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举办管理沟通技能提升培训 强化后勤服务沟通技巧——集团办公室

◆2、集团召开元旦节前安全工作布置会——集团办公室

◆3、期末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圆满举办——后勤生活报社

◆4、航空港校区浴室浴帘更新工作持续开展中——能源管理服务中心

◆5、集团召开纪检工作会 监督《准则》和《条例》学习——集团办公室

◆6、集团党总支开展“三严三实”专题党组织生活会——集团办公室

◆7、召开期末工作总结会议——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

◆8、做好教学楼外墙清洁工作——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9、再次开展艾滋病和结核病健康教育培训讲座——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10、认真核查寝室信息并上报财务处——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11、开展防疫费退费和第三阶段预防接种工作——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

◆12、“百佳文明寝室”评比活动圆满结束——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13、召开 2015 年度工作总结会——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14、唐山师范学院后勤集团到航空港校区交流校园餐饮——饮食服务中心

◆15、铺片片地砖 保一路平安——维修服务中心

◆16、开展“世界艾滋病日”暨结核病知识系列宣传活动——食卫中心

◆17、学生公寓门禁系统试运行中——学生公寓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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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14 日，航空港校区、武侯校区后勤集团联合在博学楼 112 教室举

办关于管理沟通技能提升的培训，后勤管理

人员参加。

课堂上复习了“有效沟通”的含义、两

大前提、三大技能，讲解“沟通的障碍”、“如

何消除沟通障碍”、“管理模式与沟通”、“有

效沟通的基础”、“性格与沟通的关系”、“管

理沟通的‘五要诀’”等内容，分析针对不同年龄阶层员工的沟通问题与解决技巧，

引导参培人员将有效沟通的技巧代入日常沟通案例分析中。

集团王俊林副书记在培训结束后强调，学习要常态化，我们要通过多翻看笔记

上记录的沟通方法，在实践中摸索，善于总结归纳，举一反三，在与一线员工的沟

通时才能活学活用，调动其积极性，提高后勤服务保障效率。

12 月 31 日，集团召开元旦节前安全工作例会，对 2015 年集团各项工作进行

总结，要求各部门元旦放假前期不能放松安全生产，不能放松服务质量，工作中要

做到用心、尽心、小心。

会上宣读传达校纪委《关于重申有关纪律，严格规范教职工办理婚丧嫁娶等事

宜的通知》和《关于 2016 年元旦春节期间切实加强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工作，强

化监督执纪问责的通知》文件精神，要求认真学习，传达至一线，并从六个方面对

管理沟通技能提升培训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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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后勤服务保障工作进行强调：一是加深对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坚守安全工

作红线；二是加深对服务理念的认识，把服务理念细化到工作中的每个环节；三是

加深对后勤服务管理模式改变的认识，各管理人员要适应后勤改革调整，适应管理

模式新常态；四是加深对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认识，科学设岗；五是集团内部服务质

量监控系统缺乏，2016 年要重点建设服务质量监督体系，加强监管；六是加强微

信在后勤服务中的应用，传播正能量，对集团各部门工作进行全方面的宣传。

12月 27 日，后勤生活报社在慧智楼 107 教室举行期末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

经推选，左昌科、张芳、林筱郁、马梅、母全芳、郑滢岩、梁文慧、卢江红 8名同

学被评为“优秀干事”，冯飞、阿依马拉提•苏来依曼、阿西阿呷 3名同学被评为“优

秀学生干部”，编辑部三版编组被评为“优秀团队”，向亚莉、黄小涵、董思彤 3名

同学被评为“优秀宣传联络员”。

会上对本学期报社工作进行回顾，含迎新手册编辑发放、“寝室文化节”活动

宣传、“西南民大后勤生活”官方微信等平台的维护、《后勤生活》报的出版发放等

报社大家庭合影 优秀社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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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并从提高报纸质量和发放成效、多开展正能量校园活动、办好精品微信平台

