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民航飞行学院新津分院机场运行保障部来我校考察交流——集团办公室

◆2、集团在 2014 年校教职工篮球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集团办公室

◆3、加强食堂食品原材料采供工作沟通交流 维护我校师生利益——饮食中心

◆4、“有话对你说”意见征集活动成功开展——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5、召开物业维修工作会议——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6、开展后勤物业服务满意度调查——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7、集团举办党员组织生活会——集团办公室

◆8、对新一届伙委会同学进行食品卫生检查现场学习培训——饮食服务中心

◆9、佳作频现 寝室征文比赛火热进行中——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10、航空港校区教学楼空调安装工作圆满完成——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11、多措并举加强绿化管理——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12、航空港校区食堂换领新《食堂餐饮服务许可证》——饮食服务中心

◆13、锅炉站顺利完成北区锅炉抢修工作——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14、积极做好航空港校区登革热疫情防控工作——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15、举办十二周年庆活动——后勤生活报社

◆16、第十一届寝室文化活动拉开帷幕——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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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延长航空港校区各球场开放时间——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18、积极做好大学生演讲比赛后勤物业保障——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19、航空港校区浴室调整开放时间——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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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上午，民航飞行学院新津分院机场运行保障部一行到航空港校区考

察交流后勤工作经验。航空港校区后勤集团、武侯校区后勤集团领导及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了交流会。

会上，马总对我校后勤工作的整体情况、食堂管理模式、交通车辆运行、物

资采购、维修管理等方面的情况作了介绍，双方就后勤服务工作如饮食服务自主

经营与托管经营两种管理方式的优劣性比较、交通运输服务、空调管理方式、员

工队伍管理、固定资产管理、食堂物资采购等方面进行探讨。座谈会结束后，交

流组一行对饮食中心服务大厅的食堂监控系统进行参观。

此次考察交流不仅增进了两校之间的友谊，而且对今后双方进一步做好后勤

服务保障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0月 29 日，由校工会、体育学院联合举办的 2014 年教职工篮球比赛决赛在

武侯校区篮球场举行。

集团与武侯校区后勤集团组成的后勤集团队最终夺得混合比赛第二名、运球

接力赛第二名的优异成绩，物业中心郑皓在男子三分投篮比赛中获得个人第三名

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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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结束后，校党委边境书记、曾明校长等学校领导给获奖团队颁奖。参加

此次教职工篮球比赛进一步树立起体魄健壮、精力充沛、精神振奋的民大后勤人

形象。

10月 30 日下午，集团与武侯校区后勤集团在集团二楼会议室开展食堂食品原

材料采供工作交流会，对学校食堂供货商提

供的食堂食品原材料价格、质量以及供货商

服务质量进行讨论、交流，同时针对饮食服

务中心采供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沟通，达

成共识：一是建立两个校区食堂食品原材料

采购物资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建立联合询价

机制。力求通过实现采购信息资源共享，降

低两个校区食堂食品原材料采购成本，稳定食堂饭菜价格，维护好师生员工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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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下旬，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在航空港校区开展“有

话对你说”意见征集活动。

期间，公寓管理委员会成员分成 8 组，对南北区公寓楼 118 个单元以及新建

的 13栋、14 栋公寓楼的同学进行意见征集，

每个单元随机抽取 10名同学参与问卷调查。

同学们认真配合，写下对公寓服务的意见和

建议。调查结果显示，同学们对公寓的服务

质量总体比较满意。

活动的开展增进了宿舍工作人员与学生

的沟通。对于同学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学生

公寓服务中心将一一进行核实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

10月 24 日，校园物业服务中心召开物业维修工作会议，强调主动开展维修巡

查工作和维修过程中遇难题积极与维修主管商讨寻求解决方法的工作要求。同时，

从会议当天起，调整部分工作时间：要求室内维修人员中午 12点至下午 2 点在岗；

夜班值班时间延长至 23:30，及时处理各区域出现的突发问题，方便师生。

中心也将进一步加强对维修工作督查，确保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做好物业维

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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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至 24 日，校园物业服务中心开展物业服务满意度调查活动，以问

卷调查的形式对在教学楼、学院大楼、体育场馆、校内以及在商铺消费的 322 位

师生进行抽样调查，收集师生对物业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调查内容包括校园环境、维修报修、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调查结果显

示，每项调查内容满意率均达到 90%以上，针对不足之处，中心一一核实并推出相

应的整改措施。

10月 21 日下午，集团在二楼会议室举办党员组织生活会，传达《2014-2015

学年第一学期组织生活安排通知》和《关于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施意

见》文件精神和要求，对《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读本》进行了摘要解读。

会上，王俊林副书记明确指出党员同志

在当前后勤工作中所要完成的“三项任务”：

切实提高后勤工作管理水平、服务质量、保

障能力。并要求我们进一步抓好“三项工作”的落实：一是要学习，通过学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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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工作中能力不足的问题；二是要创新，工作思路、工作方式、工作职能要创新；

