

65903687 武川 行政办公室 65907338（传真） 武东 65363091 中山北一路

65902167（传真） 武川 对外合作与宣传办公室 65907386 武东 65443058 中山北一路

人事科研办 65903688 武川 65904312 武东 65580018 中山北一路

65904198 武川 65903854 武东 55968289 中山北一路

65902117 武川 35305475 中山北一路

65902139 武川 65901079（传真） 武东 EMBA中心招生办公室 55089866 中山北一路

65902330 武川 65901099（传真） 武东

65902708 武川 本科教务秘书 65901230 武东 65315724 中山北一路

35306349 武川 研究生教务秘书 65901229 武东 65442018 中山北一路

65904207 武川 辅导员办公室 65901239 武东 65600550（传真） 中山北一路

65904718 武川 65901066 武东 65361944 中山北一路

65903188 武川 65901055（传真） 武东 65360382 中山北一路

海外学习与交流中心 65902737 武川 门卫室 65901014 武东 65361958 中山北一路

门卫室 65902939 武川 65315752 中山北一路

65901260 武东 65442029 中山北一路

行政办公室  65904556 武东 65908168（传真） 武东 65442551 中山北一路

研究生辅导员办 65908375 武东 研究生教务办公室 65901246 武东 65443035 中山北一路

本科教务办 65908177 武东 本科生教务办公室 65901270 武东 65315663 中山北一路

研究生教务办 65908377 武东 学生工作办公室 65901278 武东 财务室 65360521 中山北一路

培训部 65901688（传真） 武东 孔子学院办公室 65444358 中山北一路

65901266 武东 实验员办公室 65901442 武东 基地副主任办公室 65361260 中山北一路

65901485 武东 ERP实验中心 65904047 国定 商务汉语系主任室 65366261 中山北一路

65904046 武东 65367550 中山北一路

65901497(仅传真) 武东 65904013 国定 65367572 中山北一路

65904869（传真） 国定 商务汉语系教务办公室 65442246 中山北一路

65902568 国定 本科生教务办公室 65904679 国定 学院门卫 65360849 中山北一路

65903147 国定 研究生教务办公室 65903408 国定 留学生事务受理点 65903256 国定

65904090 国定 学位办公室 65904013 国定

65908706 国定 外事办公室 65904072 国定 65901140 武东

65908715 国定 校友办公室 65903824 国定 65901130（传真） 武东

65903605 武川 培训办公室 65902934 国定 教务办公室 65901207 武东

65908960 武川 JM教务办公室 65902166 国定 65900962 武东

65903602 武川 学生办公室 65904416 国定 65901853 武东

65904799 武川 大厅安保人员 65904166 国定 哲学系 65901004 武东

辅导员办公室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财经研究所

行政办公室

数 学 学 院

65904070

行政办公室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行政办公室

招生科

培养科

学生科

商务汉语系副主任室

人 文 学 院

外 国 语 学 院

商 学 院

MBA中心招生办公室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室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公 管 系

 投 资 系

MPA中心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培训办公室

培训部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行政办公室

法 学 院

行政办公室

本科教务办

研究生教务办

统计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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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计 学 院

