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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级新生报到篇—天津大学团组织关系转入说明 
 

 
!"#$%&'(#)*+,-.

!

/01234506789":89";<9=9#)>?,-

#$%&'@=9#)-ABCDEF#)GHIJ*+2KLBM

NOP#$%&',QRSBTUVW#X'YZ[$%&',\@

#)I2]^_`aOP,bcd6CefgOP,-cd@-0h

i. jkNlmfOP#$%&'(no,-cd6Cpqrst#@\

u#)$%&'C?2#)Iv$%&'\,wxNyz#),-$

%&'BMC{|}~�@.

�"Z���.
!

�����,-.
!

#)�#)I"-#���"#$%����#)GHIJ*+

20�#��#���OP#$%&'(no,\cd@�����.

q���#$%C����.�@.

����� ¡,-.
!

¢#)I£¤Ca#)GHIJ*+�¥¦-#���§��C.

¨,-#)GHIJ*+C©ªO#)I@.

«#)I£¤C¬l#)GHIJ*+C:®¯°|-#$%

6C?±]^_b²¦³´#)µ¶·§���.��h©OP,\c

dC{ªO#)I@.

�¸�¹)�º»¹)�l¼½¾Z�#$%&',\.



!

¿ÀÁÂCÃÄÅÆ����. Ç@.
!

È"vVW#XwZ[��ÉÊËÌ.
!

,bÍÎËÏÐ�Ñ�ÒÓËÏÔ!ÓÕÖ�.
!

!" ,b#$%ÍÎÐ���×P)µØ'Y½-×PÙÚCÛÜ.
!

vÝÞOPß$%&',\OPwà^CÛÜvOP,bw@Ôá,.
!

b#��",bâã",-$%äåæçèéêëìêíX�å�".
!

,b]î�ï0�"yz,-0Aãð�3450�",-0Añ2.
!

ò�óòô�34õö÷øù4úû�.üý34õ4öøþÿú�¸!.üC.
!

0�ñ2AøÖ20�"#½¾$Ä�",-$%�²%&3450.
!

'0�=9$%Cãð����.¸�@.
!

!

#" #)jÍÎÐ���#)µØ'Y½-jÙÚCÛÜ().
!

v&',\wà^@Ôá,-$%äåæçèéêëìêíX�å�".
!

,\]î�ï0�"yz,-0Aãð�3450�",-0Añ2.
!

ò�óòô�34õö÷øù4úû�.üý34õ4öøþÿú�¸!.üC.



!

0�ñ2AøÖ20�"#½¾$Ä�",-$%�²%&3450.
!

'0�=9$%Cãð����.¸�@.
!

!

¥a*+CÖ|-3450#$%&',\,-.Ð/0!i!û/Ç!.
!

¿ÀÁÂCÃÄÅÆ����. Ç@.



!

��.�Ð. !

共青团员信息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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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部 研究生新生团组织名称 本科生新生团组织名称 

机械工程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2021级

研究生新生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2021级

本科生新生团支部 

精仪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精仪学院2021级研究

生新生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精仪学院2021级本科

生新生团支部 

自动化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自动化学院自动化学

院2021级研究生新生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自动化学院自动化学

院2021级本科生新生团支部 

微电子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微电子学院微电子学

院2021级研究生新生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微电子学院微电子学

院2021级本科生新生团支部 

建工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建工学院2021级硕士

生新生团支部/天津市天津大学建工

学院2021级博士生新生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建工学院2021级本科

生新生团支部 

建筑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建筑学院2021级研究

生新生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建筑学院2021级本科

生新生团支部 

化工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化工学院2021级硕士

生临时团支部/天津市天津大学化工

学院2021级博士生临时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化工学院2021级本科

生临时团支部 

材料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材料学院2021级硕士

生新生团支部/天津市天津大学材料

学院2021级博士生新生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材料学院2021级本科

生新生团支部 

管理与经济学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2021

级硕士生新生流动团员团支部/天津

市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2021级博

士生新生流动团员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2021

级本科生新生流动团员团支部 

理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理学院理学院2021级

硕士生新生团支部/天津市天津大学

理学院理学院2021级博士生新生团支

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理学院理学院2021级

本科生新生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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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文学院2021级中国语

言文学1班团支部/天津市天津大学文

学院2021级外国语言文学1班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文学院2021级翻译1

班团支部/天津市天津大学文学院

2021级翻译2班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文学院2021级本科

生团支部 

教育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教育学院2021级硕士

第一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教育学院2021级本

科第一团支部 

药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药学院2021级研究生

新生团支部 
 

环境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环境学院2021级研究

生临时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环境学院2021级本

科新生临时团支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团总

支 
 

求是学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求是学部国际工程师

学院2021级研究生新生团支部 
 

生命科学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

专业2021级研究生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

科学专业2021级强基班团支部 

海洋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海洋学院2021级研究

生团支部 
 

法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2021

级1班团支部/天津市天津大学法学院

法律硕士2021级1班团支部/天津市天

津大学法学院博士2021级1班团支部 

 

数学学院团委 
天津市天津大学数学学院2021级研究

生新生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数学学院2021级本

科生新生团支部 

地科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地科院2021级硕士生

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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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与计算学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2021

级研究生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

2021级本科生团支部 

医学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医学部2021级研究生

新生团支部 

天津市天津大学医学部2021级本科

生新生团支部 

新媒体与传播学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

2021级研究生团支部 
 

区域发展研究院 
天津市天津大学区域发展研究院团工

委 
 

深圳学院 天津大学深圳学院直属团支部 

*
 
 
注： 

1.工科试验班（智能制造与建造）暂时转入建工学院新生团组织； 

2.人文科学实验班暂时转入教育学院新生团组织； 

3.医学技术类（新医科实验班）暂时转入医学院新生团组织； 

4.理科试验班（生态与环境类）暂时转入环境学院新生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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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智慧团建单位办公电话 

团组织单位 办公电话 

天津大学团委 022-27405540 

机械学院 022-27406782 

精仪学院 022-27407841 

自动化学院 022-27405126 

微电子学院 022-27401328 

建工学院 022-27401051 

建筑学院 022-27406961 

化工学院 022-27406470 

材料学院 022-85356676 

经管学部 022-27406154 

理学院 022-27403637 

文学院 022-27403124 

教育学院 022-27890353 

药学院 022-27892025 

环境学院 022-274037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022-27401069 

求是学部 022-85356258 

生命科学学院 022-87891260 

海洋学院 022-27409515 

法学院 022-87371686 

数学学院 022-27401240 

地科院 022-27405053 

智算学部 022-27401109 

医学部 022-83612123 

区域发展研究院 022-87371383 

深圳学院 0755-36881006转329 

新媒体与传播学院 022-2740527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