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扎实做好毕业生离校工作——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2、排查安全隐患 确保公寓安全稳定——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3、青海民族大学后勤服务中心到航空港校区交流考察——集团办公室

◆4、开展从业人员消防安全培训——饮食服务中心

◆5、举行消防安全培训——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6、后勤生活报社举办期末总结大会暨期末换届评优——集团办公室

◆7、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有奖知识问答活动——饮食中心、食卫中心

◆8、航空港校区顺利通过双流县节水办水平衡测试验收——能源中心

◆9、联合保卫处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10、北区中水站对生态桶进行清洗——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11、召开应急预案学习会议——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12、集团召开科级领导干部试用期满民主测评会——集团办公室

◆13、联合开展饮用水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食卫中心、公寓中心、能源中心

◆14、集团网站成功改版 正式投入使用——集团办公室

◆15、游泳池举行应急演练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16、重温长征路 铭记红色精神——集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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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18、联合开展食堂食品安全生产工作专项检查——饮食中心、食卫中心

◆19、开展学生寝室饲养宠物专项排查——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20、开展食堂安全用气自查——能源中心、饮食中心

◆21、加强服务热线管理 真诚服务全校师生——集团办公室

◆22、积极做好优秀大学生事迹宣讲会后勤物业保障——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23、集团召开《高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学习会——集团办公室

◆24、创建节约型校园工作会在集团召开——集团办公室

◆25、组织学习《航空港校区学生公寓安全管理应急预案》——公寓中心

◆26、提前做好毕业生和 2011 级学生搬迁准备工作——公寓中心

◆27、做好锅炉年检工作——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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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至 26 日，学生公寓服务中心以切实做好毕业生离校的组织和服务工

作为目标，通过制定工作计划、召开毕业生离校手续办理工作安排会；在毕业生

单元张贴《2014 届毕业生离校退宿须知》和《毕业生离校退宿手续办理流程》，核

实毕业生名单、电费清单；准备物资退还凭据、胶布、信封、塑料桶；检查有无

公物损坏情况等措施顺利完成 747 名航空港校区毕业生离校手续办理工作，营造

出“温馨离校、文明离校、安全离校”的校园氛围。

6月 19 日至 26 日，学生公寓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公寓安全隐患大排查。主要以

消防安全、防火防盗为重点，检查了公寓内的消防设施设备、值班室禁用大功率

电器、消防通道的使用、单元拉闸门的完好情况、单元进出人员盘查登记和大件

物品出单元的登记等方面，以及对艺术学院学生公寓楼顶水箱的运转情况进行排

查，确保学生正常用水；同时排查学生公寓窗户等设施的稳固状况，防止高空坠

物，确保学生住宿环境安全和谐。检查结果显示，各单元安全防范工作基本到位，

有效地确保了学生住宿环境安全、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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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下午，青海民族大学后勤服务中心一行来航空港校区实地考察交流

后勤管理模式工作中的经验，特别是节能管

理等方面的特色措施。在集团副总经理侯永

阳、办公室主任周莉、财务结算中心主任赵

蓉、能源管理服务中心黎兴文等同志的陪同

下，实地参观了中水处理站、学生公寓服务

大厅及校园环境，对节能管理、校园管理等

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通过考察交流增进

了民族院校之间的友谊，也有利于双方相互学习进一步提高后勤保障能力。

6月 25 日，饮食服务中心特邀保卫处消防科科长李老师为食堂工作人员开展

消防安全培训。培训会上运用 PPT 讲解消防基础知识、日常消防安全管理、火灾

的危险性和火灾特点、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以及在火灾发生时如何正确拨打 119

和安全疏散等消防知识，并进行现场灭火实战演练指导。此次培训提高了食堂工

作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使其在应对突发紧急事件时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采取

正确的消防安全措施进行灭火自救或安全有序转移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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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上午，校园物业服务中心特邀保卫处李坤科长举行消防安全培训，

内容包括消防法律法规、初起火灾处置程序、安全疏散、遇险逃生常识、火场自

救技能等。他列举了安全事故案例，重大消防事故原因分析，现场演示灭火器使

用；结合中心的实际工作举例说明安全隐患最易存在的位置，强调重要活动期间

安全通道畅通的必要性。培训会以观看学习“守护校园平安”为主题的视频结束。

中心负责人指出希望通过此次培训，让员工们深刻认识到火灾的危害性及火灾预

防的重要性，提升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6月 22 日下午，后勤生活报社召开 2013-2014 学年第二学期总结大会暨期末

换届评优活动。会议包括：一是采用无

记名投票的形式，报社全体成员根据 8

名候选人的述职报告评定其在本学期对

报社的贡献以及平日的表现进行投票，

推选出 “先进个人”；二是综合各部门

本学期考核情况，评选记者站为本学期

的“优秀团队”，指导老师为获奖同学一

一颁发证书；三是进行换届选举，为顺利完成本学年报社工作的第 11届执委颁发

聘书，考核评选出第 12届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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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中午，由集团主办，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饮食服务中心联合

承办的 2014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有奖知识问答活动在学生生活广场举行。活动

