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属单位 域名 网站名称 IP

1 党办校办 office 党办校办 www2s

2 校办 oa 协同办公平台 121.8.171.40

3 校办 newoa 协同办公平台 121.8.171.40

4 人事处 rsc 人事处 www2s

5 人事处 pd 博士后之家 121.8.171.40

6 财务处 pay 收费服务管理平台 121.8.171.40

7 财务处 hscw 财务处 202.116.34.15

8 教务处 jw 教务处 202.116.47.138

9 教务处 jwc 教务管理系统 121.8.171.13

10 社科处 skc 社会科学处 www2s

11 资产管理处 tmpamd 资产管理处 10.248.0.51

12 科技处 kjc 科技处 202.116.32.228

13 国际交流合作处 istudy 国际交流合作处 210.76.114.14

14 宣传统战部 xcb 宣传统战部 202.116.45.241

15 宣传统战部 news 新闻网 121.8.171.40

16 机关党委 jgdw 机关党委 222.200.137.32

17 招生办 zsb 普通高考信息网 202.116.32.5

18 学生工作处 xsb 学生工作处 202.116.32.5

19 就业指导中心 career 就业导航 202.116.45.244

20 社会服务与产学研合作处 shfw 社会服务与产学研合作处 www2s

21 保卫处 bwc 保卫处 121.8.171.40

22 师资培训中心 gdsz 师资培训中心 www2s

23 工会 gh 工会 www2s

24 校友会 xyh 校友会 202.116.32.5

25 校友会 xy 校友联谊会 202.116.45.196

26 校友创新促进会 aia 校友创新促进会 121.8.171.40

27 图书馆 lib 图书馆 202.116.41.252

28 实验中心 syzx 实验中心 www2s

29 教信中心 教务处 jpkc 2013年质量工程项目申报评审入口 202.116.33.235

30 附属小学 hnsdfx 附属小学 www2s

31 附属幼儿园 yey 附属幼儿园 www2s

32 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qzlx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网 physics

33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ggw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www2s

34 学生会 stuu 学生会 121.8.171.40

35 大学城学生工作办公室 dxcxgb 大学城学生工作办公室 202.116.45.197

36 大学城校区学生社团联合会信息部sau 大学城校区学生社团联合会信息部 www2s

37 学生社团联合会 saunion 学生社团联合会 www2s

38 学报 journal 学报 202.116.45.233

39 东方文化杂志社 dfwh 东方文化 202.116.32.5

40 文学院 wxy 文学院 202.116.32.230

41 数学科学学院 maths 数学科学学院 202.116.32.252

42 数学科学学院 m-math-yj 中学数学研究 202.116.32.246

43 历史文化学院 lswh 历史文化学院 www2s

44 生物光子学研究院 biop 生物光子学研究院 www2s

45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site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www2s

46 体育科学学院 sport 体育科学学院 222.200.143.165

47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ioe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222.200.137.214

48 政治与行政学院 zhx 政治与行政学院 www2s

49 教育科学学院 psylab 心理学实验教学中心 www2s

50 外国语文化学院 sfscourse 外国语文化学院moodle在线课程 202.116.39.247



51 外国语文化学院 sfsc 外国语文化学院moodle在线课程 202.116.39.247

52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sfs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202.116.45.228

53 心理学院 psy 心理学院 www2s

54 马克思主义学院 mks 马克思主义学院 www2s

55 地理科学学院 geography 地理科学学院 www2s

56 国际文化学院 cicgz 国际文化学院 121.8.171.40

57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physics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22.200.129.208

58 计算机学院 cs 计算机学院 121.8.171.40

59 计算机学院 elab 计算机专业基础实验课指导系统网上课件222.200.129.138

60 教育科学学院 jky 教育科学学院 202.116.42.1

61 教育科学学院 jyfzzx 教育发展中心 121.8.171.40

62 美术学院 aol 美术学院 202.116.45.212

63 生命科学学院 sky 生命科学学院 202.116.43.3

64 音乐学院 music 音乐学院 222.200.143.84

65 继续教育学院 cce 继续教育学院 202.116.38.6

66 经济管理学院 mba mba教育中心 222.200.129.206

67 经济管理学院 erp 企业模拟经营模拟平台 222.200.135.210

68 经济管理学院 em 经济管理学院 222.200.129.201

69 经济管理学院 ifc 经济管理学院 222.200.129.201

70 公共管理学院 ggy 公共管理学院 121.8.171.40

71 公共管理学院 sssmcenter 系统科学与系统管理研究中心 121.8.171.40

72 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 jjy 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 www2s

