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级新生报到篇—天津大学全日制研究生（硕博）录取调档相关问题 

1．基本流程 

党委学生工作部根据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提供的预录取名单制作调档函，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将通知书及

调档函一起邮寄给考生，由考生单位将考生档案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前（以寄出地邮戳日期为准）寄往我校，

逾期不予接收。 

2．如果档案在自己手上，可否自己将档案送到天津大学，送到哪？ 

可将密封完好的档案送到录取学院（部），交至调档函上写明的地址和收件人，要求 2021 年 8 月 25 日之

前送到录取学院（部）。 

3．如果档案挂靠在人才交流中心，怎么办？ 

考生接到调档函后请主动和人才交流中心联系，办理相关保管费和邮寄费用缴纳手续，可委托人才交流

中心邮寄，或自提后以特快专递方式寄出，或亲自送到天津大学，务必保证档案密封完好。 

注：邮寄方式要求考生档案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前（以寄出地邮戳日期为准）寄往我校 

自带方式要求 2021 年 8 月 25 日之前送到录取学院（部） 

4．如果完成论文答辩时间较晚，档案不完整，怎么办？ 

应届毕业生待档案齐全后调档，若错过本校统一寄送时间，可通过单独寄送或自带方式，要求同上。往届

毕业生接到调档函后，应尽快将档案寄往天津大学。 



5．暑假期间到天津大学的档案如何处理？ 

暑假期间，各学院（部）会安排老师值班，一般只要地址写准确、邮寄方式稳妥可靠，不会导致档案丢失。

如有特殊情况，考生可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前与本学院（部）负责档案接收的老师联系后确定调档事宜。 

6．曾经工作过的考生如果单位不同意解除劳动合同，不放档案，怎么办？ 

全日制全脱产学生必须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将含工资关系等的完整人事档案调入天津大学，否则不

能取得学籍。定向类型的学生不享受学校的奖助体系。 

7．能不能只把档案转到天津大学，不转工资关系？ 

不能。全日制全脱产学生必须将含工资关系的全部人事档案调入。学校不解决考生的公积金和之前在单

位所缴纳的保险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 

8．档案审查主要审查哪些方面的内容？ 

考生档案邮寄到各学院（部）后，学院（部）党委负责审查，主要审查内容是否齐全，及是否有重大违纪

违法行为等。 

9．如何补办调档函？ 

如确为丢失，可由考生本人凭身份证到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 1895 行政楼 A209 补办，或委托他人代办，

委托需提供考生本人签字的委托书和身份证复印件，被委托人携本人证件原件办理。 

10．未在规定时间内寄送档案会有什么影响？ 



天津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审会在开学初进行，针对 2021级的新生，学校前期会对研究生的档案进

行审查，确定学生是否有评审资格。如果学生档案未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天津大学所在学院（部），会影响学业

奖学金的评审，为此造成的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 

特别提示：根据档案保管利用规定，个人无权查阅或使用本人档案材料，请各位同学保留好本科期间成

绩单等研究生期间可能用到的材料，天津大学在研究生阶段将不提供成绩单复印等档案利用服务。特此说明。 

常见问题解答请以天津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网站发布为准。 

党委学生工作部联系电话：022-85356046 

 

 

天津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 

202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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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地址（写详细，加邮编） 收件人姓名 办公电话 邮寄地址（写详细，加邮编） 收件人姓名 办公电话

机械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37号楼315室，300350 郑超 022-27406782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37号楼314室，300350 艾丽 022-85356612

精仪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17号楼311室，300072 董辉 022-27407841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17号楼311室，300072 董辉 022-27407841

建工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43号楼C515室，
300350

刘东 022-85356146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43号楼C514室，
300350

汪祥胜 022-27401051

建筑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建筑学院21号楼203室，300072 赵亚男 022-27406961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建筑学院21号楼203室，300072 田晓媛 022-27406961

化工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化工学院50楼A103
室，300350

马也 022-85356606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化工学院50楼A103
室，300350

刘衡 022-85356606

材料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31号楼306室，300350 车兴宇 022-85356676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31号楼306室，300350 王明阳 022-85356675

经管学部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25号楼A区104室，
300072

宗超 022-27406154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25号楼A区104室，
300072

李艺 022-27406154

理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32号楼B217室，
300350

赵乐天 022-27403637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32号楼B217室，
300350

赵乐天 022-27403637

文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33号楼289室，300350 高羚 022-27403124

教育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33号楼248室，300350 程岩 022-27890353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33号楼248室，300350 程岩 022-27890353

药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24号楼A210室，
300072

徐泰民 022-27892025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24号楼A210室，
300072

王海英 022-27892025

环境学院 天津大学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43-B507，300350 王青 022-27403724 天津大学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43-B507，300350 王青 022-274037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33号楼 马克思主义学
院308室，300350

杨超 022-27401069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33号楼 马克思主义学
院308室，300350

杨超 022-27401069

生命科学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15号教学楼生命科学学院421 孙万蜜 022-87371260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15号教学楼生命科学学院421 孙万蜜 022-87371260

海洋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8号楼313室，300072 汪露 022-27409515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8号楼313室，300072 汪露 022-27409515

国际工程师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20号楼东配楼205室，
300072

陈维 022-87370871

学院（部）
硕士生 博士生

天津大学2021级录取研究生新生档案接收负责教师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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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部）

硕士生 博士生

法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7号楼139室，300072 张斯琦 022-87371686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7号楼139室，300072 张斯琦 022-87371686

地科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16教学楼211室 李灵枝 022-27405053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16教学楼211室 李灵枝 022-27405053

微电子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20号楼216室，300072 王玥 022-27401328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20号楼216室，300072 王玥 022-27401328

数学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32号楼B343室，
300350

唐婧亚 022-85356169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32号楼B343室，
300350

唐婧亚 022-85356169

自动化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26号楼D213室，
300072

唐阳 022-27404101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26号楼D213室，
300072

吕程程 022-27404101

医学部
（医工院、灾难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医工院办公楼213室，
300072

孙彬彬 022-83612123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医工院办公楼213室，
300072

孙彬彬 022-83612123

分子+研究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11号楼206室，300072 孙晓芳 022-87371889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11号楼206室，300072 孙晓芳 022-87371889

分子聚集态科学研究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11号楼南楼S301教师办
公室，300072

倪潇 022-27893726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11号楼南楼S301教师办
公室，300072

倪潇 022-27893726

智能与计算学部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55教B110室，300350 孙媛 022-27406129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55教B110室，300350 赵义 022-27406129

新媒体与传播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第18号教学楼114室，
300072

张红蕊 022-27405272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第18号教学楼114室，
300072

张红蕊 022-27405272

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集悦城B48栋，518071 林婉怡
0755-3688-
1006转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