三方面提出下学期的工作展望。

12 月中下旬，能源管理服务中心对北区浴室浴帘进行更换，本次更换的新浴

帘分女浴室花朵优雅格调和男浴室绿叶素雅格调两种，从随机实地调查反馈情况来

看，同学们对新浴帘的更换普遍给予好评。

南区、东区浴室浴帘的更换工作将在寒假期间开展。

12月 23 日上午，集团在二楼会议室召开纪检工作会，监督检查《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情况，会上宣读学校针对学习

贯彻《准则》和《条例》以及开展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对各部门联络员提出三方

面要求：一是发挥表率作用，利用业余时间阅读学习；二是提醒、带动本部门人员

浴室工作人员齐力更换浴帘 质朴、素雅的新浴帘（男生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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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管会期末工作总结会现场

学习；三是通过报纸竞赛和新媒体竞赛等多种形式做知识竞赛试题。会上挑选《准

则》、《条例》的相关章节进行解读，交流分析易错试题。通过学习，使后勤全体员

工以《准则》为标杆，以《条例》为戒尺，明确追求方向，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守

纪律的规矩人，务实创新的带头人，为集团的服务保障水平提升和学校的发展做出

新的更大的成绩。

12月 22 日下午，集团党总支在二楼会议室开展“三严三实”专题党组织生活

会，传达学校《关于开展“三严三实”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通知》

精神，再次对“三严三实”内容进行逐条解读，公开梳理分析近期查摆出的，涉及

后勤服务保障中诸如工作不够细致、服务意识不够强等“不严不实”问题，明确整

改方向。组织后勤全体党员同志动手做《党纪党规印我心——全省党员学习廉洁自

律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知识竞赛试题》，熟悉《准则》和《条例》新规定、新要求。

会上还对接下来集团党员民主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进行布置。

12 月 15 日，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

2015-2016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工作总结会在学

生公寓 13栋一楼学生活动中心举行，会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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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以及成员自身分别作总结，本学期诸如走访、第十二届寝室文化节活动开展工

作量大，使协会成员得到充分锻炼。

指导老师在会上指出，希望每位宿管会成员认真对待勤工助学工作，本职工作

之余积极参与后勤服务保障工作，了解后勤，提升自我。由于后勤部分岗位的调整，

下学期开始，宿管会的指导工作将交接给公寓中心胡老师，相信在新任指导老师的

指引下，在宿管会全体成员的努力下，各方面工作会开展得越来越好。

12月 10 日和 11 日，校园物业服务中心

协调校外专业清洁公司对舞韵楼外墙进行

逐一清洗。通过事先制定清洗方案，做好安

全防护措施，实施安全技术培训，检查安全

工具、设备和清洗剂，安全到位地开展工作，

为师生提供干净、整洁的教学环境。

12 月 8 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再次针对航空港校区部分学院开展艾滋

病、结核病防控知识培训。本次培训由发放宣传资料、讲课培训、现场提问互动和

最后问卷测评等环节构成，为同学们继续做好健康教育“接力手”奠定扎实的基础。

工作人员逐一清洗舞韵楼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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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同学填写信息表

同学们认真听讲主讲老师讲解艾滋病预防知识

同学们的入住信息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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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2 月初，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和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本学期内对学生寝室

进行四次走访，核实住宿信息无误后上报给学校财务，保障同学们缴纳的住宿费用

合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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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至 12 月 7 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坚持“咨询登记—缴费—

接种—保障”流程为航空港校区 2015 级新生（包括艺术学院研究生）进行第三阶

段的预防接种，同时针对我校 2015 级预科直升新生和由于各种原因自愿不接种疫

苗的学生开展防疫费退费工作，保障我校预防接种工作的扎实性和有效性。

12月初，第 12 届寝室文化节之“百佳文明寝室”评比活动在历时一个月时间

后结束，本次报名寝室约计 1000 多个，学生公寓服务中心根据寝室文化、寝室卫

生及寝室安全标准打分，按照分数高低评选出了一百个文明寝室，其中涉及文新学

院 8个、法学院 4 个、彝学院 5个、体育学院 2个、经济学院 4个、外语学院 14

个、藏学院 4个、电信学院 3个、生科学院 5个、旅历学院 6个、城建学院 8个、

艺术学院 3个、化环学院 6个、管理学院 18个、计科学院 4个、社心学院 5个。

活动的开展将文明住宿、共建温馨家园以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调动参与，

增进寝室成员之间的情感。

预防接种登记 医务人员为学生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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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届寝室文化节之“百佳文明寝室”名单

