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稿：段征）随着开学的日子

越来越近。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校新冠

肺炎疫情应急处置能力，做好 2020

年春季开学返校工作，确保学校开学

安全和开学后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

师生的健康和安全，4 月 28 日我校

将进行一次“开学预演”，为师生校

园重聚做好准备。

4 月 26 日上午，后勤服务中心

总经理张波、党总支书记魏义业、副

总经理冯浩、总经理助理康亚莉及质

安办主任沈强一行分别前往饮食大

楼、研高层、北院菜鸟驿站检查开学

预演前的准备工作。下午，分别南阶、

南院菜鸟驿站、青教市场、雁塔校区

浴室等地点检查。

疫情防控无小事，必须防微杜渐

做细疫情防控措施。张波提出，必须

建立返岗员工健康记录，落实工作人

员健康审查制度，对于学生食堂，须

相隔一米进行打饭，规定学生就餐时

单人单坐、同向就餐；对于学生公寓、

教室、浴室等要做好学生出入安全管

理制度。并对演练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事项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分工，落

实职责，并对关键环节做了详细部

署。

同时，与陕西德蓝特信息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关于

物资及预演方案的细致讨论，张波对

其中的细节问题进行了详细询问与

叮嘱，对即将到来的“开学预演”及

开学前疫情防控部署工作提出了高

标准的要求。

后勤服务中心将总结经验，进一

步完善细化复学预案，力求防疫措施

更有效、更完善，提供一个安全的校

园环境，迎接接下来的开学预演，也

为学生安心学习保驾护航。

（来稿：牛博文）“勤洗手，你

最靓；戴口罩，你最帅！”一条醒目

而又风趣幽默的防疫标语平整的挂

在了南阶教学楼。

为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的

准备工作，坚决打赢开学疫情防控攻

坚战，配合做好我校防控办 4 月 28

日组织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演练

以及 5月 8日第一批学生返校的准备

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教室物业部

全体员工攻坚克难，在做好行政办公

楼宇防疫工作的同时，全力以赴做好

开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月 26 日，南阶教室的保洁员

紧张而又忙碌的展开了工作，开窗通

风、拖洗地面、擦拭桌椅、喷洒消毒

等等一系列工作都有条不紊的开展

起来，南阶外围，洒水车对步行楼梯

以及下沉广场地面进行了全面冲洗。

教室物业部其他人员在主管副经理

王哲的带领下精准的对南阶教室开

始了从严、从细的防疫布置。在楼前

搭建帐篷，设立测温点；入口、出口

使用伸缩隔离带进行划分；楼梯两旁

六根灯柱上“戴口罩、勤洗手、多通

风、少聚集、不信谣、不传谣”提醒

师生个人防疫工作最关键最重要的

环节；对学生就坐位置进行合理布

置；卫生间配备洗手液、擦手纸等等。

此次整体防疫布置工作，教室物

业部所管辖区域共投放手部自动消

毒机 2 台，制作防疫宣传横幅 2 条，

制作宣传展板 6 个，值班室配备红外

测温枪 6 把，各楼宇配置废弃口罩专

用垃圾桶 9 个，张贴各类海报 20 余

张，布置伸缩隔离桩 30 余个，卫生

间安装大卷纸巾盒 145 个，洗手液盒

180 个，配备大卷纸 145 卷，卫生间

张贴七步洗手法 180 张，教室张贴座

位标签 2080 余张，教室物业部不断

的将防疫工作进一步落实做细。在演

练当天，得到了省市和学校相关领导

以及后勤领导的一致好评！

请全校师生放心、请学生家长放

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校园疫情

“防火墙”已筑牢，校园防疫“安全

网”已织好，防疫到位、安全到位，

现在就等“你到位”！



（来稿：何博）在全国疫情防控

形势持续向好的情况下，学校开学、

学生返校的日程愈来愈近。学生食堂

作为学校学生返校后就餐密集聚集

的场所，如何做好返校师生的安全就

餐成为餐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为了保障返校师生的就餐安全，

饮食中心召开了多次会议，对员工返

岗、物资准备、指引标识、就餐排队、

洗手消毒、堂食打包等，进行了详细

的分析讨论，最终确定了开学后的复

工方案。

饮食中心结合自身实际，于 4 月

25 日起，通知部分员工陆续返岗。

按照学校肺炎疫情防控要求，饮食中

心依据疫情通对返岗员工的身体状

况及行动轨迹进行了排查摸底，掌握

近 14 日复工人员及家属均身体健

康、体温正常，无发热恶寒、头痛、

全身不适、流涕、咽痛及咳嗽等症状，

近 14 日未到过高风险地区，且所有