三是要和谐，为集团整体工作创造和谐的环境。

会后，集团安排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等资料发给每一位党

员同志学习，积极发挥引领表率和标杆作用。

10月 21 日上午，饮食服务中心质检组工作人员

在航空港校区五个食堂对新一届伙委会同学进行现场

食品卫生安全监督检查学习培训。

期间，质检组工作人员带领伙委会同学对食堂各

区域进行检查、熟悉食堂后厨的卫生评分细则，同学

们记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与质检组工作人员沟通交

流，向食堂经理反映近期学校师生重点关注的食堂问

题。

此次学习培训加强了与师生的交流与沟通，有效

发挥了伙委会监督、沟通的平台作用。

10月 15 日至 11 月 5日，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在全校范围内发起第十一届寝室

文化活动之“我的寝室情结”征文比赛活动。

中心通过在各单元张贴征稿通知，利用微博、QQ、校园贴吧等平台发布征稿

信息，受到广大同学的关注和积极响应，征稿第二周已收到各类参赛作品，展现

了我校学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本次比赛将评选出 1个一等奖，2个二等奖，3 个三等奖，5 个优秀奖，获奖

作品将有机会在《后勤生活》报上进行刊登发表，供全校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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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下旬，能源管理服务中心协同有关部门，顺利完成教学楼空调安装工作。

期间，中心对空调供应商及安装公司的施工质量、进度、安全等进行严格监

管，要求施工人员挂牌上岗、落实楼栋施工负责人、做好防尘和安全保护措施，

确保安全、文明施工。中心主管、教学楼管理员等各司其职，及时协调处理施工

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确保工程如期完成。

10月 20 日，校园物业服务中心特邀四川农科院曾老师到校对桃树、红叶李、

栀子花等植物养护进行会诊，提出使用有机

肥的施肥养护建议。

根据会诊结果，中心从本周起着手对民

族团结碑旁的黄果树注入生根液、加固、修

枝，立春前后做好施肥、树洞清理工作。结

合中心从 10月份起每周开展校园绿化、环境

的专题会，绿化工人从 10月 22 日起每天提

前半小时到岗清理草坪内树叶的新举措，进一步加强校园绿化管理，力求为师生

提供优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

本学期初，学生饮食广场、星月斋、艺苑餐厅三个食堂原有的餐饮服务许可

证到期。饮食服务中心及时向双流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新的餐饮服务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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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资料申报、材料复核、现场检查、整改等程序，于 10月 16 日取得了有

效期为三年的《餐饮服务许可证》，进一步加强了我校食堂依法管理、守法经营的

力度。

10月中旬，锅炉站值班人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北区锅炉供热水增压泵突发故

障。通过采取应急处理措施，部门主管现场指挥操作，勘察故障原因并组织抢修

人员开展抢修工作。

几个小时后，故障成功被排除，最大程度地减少了锅炉故障对洗浴服务、开

水供应的影响，再次强化了每个锅炉工作者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理水平。

10月中旬，登革热病例疫情在不少省市蔓延。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实地

调查，制订灭蚊方案，开展灭蚊行动。

在物业、公寓、饮食、能源等部门配合加强环境综合治理基础上，食卫中心

在校园人流密集处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普及防控知识点；对各辖区做基础

的消毒处理；联系除虫公司对蚊虫易孳生的场所进行药物喷洒，加强对师生员工

进行灭蚊防病指导。

接下来，中心将继续携手各部门做好蚊密度的监测和监测后的消杀补杀工作，

保障我校师生员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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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后勤生活报社在博学楼 501 教室举办十二周年庆活动。一路走来，

十二年的奋斗岁月不仅见证了报社昨天的栉风沐雨，还守望着报社明天的灿烂辉

煌。

本次社庆环节包括报社工作介绍、分享生日蛋糕、学唱社歌、文艺节目表演、

游戏互动等环节。活动现场气氛活跃、温馨，社员们积极互动，由衷地表达出要

将报纸办出高水平、高质量，将报社创建得越来越有爱的决心、信心。活动的开

展也进一步增强了报社的凝聚力。

航空港校区后勤集团《后勤工作简报》 第 32 期



9

10 月初，“服务创新，我爱我家”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寝室文化活动”正式拉

开帷幕。

本次活动包括“我的寝室情结”征文比

赛、十佳楼管员评比、楼管员识人认人比赛、

“有话对你说”意见征集四项。学生公寓服

务中心通过网络沟通平台、宣传栏布置、张

贴通知等形式加强宣传，吸引了同学们的广

泛关注与参与。

活动的举办旨在提高学生公寓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加强后勤与学生之间的

沟通。

从 10月 13 日起，校园物业服务中心延长各球场开放时间至 22:00，将篮球场

灯光开启时间调整为晚上 19:00 至 21:30。

随后，中心对球场的管理制度重新修订，安装于球网上，并公示投诉电话，

接受师生监督。开放期间，中心继续加强球场保洁和日常巡查工作。

10月 11 日，“建设伟大祖国建设美丽家乡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大学生

演讲比赛在体育馆举行。

校园物业服务中心提前一周着手，从拆除篮球架，铺好地毯，摆放上百张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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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椅，提供音响设施设备，做好馆内地面清洁，加强维修巡查，维持现场秩序等

方面顺利完成此次活动的物业保障工作。

根据在校学生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10月初，能源管理服务中心对校区锅炉

和储水箱的运行方式进行调整。自 9 月 26 日起，三个浴室试运行 16:30 至 21:30

的开放时间，延时服务一经实行便受到了同学们的好评。

时间调整后，浴室打卡员们也继续尽心尽责地坚守岗位，以饱满的热情服务

每一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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