形式包括摆放食品安全展板、分发食品安全彩色折页及各种精美书签、有奖知识

问答及问答知识讲解、现场接受食品安全知识咨询等方式。奖项的设置、丰富的

奖品及多彩的活动形式吸引了过往师生及部分食堂从业人员积极参与，进一步提

高了我校师生员工的食品安全知识普及率。

6月 20 日上午，航空港校区通过双流县节水

办专家组水平衡测试的现场验收。能源管理服务

中心于 2013 年暑假便着手进行有关工作的准备。

通过各方的努力和配合，中心顺利完成了用水数

据的统计和水平衡测试报告的撰写。此次水平衡

测试工作的开展，全面了解航空港校区管网状况、

各部位用水现状。能源管理服务中心也将在今后

的工作中，依据测定的水量数据，采取相应的措

施，进一步加强用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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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19 日，学生公寓服务中心联合保卫处分别在南区学生宿舍楼 6

栋和北区学生宿舍楼 A1 栋前组织开展安全

知识宣传活动。宣传内容主要包括：守护生

命的十大黄金法则、如何避免踩踏事故、地

震来时如何躲避及撤离、地震营救常识等，

现场运用 8幅宣传展板进行宣传，并为各单

元楼管员讲解相关知识，不仅帮助大家掌握

了在危险环境中迅速逃生、自救的基本方法，

提高了突发公共事件下的应急反应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丰富了大家的安全知识。

6月 19 日上午，中水站工作人员合理安排时间对北区生态桶的沉淀物进行清

洗，并对沉淀池潜水泵进行了检修与保养。经过两天加班加点的工作，北区生态

桶沉淀池截至目前已全部清洗完毕，中水出水水质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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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下午，能源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召开应急预案学习会议。会上，各班

组管理员立足工作实际对突发事件分级和预案适用

范围进行讲解。中心副主任张盖艺结合实际案例进行

分析，让全体员工对突发事件的具体应急过程都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最后，副总经理侯永阳总结提出三点

要求，一是思想要高度重视；二是学习与培训的制度

要完善；三是应急事故的处理及时得当。强调指出这

三点是一项长期工作，要贯穿整个工作流程。通过对

预案的学习，提高了中心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增强

了员工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6月 17 日下午，集团召开科级领导干部试用期满民主测评会，组织人事部干

部科谭笑科长出席监督测评，集团领导、中心主任及全体管理员以上人员共 59人

参加测评会。会议分个人述职和民主测评两

项内容进行。王俊林副书记在会上宣读了《科

级领导干部试用期满考核的通知》中的相关

程序和要求，办公室主任周莉、学生公寓服

务中心主任胡宇、能源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盖艺、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副主任陈

君程、饮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彬帆依次作个

人述职。按照民主测评的纪律要求及填写测评表的注意事项，参会人员以无记名

方式填写了《民主测评表》。

航空港校区后勤集团《后勤工作简报》 第 30期



7

6 月 17 日上午，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联合校园物业服务中心、学生公寓

服务中心、能源管理服务中心成立检查小组，对航空港校区的供水点和饮用水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检查组对二次供水点、桶装水售卖点、办公教学区供水点、学

生宿舍饮用水情况进行安全隐患排查，从供水到饮用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

结果显示各个环节基本情况良好，对于存在的不足之处，检查小组现场提出整改

意见，有效保障我校饮用水的放心、安全。

6 月 16 日，由集团办公室牵头，各部门通力配合的集团新网站（网址：

http://hkghq.swun.edu.cn/）正式建成并投

入使用。集团新网站主要由集团概况、党群

工作、新闻中心、服务平台、信息平台、学

习借鉴、校园掠影、友情链接等八大栏目组

成。在今后的服务、沟通工作中，集团办公

室将再接再厉，把集团网站打造成为“发布

后勤信息、开展互动交流”的专业窗口，确保各项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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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中午，校园物业服务中心举行溺水应急演习，集团党总支副书记王

俊林、中心负责人、主管及管理员观摩指导了此次演练。演习按照《游泳池溺水

事故处理应急预案》进行，包括设立现场急救业务的临场总指挥，指定心肺复苏

实施救生员，由专人负责急救通道的畅通、120 急救的联系等，分为间接赴救和直

接赴救，分别在深、浅水池开展演练。演习结束后，王俊林副书记对演习做总结，

他指出通过此次真人模拟演习，测试了游泳池工作人员面对突发事故的处理能力，

熟悉了溺水应急事件处理程序，救生员及相关人员的急救实际操作能力也得到了

提高。

6月12日至14日，

集团党总支联合武侯

校区后勤集团党总支

组织 30 余名党员，开

展“跟着红军重走长征

路”迎七一红色教育活

动。党员们参观了“红

军长征过会理纪念馆”、会理会议遗址和“冕宁彝海结盟地”。集团党员干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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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积极汲取此次红色教育活动的所见所闻，在今后的工作开展中将基层党建工作

与做好优质后勤服务保障、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相结合，为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