复工人员均在陕西省内居住，各市县

一码通均为绿码。同时，要求所有返

岗人员填写《复工复产安全承诺书》。

4 月 27 日上午，饮食中心邀请

西安迪安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来我校对饮食返岗员工 74 人进行了

核酸检测，28 日结果显示阴性，符

合上岗条件。

在确定了返岗员工的数量后，中

心积极筹备防疫物资，按照员工数量

十天所需标准，准备了口罩 2000 只、

测温枪 9 个、消毒喷雾机 6 个、酒精

20L、过氧乙酸 20L、喷壶肥皂若干，

洗手消毒机 4 台。在餐厅物资保障方

面，米、面、油、肉、蛋、菜等食材

及饭盒、打包袋、一次性碗筷、餐巾

纸等打包材料库存充足。

为了清晰的标明进出口及排队

间隔等，在学校及后勤的大力支持

下，中心对进出餐厅的通道设置了隔

离带，在餐饮大楼悬挂横幅，在食堂

门口摆放引导牌、疫情知识宣传标牌

等，在食堂售卖区张贴间隔 1.5 米的

地标及排队出入口标示，在餐桌摆放

就餐格挡板及张贴“同向就餐”的标

签等。

为增加餐厅的就餐人数，中心还

在饮食大楼北侧下沉广场摆放了 42

张桌子，在餐厅就餐人员达到饱和

时，就餐师生可在下沉广场堂食，合

理利用空间，弥补环境劣势，增加就

餐人数。

短短三天时间，一个从无到有的

过程，凝聚了后勤饮食人的心血。时

间紧任务重，大家迎难而上，齐心协

力，加班加点，注重细节，全力打造

了一个安全、放心、畅通的就餐环境。

4 月 28 日下午，我校学生处组

织辅导员和学生志愿者，在学生一食

堂进行了就餐演练，整个演练过程安

全畅通、有条不紊，得到了省教育厅

领导和校领导的一致肯定。顺利通过

验收，预示着饮食中心已做好准备，

迎接返校师生的到来。

一切已就绪，只盼你归来！

（来稿：段瑞瑞）为切实落实“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要求，扎

实做好学生复学前的防疫准备，保证

开学后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检验学

生公寓防疫安全应急预案是否周密、

可实施，提高员工疫情防控意识与水

平。4 月 28 日，在雁塔校区开展 2020

年春季学生返校疫情防控演练。

为此次演练，学生公寓物业部在

演练前期制定了《疫情防控期间学生

返校工作方案》，针对研高层和 1#

学生公寓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周密的

布置，同时制作了指向标、宣传警示

标语、警戒线等，并准备防疫物资、

消杀工具等。此次防疫布置工作，学

生公寓物业部所管辖区域制作防疫

宣传横幅 3 条，制作宣传展板 6 个，

值班室配备红外测温枪 10 把，张贴

各类海报和温馨提示 60 余张，布置

伸缩隔离桩 30 余个，

卫生间安装大卷纸巾

盒 81 个，洗手液盒 95

个，配备大卷纸 81 卷。

4 月 28 日下午，

多名“学生”佩戴口罩

走向研高层公寓，先在

学生公寓门前位置认

真阅读学生返校入住

流程，并对手部进行消

毒。然后由值班员核实返校审批及身

份信息、测量体温无异常后，依序入

住公寓，顺利完成了学生返校入住公

寓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对涉及的

楼栋门厅和学生寝室进行了消毒，将

防疫安全工作做实做细。

此次演练模拟学生返校入住，检

验了防疫期间管理服务工作的真实

运行情况，提升了学生公寓疫情防控

工作能力。学生公寓物业部将

针对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置方

案不断细化完善，全力保障师

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在模拟演练中，学生公寓

物业部工作人员全体上下分工

明确、反应迅速、配合协调，

为学生返校后疫情防控工作有

序开展打下基础。



（来稿：韩浩）根据疫情防

控的要求，我校设立了北院 15 号

学生公寓为隔离区。电讯中心在

接到通知后立刻就投入行动，考

察线路情况、制定施工方案。根

据要求，先安装两部应急值班电

话，其他各隔离间预留线路，做

好后期安装固定电话的准备，做

好室内手机信号的覆盖。

目前，电讯中心在 4 月 20 日

开始在营业厅门口设立检查点，

出入营业厅检查内容有：1.出示

“一码通”，2.佩戴口罩；3.测

量体温；并在检查点配备了出入

营业厅检查指示牌和温馨提示

牌；消毒水和测温枪；营业厅内

粘贴了温馨提示，要求办理业务

时保持一米距离。

电讯中心将为开学做好准

备，迎接我们可爱的学生，陌上

花开，可缓缓归矣。

（来稿：严菲）临近学生返校，

工程中心浴室制定了洗浴方案，有效

的保障了返校学生的洗浴问题。

首先对对两个浴室卫生进行彻

底打扫，对遗留的死角进行彻底清

理。同时隔日对洗浴区、更衣区、更

衣柜、更衣凳、公共区域进行 84 及

过氧乙酸消毒。在门口设置体温测量

点，营业时间调整的温馨提示，门口

设置隔离带，隔离桩，设立分开的进

出口区域，一进一出。每个浴室粘贴

防疫宣传板 6 个，制作温馨提示牌

94 个，提醒学生间隔洗浴。

对浴室的硬件设施也一并进行

