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开展食堂厨师技能培训及比拼活动——饮食服务中心

◆2、集团勤工助学工作开展初见成效——集团办公室

◆3、学生公寓空调安装工作顺利开展——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4、毕业生、搬迁生寝室搬迁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5、开展商铺安全检查 公共卫生不放松——食卫中心、物业中心

◆6、院子里的大家长——学生公寓值班员——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7、考试周来临 周到的后勤物业保障为考生保驾护航——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8、楼管员安全知识培训活动顺利开展——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9、圆满完成本学期游泳课教学保障——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10、成都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南区锅炉站进行年检——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11、电梯检修、维护全面跟进 安全乘坐你我共同参与——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12、公寓巡视员走访各寝室进行信息核对——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13、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食卫中心、饮食中心

◆14、开展学生“近”食堂活动——饮食服务中心

◆15、关注食品安全 共建幸福校园——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16、航空港校区各食堂开展“粽香传温暖”活动——饮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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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开展实验室灭鼠行动 捍卫安全、健康校园环境——食卫中心

◆18、航空港校区开展 2015 年节能宣传周活动——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19、开展泳池急救演习 全面做好游泳池安全工作——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20、积极做好航空港校区传染病防控工作——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21、荷花送绿意 校园添风景——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22、集中开展端午节前食堂安全大检查——饮食中心、食卫中心

◆23、举办人力资源管理培训——集团办公室

◆24、开展“我要安全”宣传活动——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25、创新食堂供餐模式 引领校园健康风尚——饮食服务中心

◆26、开展学生公寓安全隐患大排查——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27、做好后勤服务工作 保障英语四六级考试顺利进行——物业中心

◆28、抢修北区教学楼主供电缆线——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29、深入学习“三严三实”精神 强抓基层党建工作——集团办公室

◆30、检查食堂食品安全——饮食服务中心、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31、化学与环境保护学院学子们参观北区中水处理系统——能源中心

◆32、校园是我家 草坪爱护靠大家——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33、食堂餐饮服务许可证延续换证申请通过审核——饮食服务中心

◆34、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召开新进公寓巡视员例会——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35、安全无小事 汛期强防控——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36、前往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食堂交流学习——饮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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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至 14 日，饮食服务中心在南区学生饮食广场二楼会议室对食堂厨师

进行热菜味型的讲解及实际操作的指导,培训内容包括热菜 7种味型：家常味、鱼

香味、姜汁味、糊辣味、糖醋味、咸鲜味、咸甜味，通过列举售卖中的实例进行解

析，同时将于 7月 15 日在南区学生饮食广场就为期八天的培训所得组织进行厨艺

比拼。

6月 1日上岗的 70 名后勤勤工助学学子们在主管老师的指导下已顺利完成一

个月的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这批学子来自不同的学院班级，分别担任宣传联络员、浴室监督管理员、餐饮

服务信息员、公寓巡视员、食品安全监督员、公共卫生安全监督员、校园环境和商

铺物业监督员。利用课余时间，协助集团各部门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节能宣传、

爱护草坪等校园活动以及各项检查、电话接听、服务咨询等工作，为岗位工作提出

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带动后勤工作人员加强学习。

本学期，学生公寓服务中心配合开展学生公寓空调安装工作。楼管员协助施工

人员进入寝室进行墙壁打孔，安装空调。空调安装工作于本学期内完成。由于新安

装的空调与窗帘相冲突，施工人员对窗帘位置进行调整，拆下来的窗帘由楼管员裁

剪后重新安装至学生寝室。寝室空调的安装使用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航空港校区后勤集团《后勤工作简报》 第 38 期



2

毕业季来临，在本次寝室搬迁工作中，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分别在艺术学院、南

区、北区设立三处公共财物清退点，在学生公寓服务大厅为同学们办理退宿手续。

此外，中心近期还加班加点对搬迁寝室进行排查、维修，保障新搬入同学能够如期

入住。

6月 30 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与校

园物业服务中心对航空港校区商铺开展安全

监督检查，重点查看美容美发产品的保质期

限、索证索票和美容店美容护理时的毛巾、卧

床和其他美容工具的消毒处理情况，和各商铺

当事人就食品、公共卫生和物业安全问题进行

交流和沟通，完善各部门对商铺的日常管理，增强当事人的责任意识，做到合法正

规经营。

新安装好的空调 同学们纷纷在校园贴吧晒空调

检查化妆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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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港校区学生公寓共有十一个院落，院落每个大门都配有值班员，一般为三