学院 寝室号 评比结果

文新学院 1-6-5-38 优秀

文新学院 1-6-5-41 优秀

文新学院 2-3-4-16 优秀

文新学院 2-2-6-9 优秀

文新学院 2-2-2-12 优秀

文新学院 A6-4-4-4 优秀

文新学院 B7-1-4-5 优秀

文新学院 C1-2-6-6 优秀

法学院 A4-1-6-7 优秀

法学院 3-2-4-13 优秀

法学院 A4-1-3-2 优秀

法学院 A4-1-5-1 优秀

彝学学院 5-3-2-7 优秀

彝学学院 9-6-2-3 优秀

彝学学院 9-3-2-4 优秀

彝学学院 9-2-4-3 优秀

彝学学院 9-4-1-3 优秀

体育学院 B5-4-6-6 优秀

体育学院 B5-4-4-7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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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历学院 13-6-13 优秀

旅历学院 B1-2-2-5 优秀

旅历学院 B1-1-1-4 优秀

旅历学院 14-1-14 优秀

旅历学院 13-6-57 优秀

旅历学院 B1-2-4-3 优秀

城建学院 10-6-4-1 优秀

城建学院 10-6-5-7 优秀

城建学院 12-4-5-5 优秀

城建学院 7-2-2-3 优秀

城建学院 12-5-1-7 优秀

城建学院 10-6-4-2 优秀

城建学院 10-6-2-3 优秀

城建学院 10-6-5-4 优秀

艺术学院 12-2-1-4 优秀

艺术学院 12-2-5-4 优秀

艺术学院 12-4-2-1 优秀

外语学院 13-2-1 优秀

外语学院 13-2-8 优秀

外语学院 A2-2-2-5 优秀

外语学院 A2-2-3-1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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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A2-2-4-6 优秀

外语学院 A2-2-6-3 优秀

外语学院 A2-3-5-4 优秀

外语学院 A2-3-5-6 优秀

外语学院 A2-3-6-2 优秀

外语学院 A2-3-6-3 优秀

外语学院 13-1-19 优秀

外语学院 A2-3-3-2 优秀

外语学院 A2-3-2-1 优秀

外语学院 A2-3-6-6 优秀

化环学院 8-1-5-5 优秀

化环学院 8-2-2-3 优秀

化环学院 8-2-4-1 优秀

化环学院 A7-2-6-5 优秀

化环学院 8-2-2-4 优秀

化环学院 B3-3-2-6 优秀

管理学院 14-6-6 优秀

管理学院 14-6-8 优秀

管理学院 14-6-9 优秀

管理学院 14-6-43 优秀

管理学院 A5-2-2-2 优秀



11

管理学院 A5-2-3-1 优秀

管理学院 A5-3-5-1 优秀

管理学院 A5-3-5-2 优秀

管理学院 A5-4-1-1 优秀

管理学院 A5-4-1-3 优秀

管理学院 A5-4-2-5 优秀

管理学院 A5-4-3-2 优秀

管理学院 A5-4-3-7 优秀

管理学院 A5-4-4-1 优秀

管理学院 A5-2-3-2 优秀

管理学院 A5-3-5-3 优秀

管理学院 A5-4-1-6 优秀

管理学院 A5-3-3-5 优秀

社心学院 6-3-3-2 优秀

社心学院 6-3-3-3 优秀

社心学院 A4-4-2-7 优秀

社心学院 A4-4-3-4 优秀

社心学院 3-3-4-15 优秀

生科学院 7-1-3-5 优秀

生科学院 B1-3-6-3 优秀

生科学院 B2-2-1-1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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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学院 B2-2-2-1 优秀

