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系别 校内定时办公时间 办公地点

鲍杨 管理信息系统 周一 14:00-17:00 徐汇包图B1402

才凤艳 市场营销系 周三  下午15:00-18:00 徐汇包图B906

蔡明超 金融系 周三 13:30-16:30 徐汇包图B1313

曾赛星 创新与战略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710

车翼 经济系 周五  下午14:00-17:00 徐汇包图B806

陈德智 创新与战略 周二 14:00-17:00 徐汇包图B1303

陈飞翔 应用经济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011

陈宏民 应用经济系 周三 13:00- 16:00 徐汇包图B1201

陈洁 市场营销系 周二  下午13:00-16:00 徐汇包图B1415

陈景秋 组织管理系 周一   13:30-15:30 徐汇包图B1208

陈宪 应用经济系 周三 13:00-16:00 徐汇包图B1721

陈晓荣 管理科学系 周四 13:00-16:00 徐汇包图B1013

陈幼平 应用经济系 周三 13:00-16:00 徐汇包图B1301

陈宇 会计与财务系 周五 14:00-17:00 徐汇包图B1502

陈志洪 应用经济系 周三 9:00-12:00 徐汇包图B1807

戴芳 应用经济系 周二 13:00-16:00 徐汇包图B717



戴亮 金融系 周一14:00-17:00 徐汇包图B1602

董丰 金融系 周一 8:00-11:00 徐汇包图B1012

董明 运营管理系 周一 14:00-17:00 徐汇包图B1401

杜素果 管理科学系 周二 9:00-12:00 徐汇包图B907

范纯增 应用经济系 周三 8:00-11:00 徐汇包图B817

费一文 金融系 周五 9:00-12:00 徐汇包图B815

冯芸 金融系 周一 8:30-11:30 徐汇包图B711

傅仁辉 会计与财务系 周五 9:00-12:00 徐汇包图B706

傅亚平 金融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111

顾锋 市场营销系 周五  下午14:00-17:00 徐汇包图1809

顾海英 应用经济系 周三 10:00-11:30, 14:00-15:30 徐汇包图B1121

顾孟迪 创新与战略 周二 8:30-11:30 徐汇包图B1501

顾琴轩 组织管理系 周三   15:00-18:00 徐汇包图B819

管毅平 经济系 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 的 硕士生:周一
16:35-18:05

