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医 科 大 学 对 外 办 公 联 系 方 式 
部门名称 主要对外职能 办公地点 联系方式 

总值班室 值班电话 综合楼一楼值班室 31933333 

一站式服务 报修 后勤楼 206 31939000 

校园 110 治安 综合楼 108 31939110 

校园 119 火警 综合楼 109 31939119 

校园 120 急救 门诊部 31939120 

综合协调机构 

党政办公室 
综合协调/来访接待 综合楼 901 31939022 

联系校友 综合楼 807 31939899 

党务管理机构 

党委组织部 综合协调 综合楼 1409 31939031 

党委宣传部 
综合协调/校报出版/微博、

微信、电视台等 

综合楼 1415/综合楼

1411/综合楼 1309 
31939037 

党委统战部 综合协调 综合楼 1402 31939016 

纪委监察处 综合协调、违纪案件受理 综合楼 1413 31939040 

离退休工作处 综合协调，来访接待 和平校区六舍 5楼 23261628 

临床一系学生

党总支 
学生工作 

科学艺术中心 307、306、

302 

31939260 

31939261 

31939262 

临床二系学生

党总支 
学生工作 科学艺术中心 309/303 

31939265 

31939266 

临床三系学生

党总支 
学生工作 科学艺术中心 312/311 

31939270 

31939269 

群团组织 

校工会 
综合协调/女工工作 综合楼 1405/1406 31939043 

计划生育 综合楼 1418 31939045 

团委 
联系协调/实践拓展部、宣传

报道/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科学艺术中心 208 31939049 



行政管理机构 

发展规划与

学科建设处 
综合协调 综合楼 1502 31939052 

教务处 

教学安排及运行/实践教学

安排、教学基地管理/教材、

慕课、微课建设 

综合楼 710 31939055 

学籍管理、成绩管理/考务管

理 
综合楼 709 31939057 

综合协调/专业建设、教学评

估 
综合楼 708 31939058 

学生处 

综合办公 综合楼 1206 31939065 

招生录取 综合楼 1207 31939069 

就业服务 综合楼 1205 31939066 

科研处 

科研项目综合管理/学术交

流管理工作/科研平台管理

工作 

综合楼 1214 31939077 

科研成果与专利及转化工作 综合楼 1216 31939080 

医务处 综合协调 综合楼 703 31939085 

国际交流处 

综合协调/因公出国境手续

办理、外宾团组接待/国际交

流处项目管理 

国际教育学院楼 4楼 31939094 

人事处 

招聘、岗位设置 综合楼 1514 31900986 

档案管理 综合楼 1514 31900986 

薪酬福利 综合楼 1513 31900982 

聘用管理（职称、科主任） 综合楼 1508 31900984 

综合事务（证明开具） 综合楼 1506 31900985 

引进专家服务、博士后、出

国 
综合楼 1505 31939638 

财务处 

负责学校各项经费收支核算 综合楼 1104 
31939146-1104 

31939145 

学费收缴 综合楼 1105 31939146-1105 

负责预决算相关业务 综合楼 1101 31939146-1108 

收入报税、工资发放 综合楼 1104 31939146-1102 

新校园、公寓建设管理 综合楼 1114 31939146-1109 



资产管理处 

招标、采购管理 能源中心楼 103 31939155 

资产统计/综合协调 能源中心楼 107 31939157 

房产管理 能源中心楼 108 31939158 

实验室管理 能源中心楼 109 31939159 

药品发放 实验教学楼 A座 106 31939160 

设备管理 能源中心楼 112 31939161 

文化用品发放 能源中心楼 118 31939162 

材料发放 实验教学楼 A座 104 31939163 

审计处 综合协调 综合楼 1109 31939042 

公安处 

综合协调、新校区户籍管理 综合楼 107 31939179 

老校区安全管理、老校区户

籍管理 
老校区教学楼 1楼西侧 23255263 

后勤管理处 

综合协调 后勤楼 3楼 309 31939190 

餐饮服务 
学生一食堂、二楼办公

室 
31939117 

校办产业管

理办公室 
综合协调 综合楼 1203 31939633 

管理兼业务机构 

档案馆 
亲属关系证明 综合楼 510 31939116 

学历学籍认证 综合楼 506 31939115 

场馆中心 综合协调 科学艺术中心 31939302 

网络中心 综合协调 综合楼 404 31939669 

图书馆 
综合协调 图书馆 1703 31939516 

查新检索服务 图书馆 204 31939519 

管理职能学院 

研究生院 

综合协调 研究生院 A座 110 31939468 

招生工作 研究生院 A座 105 31939465 

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院 A座 106 31939461 

教学考务 研究生院 A座 106 31939464 

研究生日常管理 研究生院 A座 106 31939471 

学位授予导师管理 研究生院 A座 110 31939463 

国际教育学院 
综合协调/学生管理、招生/

教务与学籍管理 
国际教育学院楼 402 31939481 

中国医科大学-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

学联合学院 
学生相关工作 

中英联合学院 

北楼 105室 
31939491 

应用技术学院 学生相关工作 护理学院 411 31939492 

继续教育学院 
学生工作 六舍 409 23256183-610 

继续教育工作 六舍 403 23256506 



网络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中

心) 

综合协调 公共教学楼 B406 31939502 

教务考务 公共教学楼 B403 23267868 

沈北校区招生 公共教学楼 B404 23253303 

市内招生 北一马路 108号,309室 23253091 

临床学院 

第一临床学院 综合协调 第一临床学院 
83282996 

83282802 

第二临床学院 综合协调 第二临床学院 
23892620 

96615-10027 

第四临床学院 综合协调 第四临床学院 62255001 

口腔医学院 综合协调 口腔医学院 
31927811 

31927812 

专业职能学院、学系、部 

基础医学院 院长室 基础楼 C座 515 31939318 

公共卫生学院 综合协调 公卫楼 B座 214 31939406 

法医学院 综合协调 法医楼 502 31939432 

药学院 综合协调 药学院 522 31939448 

护理学院 综合协调 护理楼 216 31939546 

医学信息学院 综合协调 图书馆 1817 31939521 

公共基础学院 综合协调 十二舍 209 31939710 

外语培训中心 

中日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研修生语言培训

及相关的各项工作、冈山大学沈阳事务所

中方事务性工作 

十二舍 609 31939585 

人文社科学院 综合协调 十二舍 205 31939559 

  体育部 综合协调 体育馆 117室 13386885737 

研究机构 

转化医学 

研究院 
综合协调 科研楼 316 31939636 

医学教育 

研究中心 
综合协调 公共教学楼 A座 410 31939588 



科教辅助机构 

实验动物部 综合协调 
和平校区实验动物部三

楼 304 
23260367 

科学实验中

心 
实验预约 科研楼南 202/301/402 

31939621 

31939616 

31939617 

国家卫生计生

委中国乡村医

生培训中心 

杂志编辑、出版、发行 综合楼 1310 31939579 

实用医学杂

志社 
杂志编辑、出版、发行 

和平区南京南街 9 号 5

层 503室 
23866216 

编辑部 

中国医科大

学学报 
对外接待/稿件接收 综合楼 1302 31939622 

中国卫生统

计 
联络作者、专家 综合楼 1308 31939626 

解剖科学进

展 

与投稿作者及杂志编委联系

和接待 
综合楼 1305 31939627 

其他附设机构 

中国医科大

学法医司法

鉴定中心 

司法鉴定机构对外联系 法医楼 502 31939433 

人才交流服

务中心 
合同制职工档案、保险管理 老校区 6舍 3楼 23262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