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国家民委机关服务局到航空港校区调研后勤服务工作——集团办公室

◆2、开展世界无烟日禁烟签名活动——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3、开展食堂内部自查自评工作——饮食服务中心

◆4、开展公共场所禁烟劝导活动——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5、举办 2014 年天然气安全知识培训——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6、召开维修协调工作会——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7、开展校园汛期安全检查——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8、举办世界无烟日讲座——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9、当好参谋 清凉一夏：伙食管理委员会为你荐菜谱——饮食服务中心

◆10、开展饮用水卫生宣传周活动——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11、开展宿舍楼道堆放杂物专项整治工作——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12、举办“5.20 全国学生营养日”讲座——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13、开展食堂厨师骨干技术培训交流活动——饮食服务中心

◆14、集团深入开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五四讲话精神活动——集团办公室

◆15、集团成功开展节水宣传周系列活动——集团办公室

◆16、双流县多部门联合检查航空港校区结核病防控工作——食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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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联合保卫处开展游泳池消防安全检查——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18、我校节能减排工作顺利通过省市节能减排考核——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19、提前做好游泳池教学保障工作——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20、学生饮食广场增设米饭售卖窗口 推出优质珍珠大米——饮食中心

◆21、召开规范化管理专题讨论会——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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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8 日，国家民委机关服务局兰宏强副局长一行到我校就后勤服务方面的

工作开展考察调研。上午，王永正副校长、

后勤管理委员会相关部门领导及航空港校区

后勤集团、武侯校区后勤集团负责同志与来

宾进行交流座谈，航空港校区后勤集团马永

正总经理汇报了我校近年来在后勤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及创新管理模式等方面取得的发展

成绩。下午，在航空港校区后勤集团和武侯

校区后勤集团领导的陪同下，调研组一行对航空港校区的后勤服务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调研，肯定了航空港校区在校园环境、节能减排、学生食堂管理等方面的工

作。

5月 30 日，由集团、校团委主办，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承办，校红十字

志愿者协会协办的以“携手禁烟，拥抱晴天”为主题的禁烟签名活动在学生饮食

广场开展。

活动中，过往师生员工纷纷前来签名、

写下禁烟宣誓，工作人员对我校“大学生们

吸烟的动机以及对吸烟与健康的关系知晓

率”情况进行了解，并加强禁烟健康知识的

普及。活动现场，食卫中心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还向学生们发放控烟知识宣传资料，讲解

禁烟知识。至此，为期一周的“世界无烟日”系列活动圆满落幕，航空港校区校

园吸烟现象也明显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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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至 30 日，饮食服务中心在食堂内部开展自查自评活动。

活动分为两组进行：一组是由伙委会组织同学填写食堂问卷调查，内容涉及

饭菜质量、售卖窗口与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服务态度、饭菜价格、卫生情况等；一

组是由中心质检部组织南、北区大食堂作业组负责人实地交叉品尝早、午餐售卖

菜品并相互交流意见。中心对自查自评结果进行研究、分析，并于 5月 30 日下午

召开工作会议，强调部门制度要求，制定菜品质价和服务态度等相应整改措施，

由质检部督促落实整改，进一步提高了食堂管理人员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的意识。

5月 28 日至 29 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在航空港校区开展禁烟劝导宣传

教育活动。工作人员深入教学楼、行政楼等公共场所发放世界无烟日宣传资料并

对吸烟的师生员工进行现场禁烟劝导和相关知识讲解，强调公共场所吸烟行为不

仅会影响自身和他人的健康，夏季还存在火灾安全隐患。吸烟的同学积极响应号

召，主动担当禁烟志愿者的角色，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创建无烟校园的队伍中来。

5月 29 日下午，能源管理服务中心特邀双流县兴

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客服中心负责人、安全检测班

一行数人来我校，在北区学生生活广场一楼为能源管

理服务中心和饮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举办天然气安全

知识培训。培训会上从燃气的基本常识、日常使用注

意事项、常见故障的处理、天然气泄漏采取的措施等

方面进行讲解。讲授结束后，安检班对我校食堂进行

现场安全检查，指出食堂内安全隐患的重点部位和燃

气设施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安全用气的意见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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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能源中心与饮食中心在今后的工作中也将改进措施，加强航空港校区用气安