生科学院 6-2-3-2 优秀

电信学院 A4-1-1-3 优秀

电信学院 B4-3-3-6 优秀

电信学院 B4-3-1-3 优秀

电信学院 13-5-2 优秀

藏学学院 3-1-4-2 优秀

藏学学院 A7-1-3-6 优秀

藏学学院 A7-1-4-5 优秀

藏学学院 A7-1-4-6 优秀

计科学院 A3-1-6-1 优秀

计科学院 B6-3-3-5 优秀

计科学院 13-4-29 优秀

计科学院 B6-4-4-4 优秀

经济学院 C1-5-3-4 优秀

经济学院 A3-5-2-4 优秀

经济学院 B3-2-4-4 优秀

经济学院 14-3-27 优秀

第 12 届寝室文化节之“百佳文明寝室”部分风采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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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8

3-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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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4-6-6

1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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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现场

中心负责人带头进行总结发言

12 月 3日下午，校园物业服务中心在博学楼 108 教室召开 2015 年度工作总结

会。会议由中心负责人主持，对中心全体员工一年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提名表彰

先进员工，带头总结年度工作；各区域主管、管理员、一线员工相继做年度工作总

结，总结会的召开旨在对过去一年工作进行回顾与总结，合理地做出下一年的工作

规划。

12 月 2 日下午，唐山师范学院后勤集团一行到航空港校区交流校园餐饮，在

饮食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

多个食堂，对食堂厨房布局、设备设施、卫

生管理等方面给予肯定和高度评价。双方就

食堂管理、卫生监督等问题举行座谈，饮食

中心在会上介绍 “5S/6T”管理模式改革的

具体进程及改革的经验。中心在未来的饮食

工作中会将他校的有益经验结合实际运用到航空港校区的饮食服务工作中，提供让

部门主管就自己所负责区域工作提出整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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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砖修复后

广大师生更为满意的饮食服务。

10月至 12 月期间，维修服务中心对校园干道地砖进行维修。北区校园干道上

的损坏地砖现已维修更换完毕，维修工人在新铺好的地砖上面短时间内放置有砖砾

作为路障，防止踩踏。

12 月 1 日，食品安全与卫生防疫中心于前后联合双流县疾控中心、学生处、

校团委以及城建学院开展“世界艾滋病日”暨结核病知识系列宣传活动，包括防“艾”

签名和结核病知识宣传活动、“艾”尚青春——艾滋病、结核病知识专题讲座以及

于 11月 29 日和 12 月 1 日组织学生志愿者在小镇和双流县激情广场开展宣传，提

高更多人对艾滋病、结核病的认识。

维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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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结核病知识专题讲座现场

走出校外开展宣传工作

12 月初，安装于各个学生公寓院落门口的刷卡器门禁系统在经过接近两个月

时间的调试后，处于正式运行状态。学生公寓服务中心通过及时在公寓院落门口张

贴试刷门禁通知，将值班室内登记的不能正常开启的情况及时报送至门禁系统维保

单位处理，整合学生信息，将准确的数据信息添加到数据库，达到“各进其院”的

标准。

校园内摆点宣传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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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老师提出专业的虫害防治方案

新投入使用的学生公寓门禁系统

11 月份，校园物业服务中心在巡查中发现个别植物存在虫害现象，以海藻树

问题较为突出，中心及时要求绿化服务企业对病虫害情况进行处理，并于 11月 16

日及 11 月 27 日邀请国光公司和农科院专家分别对海藻树进行诊断，根据专业指导

对全校棕榈科打药，掏空虫害树树心腐烂部分，及时杀虫，加强对用药树木的护理，

加强巡查的细致度，目前生虫的海藻树用药后显示没有其它的副作用，并继续发枝

存活。

中心邀请专家对海藻进行实地诊断

院落宿管员做好监控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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