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集团召开工作例会强调狠抓工作作风转变——集团办公室

◆2、集团举行本学期第一次政治理论学习会——集团办公室

◆3、集团开展国庆节前安全隐患排查——集团办公室

◆4、开展狂犬病知识进宿舍宣传教育活动——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5、开展国庆节前公寓消防安全卫生大检查——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6、双流县疾病监测考核组检查航空港校区传染病防控工作——食卫中心

◆7、圆满完成新生军训物业保障工作——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8、开展学生宿舍住宿信息核实登记工作——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9、第十一届校园美食节之民族饮食文化展览闪亮登场——饮食服务中心

◆10、新生开学典礼、军训动员大会 后勤物业保障到位——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11、做好开学典礼和军训动员大会现场消毒工作——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12、集团团结协作迎新生 周到服务暖人心——集团办公室

◆13、集团打造温馨教师餐厅 引领健康校园餐饮——饮食服务中心

◆14、全力做好迎新工作准备——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15、联合开展秋季开学食品安全大检查——食卫中心、饮食中心

◆16、做好新学期消杀灭工作 保障校园环境卫生安全——食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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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召开新学期校园商铺管理大会——物业中心、食卫中心

◆18、召开 2014 年迎新工作安排布置会——集团办公室

◆19、圆满完成“结核病防治知识”校级征文颁奖活动——食卫中心

◆20、保障新学期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卫生监督在一线——食卫中心

◆21、开展开学前校园卫生大检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22、做好开学前二次供水卫生安全排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23、召开新学期首次工作例会——集团办公室

◆24、开展食堂烹饪技能培训会——饮食服务中心

◆25、做好开学前食堂消杀灭工作——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26、全力做好新学期开校准备工作——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27、后勤职工全体提前到岗，做好服务保障工作——集团办公室

◆28、各站点积极做好开学前准备——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29、圆满完成暑期卫生安全保障工作——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30、暑期浴室改造工作圆满完成——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31、圆满完成暑期学生寝室搬迁等工作——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32、后勤员工出色完成暑期后勤服务保障工作——集团办公室

◆33、举办开学前食品安全知识培训会——饮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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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上午，集团召开工作例会通报了近期校园物业服务中心对服务企

业监管不到位的情况。

会上分管领导带头，校园物业服务中

心相关同志们对问题进行查摆、分析、反

思。马永正总经理表示，我们大家要从这

次的事件里吸取教训，引起重视，举一反

三，改进日常工作的不足问题，狠抓工作

作风转变。他要求：一是日常工作坚持做

好，重点工作有序推进；二是多尽心，多

负责，培养系统思考的能力，工作中遇到困难不要简单化处理；三是对师生的

意见归纳分析，实实在在做事，多为师生办实事办好事。

王俊林副书记也提出了三点工作意见：针对目前工作中的不完善之处，我

们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查漏补缺；明确责任，主动作为；加强沟通，做好协调。

会上，侯永阳副总经理对今年迎新工作完成情况进行了总结。

会议结束后，各部门按照会议要求，查漏补缺，细化部门内部工作职能与

服务标准，抓计划，抓落实，争取扎扎实实看到工作作风转变的实效。

9 月 23 日下午，集团在明德楼 203

教室举办本学期第一次政治理论学习会。

会上，王书记传达了我校 2014 年下

半年工作部署会的精神，要求按照边境书

记提出的进一步增强工作的计划性，在落

实工作计划中要进一步提高执行力讲话

精神和曾明校长提出的“凝聚共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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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确责任，狠抓落实”、“科学谋划，改革创新”、“统筹兼顾、突出重

点”的具体工作要求,努力完成学校制定的各项后勤服务保障目标任务。

此外，会上还对国家民委召开的委系统后勤服务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国家民

委罗黎明副主任的讲话精神进行了传达学习。

10 月 1 日前，集团各部门对校园环境、学生公寓、能源供应点、食堂等区

域开展国庆节前安全隐患排查，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各部门根据检查结果，相

继出台整改意见，落实整改时间，并强调了假期值守要求。

9 月 30 日下午，集团召开针对做好国庆节期间各项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的会