全管理。

5月 28 日下午，能源管理服务中心针对维修材料采购和零星专项维修召开协

调工作会,中心技术主管、公寓维修主管、物业维修主管参加会议。会上对近期的

维修工作进行分析，举例证明对维修的质量、方量、价格进行“事前、事中、事

后”全过程控制的必要性。在零星专项维修实施过程中，能源中心将会与各维修

主管加强沟通，同时也会加强材料供应的管理，积极配合维修工作，保证日常维

修的正常进行。随后，各维修主管对近期维修工作中的难点进行分析和讨论，会

议对今后维修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推进作用。

近期，校园物业服务中心在校园内开展汛期安全检查，着重检查地下室、图

书馆、停车场下的排污泵、电缆井。同时对

排污井进行清理，要求企业人员再次清扫各

建筑物屋顶的排水管及地面的雨篦，对校园

低洼地带和裂缝沉降地带逐点检查、汇总，

加强对红叶李等树木的防护工作。

此外，中心还组织主管及管理员学习了

《校园物业服务中心防汛防洪应急预案》，要

求在汛期期间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等天气。室外环

境工作人员要加大校园巡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上报、整改并详细记录。潜水

泵、雨衣、雨鞋、应急灯、沙袋、电缆线等各项防洪物资要提前备足，确保校园

安全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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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举办以“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

他人”为主题的世界无烟日健康教育讲座，由

食卫中心负责人陈君程老师担任主讲。讲座中

结合实例从我国吸烟人群的构成、青少年吸烟

心理的解读、吸烟对健康的危害、戒烟对健康

的益处、如何戒烟、我国及世界各国的控烟举

措等方面进行讲解，对中心历年的控烟宣传活

动做了介绍并解答同学的疑问。讲座的举办为

世界无烟日系列宣传活动拉开了序幕。

5月 11 日至 25 日，伙食管理委员会在航空港校区 5个食堂一楼大厅张贴出夏

季饮食推荐食谱和夏季食品安全小常识宣传画，引导夏季科学饮食。伙食管理委

员会还特别考虑到穆斯林同学的饮食习惯，分为大食堂和穆斯林食堂两部分给同

学们推荐菜肴，既去火解暑热又增加了夏季所必需的营养。

5月 22 日至 23 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在航空港校区开展以“饮用水卫

生知识，你知道多少”为主题的饮用水卫生宣传活动。活动形式包括深入学生宿

舍发放饮用水卫生宣传资料、开展问卷调查、接受咨询、现场指导学生科学饮水，

部门官方微博、微信平台发布饮用水卫生知识，更新活动进展等，引导我校学子

提高科学的饮用水安全理念，养成正确的饮用水安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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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至 21 日，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对公寓楼道堆放杂物现象进行专项清查

整治。通过积极与学生沟通交流，要求将在巡查中存在的堆放杂物问题及时处理，

并张贴消防安全提示，保持消防通道畅通，提高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对于清查

整治的情况和效果，中心整理汇总后上报相关学院及保卫处处理。

5月 20 日下午，“大学生营养与健康”主题讲座在明德楼 221 室举行。本次讲

座由集团、生科院主办，食卫中心、饮食服

务中心承办，伙委会、营养与健康协会协办。

讲座邀请到国家健康管理师、西南健康纤体

训练营总教练、四川科学养生促进会理事张

月云老师担任主讲。张老师讲述了中国健康

问题和营养差距、营养与健康的关系、肥胖

与疾病的关系，并现场传授同学们练习调养

生息、增强信念的方式方法，引领同学们加入到均衡营养、合理饮食的队伍中来。

5月 16 日至 18 日，饮食服务中心在学生生活广场开展食堂厨师骨干技术培

训交流活动。培训交流会由三大主题组成：

一是由中心技术主管从配菜方面进行理论培

训与实际操作介绍，二是邀请酒楼厨师长对

当前流行的川菜味型调配进行理论与实际操

作培训，三是由四川旅游学院烹饪系烹调技

术教学的老师进行烹调技术方面的专业指

导。培训期间，食堂厨师骨干们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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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讨论。培训活动进一步强化食堂员工操作技能，烹饪出更加符合广大师生口

