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集团开展工会活动 喜迎“五一”劳动节——集团办公室

◆2、积极开展全国预防接种宣传周活动——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3、开展“五一”节前集团办公楼安全检查——集团办公室

◆4、开展校园安全大检查——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5、开展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6、开展节能宣传作品征集活动——集团办公室、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7、饮食服务中心三位同志获省高校后勤协会伙委会表彰——饮食服务中心

◆8、举行电梯安全培训——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9、集团积极组织参加教职工羽毛球友谊赛——集团工会

◆10、我校被评为省高校园林绿化工作先进集体——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11、航空港校区学生公寓服务大厅正式启用——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12、清除课桌涂鸦 共建文明校园——集团办公室、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13、我校被评为省高校动力与节能工作先进集体——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14、做好高校信息化网络创新应用研讨会物业保障——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15、我校被评为公寓与物业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16、全力做好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能源保障工作——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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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圆满完成校运动会物业保障工作——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18、集团参加学校运动会获佳绩——集团办公室

◆19、做好学校春季运动会前期卫生安全工作——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20、开展公寓消防安全检查 建设和谐、平安校园——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21、主动掌握原材料信息 努力降低采购成本——饮食服务中心

◆22、财务结算中心召开部门工作会议——财务结算中心

◆23、开展 2014 年世界卫生日主题活动——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24、举行保洁员专题培训会——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25、集团召开安全工作布置会——集团办公室

◆26、集团组织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集团办公室

◆27、狠抓食品卫生安全与食品质价保障工作——饮食服务中心

◆28、能源管理服务中心为校运会做好准备——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29、开展食堂原材料库存盘点工作——饮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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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和 30 日，航空港校区后勤集团组织员工开展工会活动

喜迎“五一”劳动节。

为了不影响后勤保障工作的

正常开展，活动分批次进行。大

家来到户外，亲自体验动手摘水

果的乐趣，品尝着香甜可口的水

果，聊着家常同时也交流工作中

的心得体会，集团给大家带来节

日的祝福并向大家的努力工作和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本次工会活动的开展让员工在日常工作之余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增进了员工之间的交流，缓解了工作中的压力。

4月 25 日至 30 日是全国预防接种宣传周，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

中心于4月28日至30日在航空港校区开展全国预防接种宣传周活动。

期间，工作人员通过放置展板、

发放宣传资料和提供现场咨询等形

式做好预防接种和相关传染病的宣

传教育，在校红十字会志愿者们的

配合下为部分 2013 级新生进行甲肝

和乙肝疫苗接种，并在现场准备面

包、开水、葡萄糖以及氧气袋、肾

上腺素等急救物品，以防部分同学发生晕针及其他身体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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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上午，办公室组织对集团办公楼进行“五一”节前安全

检查。

检查人员查看了各办公室门窗能否正常锁好、灭火器是否过期、

消火栓密封条是否脱落等，并检查了办公楼用电安全情况，提醒各位

老师下班后要关好门窗，关闭电源开关。结果显示，集团办公及消防

安全设施正常，检查人员对个别需维修的情况进行报修处理。

通过此次安全检查，进一步加强了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与

责任意识，做好集团办公楼的安全管理工作。

4月 28 日，校园物业服务中心在校园内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消防

设施检查等工作。重点查看灭火器等消防设施设备、消防栓、安全通

道等。同时，检查商铺、教学楼、

体育场馆是否有违规用电、使用

明火、私用违章电器、易引起火

灾物品等现象，逐一对教学楼的

风扇进行检查，对地面的雨篦子

进行统一清理，确保排水畅通。

检查结束后，中心负责人要

求工作人员就发现的问题和安全隐患，及时报相关部门和相关商铺，

做出整改计划。

此次安全检查的开展不仅为创造安全的校园生活环境打下基础，

也促使中心员工深刻认识物业管理及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其工作

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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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和 25 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围绕“远离病媒侵

害，你我共享健康”的主题，在

航空港校区开展爱国卫生知识

宣传进宿舍活动。

中心员工依次进入每间宿

舍分发宣传资料，指导学生如何

进行“四害”防治，了解学生宿

舍的基础卫生情况和“四害”情况，从专业角度引导楼管员做好楼层

公共辖区的垃圾清运和地面卫生洁净工作，消除春夏季节苍蝇、老鼠

等“四害”的危害。

为积极响应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教

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开展高校节能宣传

作品征集活动的号召，集团能源管理服务

中心联合办公室通过在学校各食堂、浴室

及教学楼等处张贴征集作品的宣传海报，

让全校师生了解此次活动并积极参与，做

好节能宣传作品征集工作。借此活动增强

广大师生的节能意识和责任感，为创建节

约型校园做出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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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上午，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伙食专业委员会 2013 年年