议，学习《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后勤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文件，

马永正总经理提出国庆假期服务标准不降低，服务保障要做好，安全工作要强

抓等要求，强调加强假期值守服务。

9月 29 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围绕“共同努力，使狂犬病成为历史”

的宣传主题，在校园内开展狂犬病防治知

识进宿舍宣传教育活动。

本次宣传主要是通过发放多种如何预

防狂犬病宣传资料和面对面口头讲解的形

式开展。工作人员对学生宿舍违规饲养宠

物的情况进行现场排查，向楼管、寝室学

生分别提出加强监管的要求和互相监督的

建议，提高了同学们对狂犬病知识的科学认识，为师生员工参与防控狂犬病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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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学生公寓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国庆节前学生公寓消防安全大检查

工作。

此次检查内容包括：公寓内的消防设施设备、私拉乱接电线情况、值班室

禁用的大功率电器、消防通道的使用、单元拉闸门的完好情况、单元进出人员

盘查的登记和大件物品出单元的登记等方面。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缺少的消防设

施，检查人员一一做好记录，及时报送保卫处消防科。

从值班室检查的结果来看，大多数的值班室都做得比较好，个别存在安全

隐患行为。中心胡主任要求服务企业：立即清理存在不安全因素的杂物，拿出

整改方案和措施，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意识教育，及时消除各种安全、卫生隐患，

确保公寓和谐稳定。

9 月 26 日，由双流县卫生执法大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成的考核组，对

航空港校区的传染病防控工作进行现场监督考核，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做

好迎检工作。

本次疾病监测考核涵盖传染病登记报

告质量、免疫规划监测报告质量、中毒检

测等板块，主要考核航空港校区 2014 年

1～6月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考核流程包括

听取汇报、查阅工作资料、上网验证、现

场查看等。根据考核结果，考核组成员一致认为航空港校区 2014 年的传染病疫

情监测、处置等工作做得实、做得准，并对食卫中心结合民族院校实际开展的

一些有针对性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了中心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强调秋季开学要跟进疾病监测、处置相关工作，确保师生健康和校园安全、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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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军训期间，校园物业服务中心提前召开会议，合理安排，从两方面圆

满完成了新生军训物业保障工作：一是组织人员准备好床铺供军训官兵住宿，

在军训官兵住宿点内安放电风扇、饮水机、置物桌、垃圾桶等各类必备设施设

备用品；安排专人加强住宿点保洁。二是体育场内全天候提供音响服务设备，

保障军训彩排等各项工作；保洁员在每晚军训结束后对体育场及其卫生间进行

清扫，白天不间断做好保洁工作，为新生提供良好的军训环境。

近期，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对学生寝室进行核实登记。此次登记主要是核实每

间学生寝室的使用情况以及 2014 级六人间的住宿情况。

在核实登记过程中，工作人员对每间寝室的入住情况一一记录，和寝室同

学进行沟通和交流，积极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和建议，并提醒同学们要注意宿舍

的防火防盗，保持清洁卫生，经常开窗透气，同学们对后勤老师的关心表示感

谢。这次核实登记工作不仅让公寓中心更进一步准确地掌握了学生的住宿情况，

同时也更加拉近了中心和同学们之间的距离。

9月 16 日中午，第十一届民族饮食文化节暨朝鲜族饮食文化活动在南区时

政广场举行。此次活动的开展由集团、外国语学院、学生处主办，外国语学院

朝鲜语系承办，大韩民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赞助。集团饮食服务中心从活动宣传、

前期预物资采购、现场桌椅准备等方面为此次活动的成功开展积极筹备。

活动现场，曾明校长和大韩民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安领事等分别致辞与祝福。

朝鲜语系的师生们纷纷拿出自己的“拿手好菜”，包括紫菜卷寿司、泡菜饼、杂

菜、炒年糕等。活动的举办在展现朝鲜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同时，也更加有利于

增进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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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新生开学典礼、军训动员大会在南区体育场召开，校园物业服

