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稿：段征）9 月 14 日至

15 日是我校本科生新生报道的

日子，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和部

署，后勤服务中心今年继续承担

我校 2020 级新生的接站工作，

无数的学子背上行囊，从五湖四

海，相聚西建大。后勤服务中心

提早下手、认真准备，成立了迎

新工作领导小组，设接站组、饮

食保障组、物业服务组、宣传组

等，确保今年迎新接站工作顺利

完成。

今 年 我 校 共 招 收 本 科 生

5050 余名，学校在雁塔校区及草

堂校区同时开展迎新工作。火车

站接站工作从 9 月 14 日上午

7:00 开始设站接待至 9 月 15 日

22:00 结束。

9 月 14 日早上六点半，在火

车站、雁塔校区、草堂校区的三

个迎新点，后勤迎新小组人员已

全部到位。7 点整，随着第一批

新生的到来，迎新工作正式拉开

了序幕。乘坐火车的同学，出站

后就会看到一个红色的醒目牌子：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迎新接站，在后勤服务中心的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们的安排引导下，新生及家长

们可以免费乘坐迎新专车直达草堂校区。所

有工作人员满怀热情的欢迎新生到来，学长

姐们主动为家长搬拿行李，解答新生的问题，

车内配备空调，大家可以在专车上缓解路途

中的疲惫。我们用亲切的微笑、热情的语言

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生及家长对“西建大”

及“建大后勤人”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

14 日、15 日两天，接站人员 24 小时轮

岗，15 日早下起了小雨，随后又是烈日迎头，

面对雨水和持续的高温天气，接站的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们不畏辛苦，用最真诚的笑容与