会在四川文理学院召开。集团樊安瑜同志、王宗智同志荣获先进个人

称号，何思思同志荣获优秀通讯员称号。

4月 23 日下午，能源管理服务中心特邀航空港校区的电梯维保单

位升达电梯有限责任公司王德虎工程师作

电梯安全培训。持有电梯安全员证书的能

源管理服务中心技术兼特定维修主管杨厚

虎、学生公寓服务中心维修主管王堂林、

校园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管理员陈跃以及物

业、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

培训对航空港校区有机房电梯和无机

房电梯的日常使用、维护，电梯困人的应

急救援步骤等相关知识进行讲解，对电梯

安全工作相关人员的应急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提升有较大帮助。

4月 15 日和 22 日，航空港校区后勤集团工会积极组织职工参加

在武侯校区体育馆举行的校教职

工羽毛球男子组和女子组友谊赛，

并为运动员准备矿泉水、毛巾、巧

克力等爱心物品。参赛队员依次与

武侯校区后勤集团、预科教育学

院、社心学院、化环学院、外国语

学院等单位进行激烈比拼，展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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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职工奋勇、团结的一面，营造了“多彩、活力”的校园文化氛围。

4月 22 日，我校在省高校后

勤协会园林绿化专业委员2013年

年会暨先进表彰大会上被评为

“2013 年度四川省高校园林绿化

工作先进集体”，集团钟秀华、杨

勤文两位同志荣获“2013 年度四

川省高校园林绿化工作先进个

人”称号。

近日，航空港校区学生公寓服务大厅正式投入使用。服务大厅位

于学生公寓楼 8幢、9幢之间校

园平价超市二楼，主要为学生提

供公寓维修、电控查询、保洁服

务、公寓管理、住（退）宿办理、

寝室调整、领取备用钥匙和服务

投诉等各项服务，服务时间为

08:30 至 22:30，要求按照“统一受理、分类办理、限时办结、及时

回复”的原则，为在校学生提供更为全面、周到的服务。服务平台的

窗口化不仅方便了学生办理事务，也提高了学生公寓管理服务的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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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由后勤生活报社和环保志愿者服务队联合举办的“清除课

桌涂鸦 共建文明校园”活动在航空港校区开展。

4月 15 日中午，两个社团的

同学在南区大食堂门口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邀请同学报名参加的

形式开展志愿者招募工作。4 月

20 日下午，志愿者自带抹布，由

环保队提供清洁剂、水桶等工具，

对博学楼的课桌、座椅进行擦洗。

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唤起同学们的环保意识，号召同学们爱护课

桌，不在课桌上随意涂鸦，保持学习环境干净、整洁。

4 月 17 日、18 日，我校在省高校后勤协会动力与节能专业委员

会 2013 年年会暨先进表彰大会

上被评为“2013 年度四川省高校

动力与节能工作先进集体”。

集团徐明禄、杨小兵两位同

志荣获“2013 年度四川省高校动

力与节能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4 月 18 日，2014 年高校信息化网络创新应用研讨会在航空港校

区新星剧场举行。校园物业服务中心自 4 月 15 日起对新星剧场室内

外进行清扫，检修剧场靠椅、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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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合能源管理服务中心完成墙面清洗，地面抛光等工作。活动当天，

中心安排人员不间断保洁，保持会场环境整洁。

4 月 17 日，我校在省高校后

勤协会公寓与物业专业委员会

2013 年年会暨先进表彰大会上被

评为“2013 年度公寓与物业管理

工作先进集体”，集团王堂林同志

荣获“2013 年度公寓与物业管理

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4月 13 日，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在航空港校区博学楼进行。能源

管理服务中心通过提前检查高压配电箱柜、安排人员现场值守等措施

顺利完成考试期间能源保障工作。

4 月 11 日、12 日，校园物业服务中心从配合主席台翻新、清洁

运动场，布置会场，调试音响、

显示屏，检查维护各学院院牌，

延长体育场音响使用时间以便

开幕式方队彩排，加强校园保

洁，设立运动会义务服务点等方

面做好校运会期间物业保障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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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1 日上午，学校一年一度的春季田径运动会正式开幕。

航空港校区后勤集团积极组织，联合武侯校区后勤集团参加校运

会开幕式。在比赛环节，集团的运动员们分别获得了 4*100 男子小组

第七名、4*100 女子小组第二名、4*50 接力赛男女混合小组第一名等

优异的成绩，展现了航空港校区后勤集团员工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

4月 10 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

疫中心对南区体育场（馆）及周边

区域开展校运会前环境卫生检查

和消杀工作。中心对体育场（馆）

及周边区域卫生状况进行监督检

查，并对体育馆相关区域喷洒消毒

药剂，做好卫生保障工作。

4月 10 日下午，航空港校区后勤集团联合保卫处、学校办公室、

学生工作处以及各学院对航空港校区学生寝室进行消防安全大检查。

本次消防安全大检查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电线电路安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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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主要检查学生寝室内是否有私拉乱接电线、私自使用外接电器设