73 职业教育学院 zyjy 职业教育学院 aia

74 软件学院 ss 软件学院 aia

75 城市文化学院 cswh 城市文化学院 www2s

76 创业学院 cy 创业学院 www2s

77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 aoe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 www2s

78 激光生命科学实验室 laser 激光生命科学实验室 www2s

79 经济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sleb 经济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121.8.171.40

80 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 cscg 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 www2s

81 光电子材料与技术研究所 iomt 光电子材料与技术研究所 202.116.32.5

82 信息服务软件技术研究中心 isst 学者网 202.116.32.240

83 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hnjj 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121.8.171.40

84 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curds 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222.200.129.203

85 先进材料研究所 iam 先进材料研究所 121.8.171.40

86 南海校区 nh 南海校区主页 121.8.171.40

87 南海教学科研办公室 nhjw 南海教学科研办公室 218.192.99.10

88 南海继续教育办 nhjxjy 南海继续教育办 218.192.99.11

89 南海图书馆 nhlib 南海图书馆 218.192.99.10

90 南海人事办公室 nhrsb 南海人事办公室 218.192.99.10

91 南海财务办 nhcwb 南海财务办 218.192.101.252

92 南海校区 nhwsb 南海校区 218.192.99.13

93 凤凰国际学院 phoenix 凤凰国际学院 218.19.140.197

94 国际商学院 ibc 国际商学院 218.192.99.19

95 南海工会 nhgh 南海工会 218.192.99.13

96 南海实验中心 nhsyzx 南海实验中心 218.192.99.13

97 南海外语系 nhwy 南海外语系 218.192.99.10

98 南海法政系 nhfzx 南海法政系 218.192.99.11

99 南海经管系 nhjgx 南海经管系 218.192.99.11

100 南海中文系 nhzwx 南海中文系 218.192.99.11

101 南海学生会 nhcsu 南海学生会 218.192.99.11



102 共青团南海委员会 nhccyl 共青团南海委员会 218.192.99.10

103 南海电子设计协会 nhedc 南海电子设计协会 218.192.99.13

104 南海 nhwebdisk 南海校区网络硬盘 218.192.99.21

105 南海 nhsdzx 南海社会调查研究中心 218.192.99.11

106 教务处 shpg 本科教学评估 121.8.171.40

107 计算机学院 et 学者百科 @ 学者网 202.116.32.236

108 学生处 szpx 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培训管理信息系统202.116.45.224

109 学生处 dyzx 广东省学校德育创新项目管理信息系统202.116.45.224

110 学生处 fudaoyuan 南粤辅导员 202.116.45.216

111 学生处 univs 广东省思政项目管理平台 fudaoyuan

112 ？？？ shijian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论文网络指导系统202.116.45.224

113 教务处 jysx 教育实习网 202.116.47.140

114 ？？？ studentunion校园门户 202.116.32.5

115 计算机学院 ddh school百科 @学者网 202.116.32.236

116 宣传统战部 fm8674 广播 aia

117 宣传统战部 xiaobao 校报 xcb

118 校办 uniform 校服设计大赛 www2s

119 校团委 scnusu 学生会 121.8.171.40

120 校团委 hstuanwei 校园门户 202.116.32.5

121 计算机学院 video 学者百科 @ 学者网 202.116.32.236

122 ？？？ szky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科研管理信息系统202.116.45.224

123 校办 banshi 办事流程 aia

124 教务处 xf 学风建设专题网 121.8.171.40

125 教务处 zysx 专业实习网 202.116.47.137

126 物电学院 pec 物理学科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22.200.129.208

127 校办 xxgk 信息公开 121.8.171.40

128 ？？？ gccse2013 2013全球华人科教会议 222.200.137.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