务中心于 11 日下午通过清扫体育场馆、摆放桌椅、铺设塑料地毯、打扫贵宾室、

检查音响设备及场地内的 LED 等做好新生开学典礼、军训动员大会的现场布置

工作。并组织人员搬运、安装铁床，准备好 120 套床铺，安放电风扇 12 台，饮

水机、置物桌、垃圾桶等各类必备设施设备用品，加强体育馆保洁，为军训官

兵提供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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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下午，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对南区体育场及其周边环境开展

全面的消毒防疫工作。

消毒人员使用 84 消毒液和过氧乙酸，用高压打气喷壶和手动喷雾器对体育

场的楼梯、过道、休息室、公共卫生间、看台、垃圾桶以及周边区域进行药物

喷洒消毒，保障了典礼和大会的顺利举行。

9 月 9 日至 11 日，我校迎来了 2014 级近七千名新生，集团高度重视，提

前召开迎新工作专题会安排部署。按照“热情、周到、安全、有序”迎新工作

要求，从饮食供应、能源供应、物业服务、公寓服务、卫生防疫等方面圆满完

成迎新工作任务。

设立后勤迎新服务点，坚实保障迎新现场

今年迎新，集团分别在南区体育馆、艺术学院、理化实验楼设立三处后勤

迎新服务点，自上午 7 点多运行至深夜最后一班校车的到来。其中南区体育馆

作为最大的后勤迎新服务点，主要为新生及家长提供洗涤卡办理，《大学生活服

务手册》、《服务指南》发放，公寓服务咨询，家长住宿咨询，卧具购买等便捷

服务，保障前来报道的新生及家长能顺利完成各项手续办理。学生公寓服务中

心也在安排人员积极做好新生宿舍的检修与安全值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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飒爽金秋，优质饮食服务方便师生、家长

食堂员工统一着装上岗，拣洗、加工、销售、质量监督每一个环节认真仔

细，供餐工作方便、快捷、有序。各食堂供餐的时间作了一定的延长，免费提

供清凉茶和暖身姜汤、实惠型的新生及家长套餐、餐劵购买服务、伙委会队员

的现场咨询服务极大地方便了新生和家长就餐。饮食中心配送站每天按时给各

个单位迎新点送上方便、可口的饭菜，也更好地保障校内各单位在迎新期间的

工作餐供应。

物业保障全天候运作，迎新工作有序进行

校园物业服务中心加强全天候的校园保洁工作；精心布置各处迎新工作点

的桌椅、饮水机、线路等，并做好巡查检修工作；成立“义务运送行李”服务

队为新生及家长提供暖心的行李运送服务和咨询服务；加强南北区商业街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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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新生购买生活用品的引导。

能源供应有保障，校园迎新安全、稳定

能源管理服务中心加强对各能源站点、迎新点的值守、检查，延长浴室、开

水房开放时间，方便新生及家长洗浴；中水站应时开放校园喷泉，营造出喜庆、

和悦的迎新氛围。

卫生防疫落实到位，卫生安全零事故

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于迎新期间在保障迎新点、校园环境、食堂食品

安全卫生检查之外，还有序开展新发传染病防控工作和新生预防接种工作，捍

卫了来校新生的身体健康。

此外，迎新三天，办公室在配合完成后勤迎新点上的各项工作之外，还做

好 85700808、85700909 两部集团服务热线的 24 小时接听工作，及时解答校内

各单位工作人员、新生及家长的咨询。后勤生活报社积极做好报社宣传栏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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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服务手册》和《服务指南》发放、现场咨询引导工作，为迎新出一