备情况；二是电源安全管理方面，主要检查学生寝室内是否使用蜡烛、

乱扔烟头等行为，是否有严令禁止使用的电炉、酒精炉、热得快等大

功率电器。针对检查中出现的问题，现场进行了纠正和整改。

4月 10 日下午，饮食服务中心采供部组织各食堂作业组负责人、

蔬菜供货商到白家大型农贸市场了解原

材料质量价格信息。

自 4月 1日成立采供部以来，饮食服

务中心要求采供部每周一、周四协同一名

食堂作业组负责人、一家食堂原材料供货

商进行市场实地现场采买询价。

通过此举，在保证食品原材料质量的

情况下，进购价格相对较低的食品原材

料，为师生提供更美味实惠的佳肴，让师

生吃得满意。

4月 8日下午，财务结算中心召开部门工作会议。会上就开学以

来微机室各项工作做了总结。中心主任强调微机室作为后勤一线服务

窗口，在日常工作中为师生售卖零餐票及修正校园一卡通时，一定要

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以及工作方式方法。会议听取了微机室各工作人

员对微机室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针对员工提出的零钞紧缺的问

题，中心将积极协调，通过向银行、公交集团公司、超市等兑换，使

问题得以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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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4 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开展以“小叮咬，大危害”

为主题的病媒生物防治宣传教育

活动和实地“消杀灭”工作。主

要在校内公共场所发放病媒生物

防治知识宣传资料，对东校区学

生宿舍及教学楼、行政楼等辖区

的卫生间及垃圾桶喷雾杀虫药

剂，为以后各项病媒传播疾病防

治工作的开展积累丰富经验。

4 月 1 日、3 日，校园物业服务中心举行保洁员专题培训会，会

上从保洁员的职责及行为规范、服务标准等方面展开培训，针对当前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案例讲

解，提出正确的处理方式，并要

求保洁员不断强化安全意识，发

现安全隐患应及时上报。

中心负责人在总结讲话中

肯定了保洁员们在日常工作中

的表现，指出细节上的不足之处，强调注意细节不是一蹴而就的，要

有一颗善于发现问题的心。同时，要求企业负责人不断加强自身学习，

严明奖惩兑现，学会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培训会结束后，中心负

责人和各位保洁员就工作中存在的难点作简单交流。

航空港校区后勤集团《后勤工作简报》 第 28 期



11

4 月 3 日上午，集团组织召开安全工作布置会。会上，马永正总

经理转述校党委书记边境同志在学校维稳工作会上提出的做好安全

工作的要求：“安全工作天天讲都不过分，天天讲都不繁琐。做好安

全工作是我们份内的工作，安全工作与本职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重在平时，抓在平常。”

结合后勤工作实际，马总指出从四方面抓好落实安全工作：一是

管理人员熟悉岗位流程及规则，勤学肯干。“干什么，缺什么，学什

么，补什么”。二是重视安全教育，一线职工安全意识培训很重要，

要努力提高一线员工及服务人员的安全责任意识。三是部门职权范围

内的事情能解决的要尽量办好。勤检查，发现安全隐患要及时处理解

决，重大问题要及时上报。四是安全工作重在抓基础性工作，要加强

部门例会上的强调与落实，提高对安全隐患的警惕性。

最后，集团领导与各位参会人员对如何加强部门安全工作提出建

议，并做交流发言。

4月 2日下午，集团邀请政治学院贾秀兰教授作《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专题讲座。

会上解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

的意义、重点、目标、主题、改

革愿景，重点讲解《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中的部分改革举措。

学习会结束后，王俊林副书

记作总结性讲话：会后各部门要组织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十八届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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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精神，特别是要结合后勤工作特点，把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与推动后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完善制度，细化服务，切实做好本职

工作，为办好广大师生满意的后勤做出应有的贡献。

从 4月 1日起，饮食服务中心新成立的食品安全与食品质量监督

检查部正式开展工作。

监督检查部主要从食堂大厅

保洁与服务、食堂后厨卫生安全、

伙食质量与价格三方面建立量化

监督标准并对食堂进行全方位监

督。这不仅强化了食品卫生安全

与菜品质价的考核督查，而且不

断督促食堂从业人员的卫生操作

意识和整体卫生安全素质，切实为师生服好务，做好饮食保障工作。

为了确保校运会能够顺利进行，3月底，能源管理服务中心对南

区运动场周边地砖、看台护栏等进行修整，联合校园物业服务中心对

体育场主席台的墙面进行翻新。近期，中心在晚上八点至十点期间，

将南区运动场的高杆灯开启，为运动会备赛单位提供照明。

3月 29 日至 31 日，饮食服务中心采购组对学生饮食广场、星

月斋、学生生活广场、清月斋开展食堂实地原材料库存盘点工作。期

间，中心主管积极发挥带头引领作用，全体采购组同志发扬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对食堂仓库、操作间及售卖间等场所进行彻底清理盘

存，做到备案可查，为做好、做细食堂工作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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