个人轮流值守，维护着寝室的安全。值班室内放置有报修登记表、大件物品出入登

记表、外来人员登记表，保障入住同学的安全。

在近期的空调安装工作中，值班员协助施工人员进入学生寝室，做好开门和促

进安装工作。入住同学通过在值班室填写报修单，寝室问题得到及时处理。此外，

每个值班室里均配有微波炉、电磁炉、吹风机等生活设施供同学们免费使用，提高

同学们的幸福生活指数。

我校院考于 6月 29 日正式开始，校园物业服务中心提前一周开会布置、关闭

考场教室开展卫生清洁和设施设备检查，配合张贴座号及考场号，在考场一楼准备

文具、简易药品应急箱和免费的菊花茶水，做好期末考试物业服务保障工作。

学生公寓楼前的值班安排公示 值班员指导同学填写报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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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至 26 日，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在航空港校区举办楼管员安全知识培训

活动。培训内容包括讲解安全事故案例，分析原因，强调楼管员面对一些自然灾害

的应对办法与防护措施，学习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增强楼管员的安全防范意识。

截至 6月 26 日，航空港校区大部分游泳课已结束。校园物业服务中心通过提

前对泳池进行清洁、消毒，使用先进仪器保证水质安全，为上游泳课的同学办理保

险，安排好救生工作和教学巡岗，圆满完成游泳课教学保障。

6月 25 日，成都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南区锅炉房例行实地检查。锅炉站工作人

员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准备好相关资料、打开锅炉前挡板等。检查人员查

阅航空港校区近一年来锅炉房的相关资料及证照；实地查看锅炉房的安全设施和环

境卫生等情况；对锅炉站的安全阀、水位系统、压力表等进行测试；并在检查过程

中同锅炉站负责人交流，对锅炉站工作给予肯定，同时也指出不足之处，提出整改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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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月份的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中，能源管理服务中心从清洁、润滑、调整、检

查四方面对各教学楼、办公楼内电梯设施开展安全检查、维护。同时，电梯安全运

行主管也通过学生记者向乘坐电梯的师生宣传“一冷静，二求助，三自救”的电梯

突发状况应急处理方法，中心也将贯彻落实电梯日常维护管理制度，保障其质量和

安全。

临近期末，公寓巡视员近期利用晚上时间走访各个寝室，对北区的 64 个单元

寝室，南区 1至 9栋空床位进行信息核对，促进公寓信息规范化，电子化，更方便

以后对寝室的管理。

6月 24 日，由集团主办，食卫中心、饮食中心承办的“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食品安全知识有奖问答活动在北区学生生活广场开展。

食堂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答题，毫不逊色赢

得奖品

有奖问答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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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通过拉横幅、摆展板、发放彩色折纸和精美书签、现场讲解以及答题有奖

等方式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对于和谐校园、安全夏季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6月 23 日下午 3点，学生代表们对北区学生生活广场和清月斋食堂进行参观。

饮食中心质监组、办公室人员及食堂经理、经理助理在参观期间做好食堂内部作业

讲解，同学们对食堂储存室的精确分类大加赞赏。

在菜品制作流程参观环节，针对学生感兴趣的消毒问题，食堂经理耐心作答。

活动的举办加深了学生们对食堂食品安全的认知，对后勤饮食服务质量有了更客观

的评价。

6月 16 日至 23 日，饮食服务中心与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携手“伙委会”，

在航空港校区开展以“尚德守法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法治化水平”为主题的食品安全

餐饮从业人员一一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同学们有序参观食堂售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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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周活动。活动包括组织同学们在四川电视台新闻频道黄金时段观看“食品安全，

百姓安康”电视主题晚会；在航空港校区五个大食堂门口以贴海报形式宣传食品安

全相关知识。

6月 20 日中午，航空港校区各食堂开展端午节“粽香传温暖”活动，向每一

位前来就餐的师生免费送上一份粽子和咸鸭蛋，“好消息”于 6月 19 日一经发布就

引来同学们纷纷转发、点赞。

伙委会成员贴海报 食品安全宣传海报

在食堂就餐的同学可免费领取一个粽子，

一个咸蛋

6月 19 日，“好消息”一发布便吸引了同

学们纷纷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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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端午传统佳节的活动进一步彰显航空港校区食堂的人文关怀,促进和谐校

园的发展。

6月下旬，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联系专业灭鼠除虫公司对北区实验楼开展

灭鼠专项行动。

在6月 19日的灭鼠工作初始阶段对实验

室内老鼠易潜点和大概密度进行查看和了

解，并做了投放“诱饵”、设置粘鼠板等初步

处理。

在后期跟进阶段通过安全处理实验室内

的死亡老鼠、堵塞鼠患活动通道和再次诱捕等方式对实验室鼠情进行彻底清理，并

对管理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进行老鼠的日常预防和实验室防鼠管理的指导，保障实验