份力。

9月，集团全力打造后的“艺苑教师餐厅”正式投入使用。

上学期，集团立足“听心声，办实事”的工作理念，广泛开展饮食服务满

意度调查工作，对老师们反映突出的用餐难及课余时间没有地方可以休息的问

题进行整理收集。在学校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集团利用暑期对艺苑教师餐

厅进行改造升级。

整个食堂布局分为就餐区和操作区两部分，操作区内干净整洁，区域分配

合理。就餐区内，餐桌及靠凳分区整齐摆开，餐厅内整洁明亮，配套设施齐全，

可同时容纳 160 余名教职员工同时就餐。餐厅工作人员均接受专业培训上岗，

教师工作餐也有多种实惠美味套餐可供选择，餐厅内还提供卫生餐巾和推荐介

绍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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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集团将以此为示范引领，继续优化改进航空港校区校园餐饮服务，

为全校师生员工创造优美、洁净、卫生、安全的就餐环境及良好的食品安全保

障而不断努力。

9月 10 日是 2014 级新生报到入学的日子，学生公寓服务中心暑期顺利完

成各项设备维修、清洗窗帘、准备钥匙，并与各学院沟通协调联系、制定新生

入住安排方案等工作。

8 月 23 日—25 日，中心完成南区部

分学生搬至北区寝室，寝室更换锁芯的工

作。新建 13 栋、14 栋公寓楼的各项迎新准

备工作在新生正式报到前完成。

随后，中心员工对搬迁后的寝室进行

清理，对钥匙进行试开、标号并装袋，对要入住新生的所有房间最后进行排查，

确保每一位新生都能住上整洁、舒适的宿舍。

9月 5日，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和我校关于开展 2014 年秋季开学安全大检查

工作的有关要求，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

心联合饮食服务中心对航空港校区所有食

堂开展了食品安全隐患排查。

本学期开始，航空港校区所有食堂全

部回收和重新整合，由集团统一管理。检

查人员加强力度，对食堂设施设备配置、

运行和维护记录、标识标牌以及加工经营

场所内外环境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同时，对食堂的鼠患、蟑螂等“四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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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作了详细了解，查看“三防”设施。检查人员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做好监

督检查记录，提出监督整改意见，保障新生入学食堂食品卫生安全。

9 月 4 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联系专业公司对食堂、教学楼、行政

楼、学生宿舍以及整个校园环境开展针对病媒生物的消杀灭工作。

工作人员对各区域情况进行查看，通

过放置粘鼠板、投放鼠药以及喷洒消毒和

杀虫药水等方式对病媒生物进行诱杀，着

重检查了强弱电井。针对下水道等蚊蝇极

易滋生地，工作人员采取加大药物浓度、

多次喷洒的方式做重点消毒灭虫处理。同

时，还对食堂鼠患蟑患问题开展了补杀补

灭工作。期间，中心工作人员对整个消杀灭工作进行全程跟进、监督、指导和

确认。消杀灭工作的开展有效切断了各类传染病尤其是病媒生物性传染病的传

播途径。

9 月 4 日，校园物业服务中心联合食卫中心在体育馆召开新学期第一次校

园商铺管理工作会议。

会上，校园物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重申

商铺经营的宗旨，对迎新期间的服务提出

具体要求。随后，商铺管理员对新学期商

铺的管理思路和管理措施做了阐述，要求

部分占道经营的商家限期整改。食卫中心

相关负责人就近期对商铺进行监督检查所

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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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商铺负责人表示，新学期将积极配合后勤集团商铺经营的规范管理，营