本科教务办

MPACC办公室

经 济 学 院

 行政办公室  

国际MBA项目

行政办公室

行政办公室

教务办公室

学生办公室

 财 政 系

 税 收 系

培训部办公室

体 育 教 学 部

行政部

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

金 融 学 院

培训部

学生工作办公室

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行政办公室



部门 号码 所在校区 部门 号码 所在校区 部门 号码 所在校区

中文系 65901202 武东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65903229 武川

历史系 65901058 武东 博士后中心 65903224 武川 办公室 65904614 国定

经济新闻系 65900684 武东

经济社会学系 65901030 武东 一站式服务大厅 65904215 武东 秘书科 65904386 国定

人文素质艺术教育中心 65904661 武东 行政科 65903505 国定

65901113 武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 65903600 国定

65904632（传真） 武东 院长助理办公室 65904009 国定 监察办公室 65903870 国定

门卫室 65901237 武东 培训部 65908028 国定

教务办公室 65908349 武东 新闻中心 65904211 国定

65447243 中山北一路 行政办公室 65901982 武东  校报编辑部 65904721 国定

35305640 中山北一路 BBS网站 65903848 国定

65444002（传真） 中山北一路 办公室 65904801 国定

65362439 中山北一路 统战部办公室 65903677 国定

65443951 中山北一路 综合办公室 65903212 武川

65443001 中山北一路 校董会 65904930 武川 65904197 国定

35305684 中山北一路 校董会 65106382 武川 65904710 国定

65443376 中山北一路 校友会 65903686（传真） 武川 65114027（传真） 国定

35305664 中山北一路 65903169 武川

65444335 中山北一路 65902925 武川 65904900 国定

65446751 中山北一路 65904398 武川 65908948 国定

65445394 中山北一路 65903171 武川

65318387 中山北一路 65902986 武川 行政办公室 65902724（传真） 国定

35310720 中山北一路 纪念品专营 65903212 武川

65318756 中山北一路 纪念品店 65103873 武川 办公室 65904550 武东

65318595 中山北一路

63561435 昆山路 办公室 65904788 武川 65903675 国定

63564032 昆山路 办公室（设备） 65903472 武川 65904054 国定

63564124 昆山路 办公室（财务） 65902385 武川 65902297 国定

63562476 昆山路 65904394 武川 65908704 国定

63563914 昆山路 65902707 武川 65908824 国定

63564160 昆山路 65903464 武川

63564201 昆山路 65904546 武川 计划科 65902165 国定

门卫室 63251065 昆山路 65902116 武川 65904366 国定

学历部 65903431 武东路 65903451 武川 65902930 国定

国际合作与从业资格培训部 65904017 武东路 65904547 武川 成果信息科 65904209（传真） 国定

读者服务部（流通） 65904052 武川 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65902729 国定

学院办公室 55663309 武东路51号 65904306 武川 2011计划办公室 65903764 国定

65902885 武川

办公室 65163912 中山北一路 65904789 武川 65904708 国定

65163253 中山北一路 65903453 武川 国定

65443029 中山北一路 65902705 武川 国定

资料中心 65440638 中山北一路 65902224 武川 65902400 国定

大密集库 65903457 武川 劳资科 65903835 国定

65904389 武川 样本库 65902735 武川 人事科 65904196 国定

65903224 武川 中文报刊阅览室 65902907 武川 65903676 国定

科研办公室 65903229 武川 学术文库 65902910 武川 65902399 国定

FEC编辑部 65902681 武川 外文图书借阅室 65903470 武川 65652694（传真） 国定

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65902959 武川 外文报刊阅览室 65902527 武川 博士后办公室 65903648 国定

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 65903121 武川 珍藏阅览室 65902140 武川 人才交流中心 65904317 国定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 65903125 武川 电子文献检索 65902706 武川

市场机制设计与信息经济研究中心 65902763 武川 行政办公室 65904793（传真） 武东

生物经济学和决策中心 65903224 武川 65903479（传真） 武东

房地产与城市研究中心 65903944 武川 商务中心 65904395 武川 65903697 武东

数据调研中心 65902959 武川 图书借还处 65903878 武川 65904281 武东

卫生经济与老龄化研究中心 65902767 武川 消控中心 65903465 武川 65904372 武东

农业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 65903641 武川 值班室（门卫） 65903879 武川 35307431（传真） 武东

环境与自然资源研究中心 65902959 武川 物业办公室 65902356 武川 65902273 武东

国际组织文献研究与服

务中心 65902530 武川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招生办公室

教 务 处

党校

团 委

科 研 处

师资科

百年校庆筹备工作办公室

战略规划办公室

学科建设办公室

项目管理科

人 事 处

办公室

65115946（传真）

人才工作办公室

高 等 研 究 院

行政办公室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技术中心

合 作 发 展 处

基金会

图 书 馆

文献资源建设部

文献资源建设部

读者服务部       （用

户教育）

读者服务部（阅览）

信息技术部

特藏部

培训办公室

继续教育学院

自学考试办公室

学历部

国际教育学院

国际从业资格教育学院

项目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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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审计、监察处

宣 传 部

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办公室）

行政部

政企培训部

网络教育与信息管理部

学历部

国际合作与从业资格培

训部

研 究 室

党委、校长办公室

统 战 部

组 织 部

组织部办公室

党 校



部门 号码 所在校区 部门 号码 所在校区 部门 号码 所在校区

通识教育中心 65902469 武东

65903644 武东 离休工作办公室 65900765 武东 65361976 中山北一路

65903580 武东 退休工作办公室 65901486（传真） 武东 65361963(传真） 中山北一路

65903890 武东 退（离）休教育工作者协会 65901466 武东

65904616 武东 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 65901410 武东 行政办公室 65902786 国定