贴心的服务，迎接从祖国各地来到建大的新

生和家长们，他们用热情、细致、周到的工

作态度，赢得了一致好评。

截止 15 日晚上 19 点，经过迎新接站组

全员共同努力，今年本科生迎新接站工作已

顺利结束，各迎新接站点现场秩序平稳有序，

服务热情，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流程做好迎新

接站服务。今年，共发往草堂校区迎新车辆

53 辆，运送新生及家长共计 1324 人次。其中

从火车站发出 36 辆，乘车人数 936 人次；从

雁塔校区发出 17 辆，乘车人数

388 人次；从草堂校区运送返程

家长发出 35 辆，乘车人数 895

人次。

与此同时，饮食保障组重点

做好了草堂校区餐票售卖的服

务保障工作；物业服务组做好了

新生公寓的打扫清洁、物品配

置、新生入住手续的办理以及教

室公共区域水、电、门窗、桌椅

等设施的检修工作；校园环境组

做好了迎新期间雁塔校区校园

环境卫生、重点区域花卉摆放等

工作。

新生满怀欣喜和憧憬，追寻

成真的梦想，我们心怀热情与期

盼，邂逅青涩面庞，在陌生的城

市，为新生指引方向，走入大学

的第一站，我们在身旁。后勤人

用满腔的热忱、真诚的服务和辛

勤的汗水，为新生和家长们提供

了热情、周到、高效、优质的服

务，顺利完成了此次迎新接站工

作。



（来稿：段瑞瑞）

九月的西安，艳阳高

照，煦风和畅。9 月 8

日，是我校 2020 级硕

士和博士新生报到的

日子，接下来的 9 月

14 日至 15 日，又是

我校 2020 级本科新

生报到的日子。来自

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

怀揣着梦想与憧憬，

陆续走进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这个大家庭。

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们将在这里开始

人生梦想的新征程。

为了给新生们提供一个安全、整

洁、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学生公

寓物业部全体工作人员精心准备，周

密安排，认真组织，采取扎实有效的

工作措施，以饱满的工作热情，给新

生及家长提供了贴心、细致、便捷的

入住服务。

为了确保新生宿舍房源相关信

息的准确性，学生公寓物业部在 8 月

初就开始组织管理人员对空房源相

关信息进行统计和汇总，在经过反复

多次的核实核对之后，专门制作了

《新生空房源统计表》，提前做好新

生入宿手续办理的各项准备工作。为

了确保 2020 级新生报到工作有序开

展，9 月 1 日上午，学生公寓物业部

管理人员对 2#、5#、6#以及研高层

的迎新宿舍样板间进行验收，及时指

出验收中发现的问题并进行整改。同

时，组织各公寓保洁员对样板间卫生

清扫成果进行学习，确保新生入住宿

舍环境温馨整洁。

9 月 4 日，学生公寓物业部召开

了新生入宿的专题培训会议.在会

上，物业管理中心副经理曹莉强调了

新生入住工作的重要性，对学生公寓

物业部新生入住工作进行了全面布

置，同时督促员工加强对新生办理入

住手续时的秩序维持。会中，学生公

寓物业部在结合往年的迎新工作经

验，制定了《2020 级新生入学迎新

方案》，对新生入宿工作进行全面策

划、部署，认真细化落实各个环节，

制定了详细的工作安排，做到层层落

实、责任到人。

9 月 7 日，学生公寓物业部对涉

及迎新公寓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制作

了新生入口指示牌、新生入住办理引

导指向、迎新宣传标语以及布置隔离

带等。同时，学生公寓物业部在总结

去年迎新工作中不足后，特别进行了

办理新生入住手续的演练，确保迎新

工作平稳有序进行。除此以外，为了

能够方便学生快速办理入住手续，各

公寓楼长提前将宿舍钥匙装入袋子

封好，减少了学生及家长排队等候时

间，全力保障迎新入住工

作的顺利进行。

9 月 8 日，学生公寓物

业部迎新工作正式拉开帷

幕。为了热情迎接 2020 级

硕士和博士新生，学生公

寓物业部迎新工作队伍分

为引导组、秩序维护组、

入住手续办理组、宣传组

以及后勤保障组。虽然每

个小组分工不同，但整个

报到流程线路上，着装统

一的学生公寓物业部工作

人员尽职尽责、热情服务。从新生进

入公寓的路线引导，到办理住宿时的

收集住宿卡、分发宿舍钥匙，再到帮

助新生搬运行李，为新生解答疑惑与

不解，帮助他们及时掌握学习生活等

各类信息资源。迎新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角落，都有学生公寓物业部员

工可爱的身影。

9 月 15 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雁塔校区本科新生正式报到。为了做