造一个安全、文明、和谐的经商环境。

9 月 3 日下午，集团召开 2014 年迎新工作安排布置会。会上传达了学校

2014 年迎新工作会的会议精神。根据今年

由各学院发放钥匙的安排，要求按照王永

正副校长提出的“热情、周到、安全、有

序”迎新工作要求，跳出部门职责范畴，

站在大局角度考虑，做好各项后勤服务保

障工作。侯永阳副总经理会上强调各部门

要拟出迎新工作方案，各项工作于 9 月 9 日上午前落实到位。各部门负责人相

继进行细节补充。

会后，王俊林副书记对新生军训期间的后勤服务保障工作进行布置。

9月 2 日下午，由集团、学生处、校团委联合主办，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

中心、后勤生活报社和学校红十字会联合

承办的“结核病防治知识”校级征文比赛

颁奖活动在明德楼 117 教室如期举行。

本次征文活动收到学生投稿数百篇，

经评委会初选、评分、终审和公示，最终

评出一等奖 6 名、二等奖 12 名、三等奖

20 名、优秀奖若干。工作人员为获奖同学颁发了荣誉证书及奖励，为此次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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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防治知识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活动的开展对结核病知

识的普及起了到促进作用。

8月 29 日和 30 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对校内所有超市、商铺进行卫

生监督检查。

期间，工作人员依次查看了食品经营

单位经营售卖的食品，着重查看了美容店

和化妆品店保健产品的相关资质和保质期

限，强调各超市、商铺必须亮证经营，建

立进货台账，票据保存齐全，具备完整的

产品资质检验报告，且从业人员必须持有

效健康证件上岗。普及了食品卫生知识和化妆品、美容产品管理知识，为学校

师生员工营造一个卫生、安全的消费环境。

8 月 29 日和 30 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对校内环境卫生开展监督检

查。

工作人员对学生宿舍的通风换气、垃

圾杂物堆放、鼠患、蟑患情况以及卫生清

洁状况进行查看。要求楼管员做好基础卫

生工作，垃圾勤倾倒，同时指导学生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

此外，工作人员还查看了学生公寓地

下室以及校园整体外环境的卫生情况，校园环境卫生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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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8 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成立检查小组对校内二次供水点进行

专项检查。重点对水池入口加盖、上锁防护，

管网是否完整等方面做了检查，要求各供水

点工作人员在做好设施设备维护和水质检

测等措施的同时，也须做好清洗消毒记录、

二次供水的日常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工作。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查看了现场卫生

许可证和新老员工健康证件，与供管水人员

进行了交流，有效提高供管水人员的水质安全防护意识。

8月 27 日上午，集团召开新学期首次工作例会。马永正总经理提出，要以

师生对后勤的需求作为工作的方向，进一步

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后勤工作满意度；加强

学习，通过学习才有好的理念，有好的理念

才有好的服务措施；工作抓落实，将后勤工

作做深做细。并要求新学期继续做好以下三

个层面的工作：一是贯彻落实习总书记“三

严三实”讲话精神，进一步改进集团领导干

部职工的工作作风。二是继续抓好集团“三重一大”工作。三是狠抓落实，推进

饮食、公寓、节约型校园等重点工作的开展。

随后，各中心主任汇报暑假期间的工作情况和开学前的工作准备情况，马总

对开学准备工作进行了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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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至 27 日，集团在学生生活广场、艺苑餐厅组织五个食堂的厨师参

加烹饪技能培训。

培训通过课堂多媒体授课、现场培

训和厨房现场实际操作等形式开展。培

训内容分为面点基本理论、包子馒头制

作、面臊制作与创新、大锅菜制作、刀

工形成与原料组配等。在厨房现场操作

环节，厨师们和培训老师进行了良好的

互动。培训结束后，厨师们纷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会不断提升烹饪技能，为师生

提供更多舌尖上的美味。

8月 27 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联系专业灭鼠除虫公司对航空港校区五

个食堂开展针对老鼠、苍蝇、蟑螂等病媒生

物的消杀灭工作。

期间，在中心工作人员的全程监督指导

下，根据食堂员工的反馈情况，有针对性的

开展消杀灭工作。对容易受病媒生物污染的

区域，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彻底处理，并对食

堂工作人员提出日常防护意见，为新学期食

堂的正常营业提供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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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伊始，校园物业服务中心积极做好开学前各项物业保障工作。