室的安全。

6月 13 日至 19 日，能源管理服务中心在南区开展以“节能有道，节俭有德；

低碳校园，生态环保的校园文化”为主题的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

前期，中心通过召开工作例会，讨论活动方案，制作海报、横幅，购买展架、

活动奖品及搭建临时场地，布置海报等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做好包括在运动场馆

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播出节能宣传口号，在教学楼、食堂、浴室等显要位置张贴海报

投放灭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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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线下宣传。

本次活动中的“小手拉大手”活动、组织参与者进行有奖知识问答两个特色环

节在师生中影响较好，发挥教育引领节能低碳的作用，活动取得预期效果。

6月 19 日中午 12 时 40 分，校园物业服务中心在南区游泳池举行泳池溺水急

救演习。

演习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对溺水人员实施近岸手援、竿援、救生圈救援、跳水

救援拖带四种救援基本方式的演习；完整演习救援全过程。

宣传活动现场 体育馆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播出节能宣传口号

跳水救援拖带 溺水上岸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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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真人模拟演习的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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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下旬，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针对

航空港校区出现的几例结核病患者，做出一

系列防控措施。包括第一时间与校医院协调、

转诊，及时进行患病学生信息网络直报并对

学生情绪进行安抚，主动联系学院老师安排

好患者的休学治疗，对 36间宿舍进行消毒，

对患者同班同学和密切接触朋友 150 余人进行排查，开展健康教育工作，确保在校

学生的安全、健康。

6 月下旬，校园物业服务中心通过走访、

调研多个花圃，于 6月 18 日将优质荷花移植入

北区锦绣广场的人工湖内，美化校园之余还起

到净化水质的作用，吸引过往师生拍照合影。

初试阶段，工作人员会密切关注其生长情

况，做好养护工作。

学生宿舍消毒

工作人员移植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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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上午，饮食服务中心质监组联合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以 6 月 9

日食堂安全大检查为基准，对航空港校区各食堂开展端午节前食堂安全检查，查看

各食堂整改情况，并再次对各食堂的环境卫生状况、食品加工环节、验收环节、产

品存储条件进行现场检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食堂经理落实专人限期进

行整改，为端午节营造一个舒适、安全的校园生活环境。

6月 17 日，国际注册高级培训师朱迪老师在航空港校区博闻楼 408 教室以“非

人力资源的人力资源管理”为主题，对集团与武侯校区后勤集团管理员以上人员进

行人力资源管理专题培训。

检查食品留样 与食堂经理沟通交流食品安全细节落实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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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上从认识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与创新技巧两方面进行讲解，着

重对绩效管理进行介绍，使参培人员认识到将人力资源管理纳入自身岗位精细化落

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王书记在总结性讲话中表示，希望参培人员能继续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查漏补缺，把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贯穿落实到日常后勤服务保障工作中，

让学校满意、让师生满意。

6月 16 日、17 日，由学生公寓

服务中心和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

合力举办的“安全从我做起，宣传

从我开始”签名宣传和安全知识宣

传活动在航空港校区南北区食堂

对面展开。

朱迪老师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讲解分析 悉心听讲的参培人员

宣传活动现场

航空港校区后勤集团《后勤工作简报》 第 38 期



13

活动包括现场摆放自然灾害的预防与自救、校园防盗方面的图文展板，发放大

学生安全小常识宣传单并向大家介绍校园安全预防相关知识，邀请同学们在“安全

从我做起，宣传从我开始”横幅上签名表支持，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提高同学们

应对风险的能力。

6月中旬，北区学生生活广场将办餐经营模式划分为三种：一是确保学生能吃

饱的服务保障型，体现在“普通套餐”模式和低价位菜品；二是确保学生能吃好的

风味型，体现在“精品套餐”模式；三是确保学生饮食更均衡更营养的菜品丰富型，

体现在“拼餐”模式。

食堂二楼现已推出煲仔饭、烤肉饭、烤鱼饭、精品盖浇饭、特色凉面和各种凉

汤。与以往相比，同等价格可以吃到两份菜品，迎来了师生的阵阵好评。

拼菜试点窗口 饕餮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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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至 13 日，学生公寓服务中心携手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集中开展公寓