“西南民大梦”的腾飞实现而努力！

6月 12 日，能源管理服务中心举行以“携手节能低碳，共建碧水蓝天”为主

题的“2014 年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活动形式包括在校园公共区域张贴节能宣

传海报，在南区食堂门口举行节能减排横幅签名活动、发放节能宣传单，呼吁师

生共建节约型校园。

6月 9日至 6月 12 日，饮食服务中心联

合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对五个食堂进行

检查。检查组主要检查食品原辅料采购、储

存和使用情况、进货查验台账记录、索证索

票、从业人员持有健康合格证明、食品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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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藏）柜温度设置、餐饮具清洗消毒情况以及菜品加工场所、用具等卫生状

况，着重加大对熟食卤味、凉拌菜等高风险食品和食品加工操作等重点环节的监

督检查力度，查看了食堂“三防”设施以及餐厨垃圾的处理情况。检查结果显示，

食堂食品生产环节情况良好。

6月 9日至 12 日，学校保卫处、学生公寓服务中心联合对学生宿舍进行饲养

宠物专项清查整顿。清查中发现，很多饲养宠物的同学根据前期张贴的《关于禁

止在学生宿舍饲养宠物的公告》要求，已将宠物带出寝室，但仍有部分寝室存在

饲养宠物的现象，保卫处对这些宠物进行了收缴。本次宠物排查工作有助于进一

步做好公寓安全管理工作，为广大同学营造更加文明、舒适的生活环境。

6月 11 日和 12 日能源管理服务中心联合饮食服务中心对食堂安全用气自查。

主要检查了食堂内燃气软管、燃气灶等设备的接口气密性，能源管理服务中心主

管老师向各灶安全用气负责人讲解日常检查方法、食堂配气站的情况、燃气使用

注意事项、突发事件应急措施。通过本次自查，增强了食堂一线员工用气安全意

识，有利于保障学校食堂用气安全。

为进一步做好集团 24小时服务热线的管理，优质、高效地解决师生来电反映

的各类问题，提升后勤服务质量，6月 11 日，集团办公室再次从热线电话接听的

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服务流程、做好来电记录等方面进行了强调，并进一步规

范了《航空港校区后勤集团服务热线接听流程》，完善接听电话中的服务细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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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由学生处主办的优秀大学生事迹宣讲会在航空港校区体育馆举行。

为保障活动顺利开展，校园物业服务中心提前一周布置活动场地，临时拆除了篮

球架，铺好地毯，摆放连体椅；对体育馆进行彻底清扫；提前调试音响设备。活

动期间，中心安排维修人员做好电力保障，并要求保洁人员不间断保洁。设立了

饮水服务点，供师生饮用。抽调员工到现场维持秩序，应对突发状况，保障了此

次活动顺利召开。

6月 10 日下午，集团组织召开党员会议，专题学习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普

通高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王俊林副书记指

出，集团各党员干部职工要立足本职工作，

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坚决贯彻条列要求，

在普通岗位上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会后，王书记对集团党总支、外聘支部、

教工支部以及党员的现有情况进行介绍，并

就与武侯校区后勤集团合力开展的“重走长

征路”党组织活动进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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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上午，后勤管理与设备供应处、航空港校区后勤集团和武侯校区后

勤集团领导及相关负责人在集团二楼会议室

召开节能工作会议。马永正总经理介绍了省

教育厅开展高校示范性节约型校园的情况。

会上对四川大学创建示范性节约型校园材料

进行研读。参会人员根据《四川省高校节约

型校园评估实施细则》要求，以川大为例，

对我校创建节约型校园工作进行探讨和试评估。会议还邀请专业人员对能源合同

管理、节能新产品和可能达到的节能效果进行介绍，为我校节能改造工作提供技

术参考。

6月 5日、6日，学生公寓服务中心通过召开会议、集中讨论等方式学习《航

空港校区学生公寓安全管理应急预案》。《预

案》包含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原则与流

程，为学生公寓各类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果

断处理提供了保障。通过学习《预案》进一步

普及工作人员处理学生公寓突发事件的应急

常识，提高员工间的协作配合意识。

6月初，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召开了搬迁生、毕业生离校工作会议。会上对毕业

生、搬迁生离校时的物资清点、寝室用电量统计、钥匙的试开配备、寝室维修等

工作做了部署，讨论并制定寝室安排等方面的详细程序和预案。中心管理员在会

后对毕业生、搬迁生寝室、空床位进行排查，统计出毕业生、搬迁生离校后可供

2014 级新生入住的寝室数据。2014 届毕业生离校手续将于 6月 25、26 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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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级学生的搬迁工作将于 7月上旬进行。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5月 28 日，能源管理服务中心邀请成都市特种设备检验院对航空港校区锅炉

进行年检。为确保年检工作的顺利完成，中心锅炉站提前汇总好锅炉运行记录、

水质化验记录等资料，并于 6 月 3 日至 5 日组织司炉工对所有锅炉进行自查。6

月 6日上午，年检人员对我校锅炉安装技术资料、锅炉技术登记资料、历次年检

资料和相关制度进行阅览，并对锅炉进行实地检测，年检结果将在后期根据检测

结果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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