味的菜品。

根据校党发[2014]27 号文件《中共西南民族大学委员会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五四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精神，集团党总支组织各部门于 5月 14 日至 16

日以学习、讨论、座谈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

习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容。集团同时召开主管以上会议，对习总

书记的讲话内容进行学习，王俊林副书记对

习总书记的讲话内容进行解读。马永正总经

理根据讲话精神提出，要把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与推进后勤服务工作结合起来，把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管理服务的各个环节，为师生提供满意的

后勤服务。

5月 15 日、16 日，由集团主办，能源管理服务中心承办，后勤生活报社、环

保志愿者服务队以及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协

办的节水宣传周系列活动在航空港校区开

展，本次活动以“普及节水知识，创建节水

型校园”为主题。活动包括节水知识问答、

观看节水宣传片、征集节水标语、开展“万

人签名横幅”、参观中水站等环节，得到了全

校师生的热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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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上午，由双流县卫生局、县教育局、县疾控中心和县卫生执法大队

成员组成的督导组，对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的结核病防控工作进行专项督导

检查。

督导组一行检查的范围包括组织领导、

患者管理、健康促进和培训四大部分，并对

食卫中心工作人员和我校部分老师、学生的

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问卷抽样调查工作，

肯定了我校的结核病防控工作。督导组指出

民族院校中的少数民族师生较多，结核患病

率相对较高，食卫中心要因地制宜、多角度、

全方位地开展民族院校的结核病防控工作，确保广大师生的健康安全。

5月 15 日，校园物业服务中心联合保卫

处对游泳池的消防安全进行检查，重点检查

了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检查结果显示游泳池

消防安全总体状况良好，针对保卫处提出的

要求，校园物业服务中心及时整改，确保游

泳池消防安全。

为迎接“万家千户企业节能低碳行动”考核工作，能源管理服务中心联合武

侯校区后勤集团能源管理服务中心对2013年我校的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节能措施

落实情况的相关资料进行分类整理。5月 15 日上午，通过核查我校 2013 年度能耗

数据和现场查看并提问的方式，成都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对我校 2013 年节能目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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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完成情况进行现场打分，并出具《2014 年万家千户企业现场核查表》。最终，我

校以 91分的成绩通过现场考核。

根据我校 5 月份的体育课行课安排，4

月 26 日至 5月 9日，校园物业服务中心对游

泳池卫生设备进行检修维护；制定安全管理

制度，对池内标示标牌进行添新和补充；对

更衣室、淋浴室、洗脚池、衣物储藏柜、泳

池进行消毒灭菌，更新防滑垫，并购置一批

消毒灭菌杀藻药品。同时，中心召开了游泳

池开放前动员大会，强调泳池安全工作的重要性，组织游泳池从业人员参加成都

市游泳管理中心的救生员岗前培训，并安排进行体验，做到持证上岗，保障游泳

教学正常、有序进行。

为打造和谐的校园环境，引导文明就餐

新风尚，5月 6日起，学生饮食广场增设米饭

售卖窗口，同时在原有普通米饭基础上新增

优质珍珠米饭，满足更多同学对米饭质量的

需求。试营以来，饮食服务中心积极引导同

学自觉排队就餐，形成了良好的文明就餐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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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5日，学生公寓服务中心组织召开公寓规范化管理专题讨论会。

会上围绕学生宿舍维修、备用钥匙管理、地下室卫生、服务企业管理等方面

提出难点、意见和建议。中心主任胡宇对近期毕业生离校、搬迁生搬迁以及新宿

舍验收等重点工作做了前期安排，同时要求

加强学生公寓服务大厅的日常值守和宿管会

同学到服务大厅配合参与学生公寓的管理工

作。

侯永阳副总经理指出，学生公寓的规范

化管理应从公寓安全管理，学生服务大厅管

理，服务企业管理，物资管理，毕业生、搬

迁生管理，寝室巡查以及岗位设置，人员配备等方面入手，梳理并完善、细化各

岗位职责，管理制度，服务规范，应急预案等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

有据可依，学生公寓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更加规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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