65904730 武东 老年大学办公室 65908310 武东 教师办公室 65900944 国定

65904921（传真） 武东 门卫室 65901470 武东

65316435 中山北一路 65361955（传真）武东路321号

65904625 国定 65443341 中山北一路 65904347 武东路321号

65904249 国定 65316243 中山北一路 财务科 65903833 武东路321号

65904626（传真） 国定 65361936 中山北一路 总编办 65904707 武东路321号

65903795 国定 退（离）休教育工作者协会 65440046 中山北一路 总编办 65903834 武东路321号

65903941 国定 65904890 武东路321号

65904319（传真） 国定 办公室/信息部 65908738 国定 65904700 武东路321号

65903585 国定 65904903 国定 65904706 武东路321号

65904082 国定 65904055 国定 65903667 武东路321号

65903589 国定 管理部 65904713 国定 65903669 武东路321号

65903590 国定 校史部 65904309 国定 65903832 武东路321号

65904030 国定 博物馆 65252849 国定 65904189 武东路321号

人事档案室 65903841 国定 65903672 武东路321号

综合业务科 65902360 国定 排版中心 65904701 武东路321号

办公室 65904083 国定 印刷厂办公室 65903797 武东路321号

65903884 国定 值班室 65904201 国定 印刷厂印刷室 65904527 国定路

65114738（传真） 国定 药  房 65904358 国定 教材科 65904056 国定路

护理办公室 65903682 国定 国定路书店 65904452 国定路

家教中心 65903881 武东 计划生育办公室 65904060 国定 65903826 武东路321号

勤工助学服务中心 65904791 武东 健康管理 35310341 国定 65904964 武东路321号

预防保健 65904905 国定 65903674 武东路321号

65901286 国定 学生医保办公室 65903551 国定 65903803 武东路321号

65904308（传真） 国定 出版中心 65903668 武东路321号

65904025 国定 办公室 65903473 国定 美编室 65904187 武东路321号

65903201 国定 校对室 65904342 武东路321号

65903409 国定 65903900 武川 65361973（传真） 武东路321号

65903386 国定 65908830 武川 65904705 武东路321号

65903801 国定 65908827 武川 65904193 武东路321号

一卡通卡务窗口 65904048 武东 服 务 台 65903277 武川 65903669 武东路321号

中山北一路校区卡务 65316814 中山北一路  救 生 室 65908829 武川 65903832 武东路321号

65904189 武东路321号

65904787 武东 65904050 武东 65903672 武东路321号

65904393（传真） 武东 65903901 武东 排版中心 65904701 武东路321号

修缮管理科 65902937 武东 中心办公室 65901163（传真） 武东 印刷厂办公室 65903797 武东路321号

房产管理科 65903877 武东 中心人事部 65268246 武东 印刷厂印刷室 65904527 国定路

房改办公室 65904539 武东 楼宇管理部 65904212 武东 教材科 65904056 国定路

节能办公室 65902685 武东 校园管理部 65903703 武东 国定路书店 65904452 国定路

65904378 武东

办公室 65904901（传真） 武东 65904078 武东 65903829 武东路321号乙

施工科 65901455 武东 65903875 国定 65904816（传真） 武东路321号乙

计划科 65904355 武东 65904392 国定 编务办公室 65904892 武东路321号乙

电话报修 65904551 国定 《财经研究》编辑室 65904345 武东路321号乙

治安管理科 65904069 武东 综合服务部办公室 65903825 国定 《外国经济与管理》编辑室 65904190 武东路321号乙

户籍受理室 65904806 武东 车辆管理部 65904037 国定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编辑室 65904825 武东路321号乙

值班室 65904110 武东 中山北一路学生餐厅 65316827 中山北一路

治安科 65361678 中山北一路 水电组 65318148 中山北一路 业主办公室 55133122 中山北一路

国权北研究生公寓 65913728 国权北路 博思大酒店 25099999（总机） 中山北一路

设备管理室 65908746 国定路 国权北路教师公寓 65668997 国权北路

现代产业园 65908288 武东
综合管理室 65902732（传真） 国定路

教 务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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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办公室

综合管理部

学生工作部（处）

出 版 社

招生办公室

离退休工作处

档 案 馆

退休办公室

离休办公室

教学管理科

教务管理科

现代服务产业园办公室

博思楼业主公司

应用服务部

第一事业部

第二事业部

第三事业部

编辑部

网络数字部

市场部

培养办公室

学科学位办公室

财 务 处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高等教育研究所

收集部

医疗健康服务中心

新校区建设办公室

保卫处

资 产 管 理 处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上海市金融信息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基础支撑部

后勤管理处

行政科

前台

学籍管理科

研 究 生 院

行政办公室

市场部

办公室

综合体育馆

学生社区部
学术期刊编辑部

行政办公室

餐饮服务部办公室

办 公 室

上财后勤中心

中心办公室

发行部

网络数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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