安全隐患排查活动，通过制定安全检查表，走访学生寝室并开展针对消防设施设备、

消防通道的使用、院落大门钥匙的完好情况、单元进出人员盘查的登记和大件物品

出入单元的登记等方面检查，对查出的安全隐患整改落实到相关责任人，向寝室同

学讲解安全知识，让同学们懂得寝室安全用电常识，预防因疏忽大意所导致的危害。

6月 13 日是全国大学生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日子，校园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做好考试保障工作，包括提前开会部署、做好考场卫生、贴座签、悬挂横幅、检

查设施设备、合理放置同学遗留物品、设立考试服务点、考试当天全方位巡视、提

前与能源中心做好电力值守沟通、配合教务处处理考场突发事件等。

6月 2日上午，博闻楼 6间教室突然断电，能源管理服务中心配电站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采取应急措施在中午临时恢复供电。

电路故障排查 专业人员进行抢修及绝缘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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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基建处工程师现场协助,初步判断故障的问题在于电缆线。能源管理服务中

心与校园物业服务中心联系，协调教务处调整课程及考试安排，于周六上午查找出

电缆疑似故障点，并于周日联系、协助专业电缆维修公司完成抢修及绝缘测试工作。

6月 9日下午，集团党总支在二楼会议室召开党员学习会。通报了集团侯永阳

副总经理被评为 2015 年我校“优秀共产党党员”；宣读了《西南民族大学关于加强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在各分党委设置二级纪委的通知》精

神，根据《通知》要求，集团设立纪检员一职，由侯永阳副总经理兼任。

会上着重学习了《关于印发西南民族大学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实施方案》

的文件内容，习总书记在各个场合对“三严三实”内容、要求的阐述以及我校对进

一步梳理整改“不严不实”问题的要求。

6月 9日，饮食服务中心质检组联合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对航空港校区各

学习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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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开展食品安全检查。检查内容包括食堂的原材料采购与储存，加工过程，食品

留样，餐具使用、清洗消毒，工作人员的着装和环境卫生等，重点对“三防”和消

防设施进行检查，并对餐饮从业人员做整改意见指导，夯实航空港校区食堂食品安

全工作。

6月 9 日上午，化学与环境保护学院环科 1201 班的同学对北区中水处理系统

中的泵房、机房、沉淀池进行参观。

中水站工作人员就中水处理系

统及工艺流程向同学进行专业讲

解并回复现场提问，提高了同学们

对生物处理系统的兴趣，更进一步

地了解生物处理污水的流程和重

点。

检查食材 检查菜品售卖

中水站工作人员为同学们讲解生物处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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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学期的爱护草坪标语征集活动过后，6月 5日，环保志愿者服务队与校园

物业服务中心绿化工作人员将制作好的标语提示牌插放在航空港校区绿化带和已

裸露地表上，潜移默化中将爱护草坪转化为全校师生共同落实的行动。

5月 29 日，双流县食品药品监督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分别对航空港校区北区

大食堂及清月斋食堂检查和审核，希望我校食堂在食品安全规范操作和管理方面起

好带头示范作用，同时针对消毒设备、制冷设备、售卖窗口等提出改进意见。

6月 3日，北区大食堂及清月斋食堂通过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核，

成功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到期延续换证工作。

环保队成员将标语提示牌插在草坪上 小小一举动，绿色满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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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晚，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在 13 栋学生公寓一楼学生活动室召开新进

公寓巡视员工作例会。

学生公寓巡视员是集团新设立的勤工助学岗位，负责协调做好公寓日常安全及

卫生巡查，寝室走访，配合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的学生活动等工作。会上宣读宿管

会规章制度，为公寓巡视员分配和安排具体工作。

6 月 1 日至 3 日，校园物业服务中心对航

空港校区进行汛期安全检查，包括检查地下

室、图书馆、停车场下的排污泵、电缆井；清

理各建筑物屋顶的排水管及地面雨篦；对部分

树木进行修剪，采取加固措施；确保雨衣、雨

鞋、沙袋等各项防洪物资准备齐全。针对存在

隐患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同时要求各区域管理人员在汛期

新进公寓巡视员作自我介绍 其乐融融的例会现场

清理雨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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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巡查，及时发现并处置各类安全隐患，做好汛期施工管理工作。

6月 3日，饮食服务中心 8名食堂管理人员前往电子科大清水河校区食堂，学

习借鉴该校食堂集中加工的运行模式、配送站的组织机构及流程等，参观学习芙蓉

餐厅和学子餐厅。

两校食堂经理针对食堂菜品区域划分、套餐窗口和特色餐饮等问题进行交流，

对于提升我校食堂精细化管理、服务质量和水平大有裨益。

航空港校区后勤集团《后勤工作简报》 第 38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