8月 25 日上午，中心通过召开新学期工作动员会，总结暑期中心的各项工作

情况，并对开学前的准备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8月 23 日起，中心组织对全校主干道路面进行冲洗，全面清洁室内外卫生；

修剪校园草坪、绿篱；到苗圃调研，更换优良花草；做好教学楼、运动场馆、办

公楼等设施的排查报修、维修；对每台 IC 卡饮水机进行清洗，同时张贴“饮水机

已清洗请放心使用”的标识，保障师生的饮用水卫生，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8月 25 日，集团全体职工提前一周到岗，为师生返校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在集团领导的带领下，各部门负责人、工作人员对学生公寓、食堂、教学楼、

浴室等一线服务保障点进行查看，对暑期值守人员给予肯定和勉励，对工作需改

进处现场进行指导。

据悉，不少后勤职工在暑假期间放弃了难得的休息日，仍然奔走在工作一线，

和值班人员一同协调处理各项事务。对于提前一周到校开展后勤服务工作的惯例，

大家纷纷表示：“开学在即，迎新在即，能尽早妥善处理好暑期事务，做好开学、

迎新计划，少休息一周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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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能源管理服务中心各站点提前准备，确保开学的各项能源保障工作

有条不紊开展。

中心配合锅炉维保单位对锅炉的控制盘、压力表及安全附属装置进行检查，

对存在问题的锅炉进行处理。对浴室的浴帘进行更换，并对浴室进行清洁和消毒。

8月 23 日，所有浴室及开水房恢复正常运行。中水站将生态桶植物进行全部修剪，

对临时突发的高层供水爆管进行应急处理，并对各机组进行检修确保开学正常运

行。配电站对高低压设备的运行情况、保护装置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暑期期间，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合理安排值班人员做好食品安全、公共

卫生和传染病防控等各项工作，还积极做好迎检准备，配合成都市卫生执法监督

支队和双流县卫生执法监督大队对航空港校区的卫生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夯实暑

期校园公共卫生基础，圆满完成暑期各项卫生安全保障工作。

8月 23 日，新改造后的北区浴室正式投入使用，彻底解决北区女同学洗浴排

长队的问题。

暑期，能源管理服务中心经过学校批准，结合日常供水和浴室的使用情况，

配合将男女浴室进行了楼层调换。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完成了北区浴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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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增加浴位 100 个。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对各浴室的浴帘进行统一更换，

以崭新的浴室环境迎接新学期，真正做到了为师生全心全意办实事。

暑期，学生公寓服务中心通过提前制定搬迁方案，清点房源，安排好搬迁顺

序、行李运送、钥匙领取，门锁更换等每个细节，圆满完成暑期学生集中住宿寝

室搬迁、5155 名大四学生搬迁至武侯校区以及 680 名住在校外租住楼的学生搬回

北区住宿的工作任务，锻炼了宿舍管理队伍，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

暑期，集团员工坚守岗位，完成了艺苑餐厅、星月斋、北区浴室、南区学生

宿舍公共卫生间的改造和食堂操作间、围墙维修等零星维修任务，2011 级搬迁生

搬至武侯校区、学生从南区搬至北区的宿舍搬迁工作，配合完成了新建敬文园实

验楼和北区各教学楼内课程表、投影设备、监控设备的安装，从饮食供应、卫生

监督、楼馆值守、传染病防控等方面做好了暑期常规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在

校师生度过一个安全、舒适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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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上午，“2014 年秋季大专院校开学前食品安全知识培训会”在我校

航空港校区学术会议厅举行，四川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等 10 多所高校饮食同

仁及我校食堂经理和食堂全体员工参加了会议。

培训会从责任主体、人员管理、索证索票、加工过程、食品添加剂等方面进

行解读，对预防食物中毒发生的基本原则和关键控制点进行重点讲解，并分析食

物中毒事件的典型案例，观看食品安全警示片，使员工的食品安全法制意识得到

强化。

饮食服务中心质监部门将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切实保障全校师生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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