好 2020 级本科迎新工作，2#学生公

寓和 5#学生公寓办理入宿手续的工

作人员仔细核对登记新生信息，办理

新生入住手续，热情礼貌地与新生及

家长交流，提供路线指引、疑问解答

和接待服务等。在学生公寓物业部全

体员工的相互配合下，共为 2141 名

新生办理入住，平稳有序的完成了

2020 级新生入住工作。

在迎新工作期间，学生公寓物业

部全体员工克服了时间紧，工作量大

等诸多难题，协调一致、通力配合，

顺利完成了 2020 级迎新工作，为新

学期的学生服务工作谱写新的篇章。



启动花坛布置工作，分别在雁塔校

区西大门、东大门，草堂校区西门

内外、图书馆广场、东大门、东大

门景观大道等区域布置花坛总计

30 处，其中包括香彩雀、百日菊、

红花鸡冠花、四季海棠等多种草花

37000 余盆，铁树 30 盆、橡皮树

10 盆。在完成花坛布置工作后，

及时组织中心员工定期进行浇水

养护，确保迎新当日花坛美丽绽

放，花团锦簇。

在校园服务中心全体员工共

同努力下，克服凌晨作业、降雨天

气等客观因素，花坛布置工作按照

预定计划顺利完成，并得到学校师

生的一致认可。灯光下晃动的光

影，大雨中弯曲身躯，充分展现了

校园服务中心全体员工不畏艰辛，

艰苦奋斗的后勤精神。

（来稿：聂凯田）九月

金秋，校园服务中心按照学

校及后勤服务中心“2020 年

迎新工作”整体要求，顺利

完成我校雁塔校区、草堂校

区展开迎新会场及校园主要

景观区域花坛布置工作。

9 月 4 日至 13 日，为做

好 2020 级研究生、本科生迎

新会场布置，营造活泼积极

的校园氛围，校园服务中心

积极筹备，现场测量布置区

域，实地考察筛选草花品种，

制定提交花坛布置方案。方

案通过审批后，校园服务中

心根据迎新时间安排，立即

（来稿：卜宵景）时维

九月，秋高气爽，9 月 14 日

至 15 日，一年一度的新生报

到如期而至，我校为期两天

的本科迎新工作拉开帷幕。

受疫情防控的影响，今

年的新生报到流程与往年大

有不同。在迎新之前，后勤

服务中心召开了专题工作会

议，对此项工作做了详细部

署，分别在火车站、雁塔校

区、草堂校区设立迎新接站

点，抽调各中心员工全力做

好本年度迎新工作。根据后勤迎新工

作安排，饮食服务中心各餐厅在做好

餐饮保障工作的同时，中心财务办公

室也积极投入到迎新工作中。

9 月 14 日，财务办公室全体人

员在雁塔校区学生餐厅设立临时餐

券售卖处；9 月 15 日，根据草堂校

区餐厅位置，分别在菊园餐厅、翠园

餐厅设立临时餐券售卖处，服务于广

大新生。

临时餐券售卖的设置旨在满足

临时性就餐需求，却又不止于此。工

作人员在做好餐票清点和钱款管理

的同时，积极热情的向新生们介绍餐

厅分布、饭菜种类、圈存机的位置及

使用等，使新生感受到家的温暖。

本次餐券售卖工作，虽然只是迎

新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我们认真

对待，事无巨细，全心全意服务好每

一位新生。这一小部分的努力，犹如

一条涓涓细流，大家各司其职、齐心

协力，最终达成目标，汇聚江河，圆

满完成了 2020 年度的迎新工作。

（来稿：聂凯田）为加强我校草

堂校区校园文化建设，提升整体校园

环境，以及根据我校 2020 年迎新工

作的总体部署，需在草堂校区东大门

北侧草坪设置我校英文缩写的草坪

雕 塑 ， 其 内 容 为 XAUAT （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

校园服务中心接到此项任务后，

便立即组织相关人员与校规划院多

次对接雕塑设计方案，并前往现场反

复勘察设计，最终协助规划院确定了

字母雕塑的具体实施方案，以及字体

材质、朝方、大小和颜色。9 月 4 日，

校总务处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了“英

文雕塑”制作安装的施工单位，并明

确由校园服务中心作为技术指导监

督单位对接英文雕塑的实施过程。

校园服务中心及时与施工单位

取得联系，对接方案实施步骤以及工

期要求，与施工单位一起建立全过程

的监督管理。采取“一日一报”的方

式跟进“英文字母雕塑”的制作过程，

把握字母制作进度，最终确定了在我

校 2020 级新生报到来之前完成“英

文字母雕塑”的安装，献礼 2020 级

新生。

9 月 10 日，校园服务中心配合施

工单位完成了字母雕塑钢筋混凝土

基础的开挖、制作。9 月 12 日晚上

9:00，施工单位将字母雕塑运抵草堂

校区，校园中心对英文字母雕塑的进

场、安装实施全过程进行了监管管

理。

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加班加点，

最终于当晚 11:30 分将英文雕塑安

装完成，次日校园中心对英文雕塑下

破坏的草坪进行了恢复工作，圆满的

完成了本次“我校英文缩写雕塑项”