徐汇新上院S302

管毅平 经济系 经济学初阶课程的本科生:周二  15:45-
17:15

闵行老行政楼413

韩丽川 管理信息系统 周三 8:00-11:00 徐汇包图B1319

郝盛泉 会计与财务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307



侯建荣 市场营销系 周三  下午14:00-17:00 徐汇包图B915

侯立文 管理信息系统 周三 12:00-16:00 徐汇包图B1311

胡代平 管理信息系统 周三 8:00-11:00 徐汇包图B1711

胡巍 组织管理系 周一   8:00-11:00 周三   8:00-11:00 周五 徐汇包图B903

胡奕明 会计与财务系 周一 14:00-17:00 徐汇包图B1217

黄采金 创新与战略 周二 9:00-12:00 徐汇包图B709

黄丞 金融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017

黄丹 创新与战略 周二 9:00-12:00 徐汇包图B813

黄少卿 应用经济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009

黄雯馨 经济系 周二  上午8:30-11:30 徐汇包图B1108

江明 经济系 周二  下午12:00-13:30；周四  下午12:00-
13:30

徐汇包图B1102

江源 组织管理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407

姜红玲 组织管理系 周三   13:00-16:00 徐汇包图B1119

蒋炜 运营管理系 周二 13:00-16:00 徐汇包图B1010

井淼 市场营销系 周四  下午13:30-17:30 徐汇包图B809

井润田 组织管理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807

隽志才 管理科学系 周三 12:00-15:00 徐汇包图B1211



李春晓 管理信息系统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306

李海刚 创新与战略 周三 8:30-11:30 徐汇包图B1107

李杰 市场营销系 周三  下午13:00-17:00 徐汇中院205

李楠 金融系 周五 11:00-12:00 16:00-18:00 徐汇包图B705

李寿德 创新与战略 周三 13:30-16:30 徐汇包图B1403

李文 会计与财务系 周五 9:00-12:00 徐汇包图B1412

李晓荣 会计与财务系 周二 14:00-17:00 徐汇包图B805

李欣欣 组织管理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506

Katsu 组织管理系 周四   9:00-12:00 徐汇包图B1416

刘海龙 金融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619

刘涛 会计与财务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517

刘欣 创新与战略 周三 8:30-11:30 徐汇包图B1309

刘益 市场营销系 周一  下午14:00-17:00 徐汇包图B1601

陆蓓 应用经济系 周三 13:00-16:00 徐汇包图B1609

陆铭 经济系 周三  下午13:00-16:00 徐汇包图B1110

路琳 组织管理系 周四   13:00-16:00 徐汇包图B1613

罗继锋 管理信息系统 周三 12:30-15:30 徐汇包图B1508



罗俊 管理科学系 周四 14:00-17:00 徐汇包图B1216

罗守贵 应用经济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219

骆建文 管理科学系 周三 13:00-16:00 徐汇包图B701

吕巍 市场营销系 周三  下午13:00-16:00 徐汇包图B1607

潘小军 应用经济系 周四 12:00-15:00 徐汇包图B1003

潘英丽 金融系 周三 11:00-14:00 徐汇中院207

彭娟 会计与财务系 周三 14:30-17:30 徐汇包图A411

钱军辉 经济系 周三  下午13:00-16:00 徐汇包图B1706

秦向东 应用经济系 周三 13:00- 16:00 徐汇包图B1007

瞿茜 经济系 周三  上午8:00-11:00 徐汇包图B1404

荣鹰 运营管理系 周一 9:00-12:00 徐汇包图B1612

邵晓峰 运营管理系 周二 13:00-16:00 徐汇包图B911

沈惠璋 管理信息系统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321

沈思玮 金融系 周三 13:00-16:00 徐汇包图B1005

施浩 经济系 周五  上午8:00-11:00 徐汇包图B908

施文韵 会计与财务系 周三 13:00-16:00 徐汇包图B812

石飞 经济系 周一  下午12:30-15:30 徐汇包图B1304



石桂峰 会计与财务系 周三 8:30-11:30 徐汇包图B803

史清华 应用经济系 周三 9:00-11:00,14:00-17:00 徐汇包图B1109

史占中 应用经济系 周二 13:00-18:00 徐汇包图B1015

舒海兵 金融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702

宋婷婷 管理信息系统 周二 14:00-17:00 徐汇包图B704

宋颖达 管理科学系 周二 14:00-17:00 徐汇包图B816

隋丹 应用经济系 周三 13:00-16:00 徐汇包图B1509

汤石章 组织管理系 周三   13:00-16:00 徐汇包图B1617

唐宁玉 组织管理系 周三   9:00-12:00 徐汇包图B503

唐宗明 金融系 周三  9:00-12:00 徐汇包图B1805

陶亚民 金融系 周二 14:00-17:00 徐汇包图B1707

田澎 管理科学系 周三 8:30-11:30 徐汇包图B1503

田新民 组织管理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506

万国华 管理科学系 周一 14:30-17:30 徐汇包图B1902

万相伟 金融系 周三 8:30-11:30 徐汇包图B1204