目的安装任务。



（来稿：田瑶）漫长的等待，

亲仁阁餐厅终于扬帆起航了。利用

疫情期间，饮食服务中心对餐厅内

部进行了装修改造，为就餐教职工

创造更优美舒适的就餐环境。

我们对就餐大厅破损的地面

进行了更换修补，同时对餐厅墙面

进行了全新粉刷，并且对顶部安装

了新的吊顶，这些基础性项目完成

后，我们将餐厅内的旧桌椅等全部

换新，餐厅面貌焕然一新。

亲仁阁餐厅已于 8 月 30 日正

式营业。在员工返岗前，对所有人

的 14 天行动轨迹做了具体统计，

并在 8月 27 日对 65 名返岗员工进

行了核酸检测，结果均呈阴性。员

工返岗后积极地进行卫生打扫，并

且在 28 日早晨校领导及食安办对

餐厅的进货、卫生、标识等细节方

面进行了检查，餐厅的各个方面获

得了领导的一致好评。

（来稿：赵世林）正值丹桂飘

香之际，我们迎来了 2020 级新生。

在后勤迎新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

安排下，在迎新接站组全员的共同

努力下，我们以疫情防控为前提，

以往年迎新经验为指导，通力合

作，顺利完成了今年 5000 余名新

生接站工作。

为做好本次迎新接站工作，后

勤服务中心成立迎新接站领导小

组，下设火车站接站组、雁塔校区

接站组、草堂校区接站组、志愿者

培训组等工作小组，同时召开迎新

接站工作小组会议，安排部署、细化

落实迎新工作任务，使得每位工作人

员各司其职、配合密切，确保迎新接

站工作的顺利完成。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

的迎新接站工作较往年大不相同，同

时又面临火车站改造和学校正常教

学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利用往年迎新

接站经验，结合后勤迎新工作方案，

积极探讨，提出对雁塔、草堂、火车

站迎新点位置、通勤车草堂校区行驶

路线等作出调整，另一方面对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们就迎新接站流程进行

了培训和完善。在迎新期间，各迎新

接站点现场秩序平稳有序，接站

人员服务热情，乘车环境舒适，

车辆运行安全，同时严格按照疫

情防控流程做好迎新接站服务。

本次迎新共发往草堂校区迎新

车辆 53 辆，运送新生及家长共

计 1324 人。其中从火车站发出

36 辆，乘车人数 936 人；从雁塔

校区发出 17 辆，乘车人数 388

人；从草堂校区运送返程家长发

出 35 辆，乘车人数 895 人。

随着 15 日晚 23:00 两名来

自新疆新生的顺利抵达草堂校

区，我们的迎新接站工作也告一段

落，虽然迎新工作早已是我们每年的

常态化工作，但我们依旧在不断总结

和完善迎新工作经验，并将好的做法

继续提升，对于存在的不足加以改

进，相信明年的迎新接站工作会更加

出色，因为我们是建大后勤人。

（来稿：王继飞）炎夏过后，又

是一年迎新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迎

来了青春洋溢的 2020 级新生。为了

做好我校 2020 级研究生及本科生报

到相关服务工作，在后勤服务中心迎

新工作安排下，通信服务中心精心准

备，鼓足干劲，大家共同协作，认真

做好迎新期间校内各项服务保障工

作。为做好迎新工作，通信服务中心

提早准备，精心部署，积极与三家运

营商协调，并了解了各运营商开学促

销资费情况，为我校全体师生争取更

多优惠，全力配合运营商的做好这次

活动。

今年在北院营业厅门口移动公

司设立宣传点，推出了一系列手机资

费、存话费的优惠活动，让我校师生

感受到真真切切的实惠。联通公司在

主楼营业厅推出了低资费的手机套

餐，沃派权益卡资费低至 36 元/月。

电信公司推出“优惠来袭，势不可挡”

活动，为学生推荐 49 元套餐和翼讯

宿舍宽带。

在运营商业务宣传期间，通信服

务中心组织人员全天维护现场秩序，

督促做好服务宣传，防止出现恶意欺

诈和竞争。

为做好迎新期间的服务保障工

作，通信服务中心开学前协调运营商

对各自基站的电源、线路、天线等设

备和机房都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同

时根据迎新人员增加的实际情况测

试基站信号，调整 RRU/AAU 天线单

元，保证信号覆盖无死角。

经过三家运营商的基站检查和

优化，很好地确保了开学期间师生的

手机信号畅通。通信服务中心受学校

总务处委托，为学校迎新期间各服务

点搭建帐篷 30 个，帐篷全部由电信

公司提供。事情虽小，但也是我们为

学校迎新工作做的一份贡献，受到了

学校各部门的一致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