汪蓉 运营管理系 周五 14:00-17:00 徐汇包图B1417

王爱民 创新与战略 周四 14:00-17:00 徐汇包图B1603



王春华 经济系 周一  下午13:30-16:30 徐汇包图B1802

王春华 经济系 周一  下午13:30-16:30 徐汇包图B1802

王惠 会计与财务系 周三 9:00-12:00 徐汇包图B913

王金桃 管理科学系 周四 8:00-11:00 徐汇包图B715

王理平 管理信息系统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701

王良燕 市场营销系 周二  下午13:30-16:30 徐汇包图B1213

王漫天 应用经济系 周一 9:00-12:00 徐汇包图B1511

王青 组织管理系 周五  13:00-16:00 徐汇包图B1513

王松涛 金融系 周四 9:00-12:00 徐汇包图B1804

王彤 运营管理系 周四 14:30-17:30 徐汇包图B1616

王惟 经济系 周五  上午8:30-11:30 徐汇包图B1106

王英萍 应用经济系 周二 13:00-16:00 徐汇包图B1507

王宇曦 金融系 周三 9:30-12:30 徐汇包图B1408

魏来 管理科学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002

吴冲锋 金融系 周一 13:30-16:30 徐汇包图B1001

吴迪 运营管理系 周四 13:30-17:30 徐汇包图B1209

吴瑞明 管理科学系 周五 13::00-16:00 徐汇包图B1715



吴文锋 金融系 周三 13:30-16:30 徐汇包图B1521

伍青生 市场营销系 周三  下午13:00-16:00 徐汇包图B1117

武邦涛 组织管理系 周三   10:00-11:30 周三   13:00-14:30 徐汇包图B1615

夏立军 会计与财务系 周五 8:30-11:30 徐汇包图B808

谢富纪 创新与战略 周三 8:30-11:30 徐汇包图B1101

谢露群 创新与战略 周二 9:00-12:00 徐汇包图B1608

谢维思 经济系 周五  上午9:00-12:00 徐汇包图B702

幸婧 金融系 周二 14:00-17:00 徐汇包图B1308

胥莉 应用经济系 周三 9:30-12:30 徐汇包图B1008

徐博艺 管理信息系统 周三 14:40-17:40 徐汇包图B1713

徐丽群 运营管理系 周四 14:00-17:00 徐汇包图B901

徐晓东 会计与财务系 周二 14:00-17:00 徐汇包图B1305

徐晓书 经济系 周一  下午13:00-16:00 徐汇包图B904

徐子彬 市场营销系 周二  下午13:00-16:00 徐汇包图B1816

许永国 经济系 周三  下午13:00-16:00 徐汇包图B708

许源 应用经济系 周三 8:00-11:00 徐汇包图B1813

许志伟 金融系 周一 9:00-12:00 徐汇包图B1004



颜世富 组织管理系 周五   9:00-12:00 徐汇包图B1815

杨朝军 金融系 周三 14.30-17:30 徐汇包图B1505

杨雨奇 会计与财务系 周三 10:00-13:00 徐汇包图B1207

杨忠直 应用经济系 周三 8:00-11:00 徐汇包图B721

尹海涛 经济系 周二  下午13:00-16:00 徐汇包图1514

余明阳 市场营销系 周二  下午14:00-18:00 徐汇包图B1801

俞新贞 金融系 周四 13:00-16:00 徐汇包图B1808

张国雄 经济系 周一  下午13:30-16:30 徐汇包图B1016

张静抒 组织管理系 周五   12:00-3:00 徐汇包图B1315

张磊 经济系 周五  上午8:30-11:30 徐汇包图B1317

张鹏翥 管理信息系统 周二 14:00-17:00 徐汇包图B1105

张天西 会计与财务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205

张新安 管理科学系 周二 13:00-16:00 徐汇包图B1103

张兴福 组织管理系 周三   13:00-16:00 徐汇包图B713

赵锂 经济系 周三  上午8:00-11:00 徐汇包图B802

赵文辉 运营管理系 周五 14:30-17:30 徐汇包图B719

赵小平 组织管理系 周五   9:00-12:00 徐汇包图B902



赵旭 应用经济系 周二 14:00-17:00 或
周三  9:00-12:00

徐汇包图B909

郑欢 管理科学系 周二 8:45-11:45 徐汇包图B1206

郑兴山 组织管理系 周三   13:30-16:30 徐汇包图B1115

郑旭 金融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717

郑育家 经济系 周五  下午14:00-17:00 徐汇包图B1409

钟根元 应用经济系 周三 13:30- 16:30 徐汇包图B1704

周斌 组织管理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215

周春阳 金融系 周五 14:00-17:00 徐汇包图B1504

周洁如 市场营销系 周三  下午13:00-17:00 徐汇包图B1709

周伟民 应用经济系 周三 14:00-17:00 徐汇包图B1405

周颖 市场营销系 周二  下午13:30-16:30 徐汇包图B811

周瑜 应用经济系 周三 13:00-15:00闵行
周四 11:00-12:00徐汇

闵行老行政楼402
徐汇包图B1806

周志中 管理信息系统 周四 8:00-11:00 徐汇包图B1413

周祖城 组织管理系 周五   8：30-11：30 徐汇包图B921

朱保华 经济系 周三  下午12:30-15:30 徐汇包图B1515

朱国泓 会计与财务系 周五 14:00-17:00 徐汇包图B1803

朱庆华 运营管理系 周二 14:00-17:00 徐汇包图B1610



朱喜 经济系 周三  下午13:00-16:00 徐汇包图B1408

庄晖 市场营销系 周五  上午8:30-11:30 徐汇包图B905

卓建伟 应用经济系 周三 9:40-12:40 闵行老行政楼413

注：部分老师由于国内外访学、挂职等原因未安排OFFICE HO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