了全面的检查，对管道设备进行排污

及安全检查，同时进行试运行，确保

正常开放。检查喷头，衣柜锁是否能

正常使用，对损坏的部分喷头及衣柜

及时锁进行更换。

除了对浴室的准备工作，工程中

心针对博士生宿舍灯具，插座电源的检

查，查询公共区域照明设施；并且配合

物业中心安装了 1#，2#，5#，6#，7#，

8#，研究生高层，14#公寓,教学办公楼

公共卫生间洗手液盒，抽纸盒等。

工程中心全体人员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严格落实上级要求，

做好提供返校师生的各项服务保障

工作，为师生安全健康及日常生活保

驾护航。

（来稿：柳倩倩）生机勃勃、舒

适惬意的校园环境是师生学习和生

活的重要保障。

针对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发展的情况，为了给在校教职工们

营造一个安全、健康、卫生的生活环

境，校园中心绿化部的员工们除了肩

负起校园环境大室外消毒工作的重

任以外，并且完成了雁塔校区北院教

学区内的基本绿化养护工作和开学

准备工作。

在前期疫情严峻的情况下，校园

中心于 1 月 24 日组建“抗击肺炎工

作小组”，并在随后及时为在校一线

员工配发口罩等防护手段，主要工作

集中在雁塔校区安排部署环卫部每

周三次对校园内的大型垃圾桶以及

公寓附近垃圾桶、主干道两侧小型垃

圾桶进行过氧乙酸消毒；绿化部每日

进行室外消毒消杀工作，校园中心保

证了校园环境的消杀工作的同时坚

决抓紧日常养护工作不放松，做到专

项工作和日常工作两不松，合理调配

人员和工作安排，严格执行工作标准

不降级。

为了迎接在疫情解除后回到校

园的师生和广大教职工，在绿化养护

工作方面，每天下午全力做好校园内

分片分区的养护浇水工作，切实巩固

北院教学区域内大绿化成果。本月下

旬雁塔校区绿化部的一线员工已全

员到岗。

为了追赶前期养护滞后的工作

内容，中心绿化部全体管理员和员工

加班加点追赶工作进度，为了保证在

师生返校时给广大师生和教职工有

一个安全舒适、整洁的校园环境，进

行环境维护和草坪、绿篱和树木的修

剪等各项工作的同时，针对杨树树龄

较大且存在大量干枯枝、下垂枝、断

枝的树木进行修剪工作，尤其是高空

枯枝掉落和 3 号草坪树木生长过密

的问题，重点进行了我校雁塔校区北

院教学区 3 号草坪和校史馆周边杨

树枯枝去除的专项工作。

（来稿：郑义）春暖花开，万物

复苏，花草树木迎来了新的生长。为

进一步美化家属院住宅环境，改善树

木光照效果，减少安全隐患的发生，

给广大教职工住户老师们有一个安

全、舒适、阳光、整洁的居住环境。

近日，物业管理中心南院物业部开展

对南院家属区的树木进行修剪专项

工作。

春末夏初是修剪树枝的最佳时

机，可避免夏季树枝过度生长，从而

影响树木美观和住户老师们的行路

安全，修剪后的树木便于通风，更有

利于吸收养分，对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起到积极预防的作用。

南院物业部联络了配备专业车

辆及设备、人员的公司，进行了该项

修剪工作，此次树木修剪工作不仅对

生长过密的树枝进行修剪，也重点针

对树龄较大且存在大量干枯枝、下垂

枝、断枝的树木进行修剪，避免枯枝、

断枝掉落造成人员或车辆的损伤，排

除高空掉落的风险。

作业期间，南院物业部经理及主

管在人员进行修剪工作时紧盯安全，

严格遵守后勤中心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

在利用这段专项工作同时，绿化

组的工人们也进行环境维护和草坪、

绿篱和树木的修剪等各项工作。本次

专项工作共修剪树木 50 余棵，历时

3 天。修剪工作结束后，保洁部的全

体员工会及时进行了周边环境的彻

底清理工作。本次专项工作在保证各

项工作与人员安全的前提下顺利、圆

满完成。

物业管理中心南院物业部将会

始终围绕学校，全力做好家属区的后

勤服务保障工作，始终会心系住户，

服务住户，不断提高服务标准，给全

校的住户老师们提供优质服务和有

力保障。



（来稿：刘佩）在这个特殊

的庚子年，“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这句话意义非凡。

后勤人迎难而上，全力以赴。终

于，这场波澜壮阔的无硝烟战争

迎来了“春之声”，莘莘学子返

校之日指日可待。为了更好服务

南北院师生，4 月 26 日早上，商

贸中心部门负责人针对准备返岗

复工的市场经营户召开了复工前

的专项会议。

每户摊位共同经营的人员必

须都要做核酸检测，结果显示正

常的经营户才可以复工。

复工前，经营户需做好各自

摊位区域的卫生保洁工作，及时

清理各自的杂物，确保市场复工

后拥有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

对于复工后，出于疫情防控

工作的要求，经营户要严格遵守

相关规定。规范使用口罩，注意

个人卫生，经营户之间尽量避免

人员聚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

工作要求。

对于北院菜鸟驿站，要求工

作人员对室内外进行彻底保洁，

划定明确的出入口、设置隔离挡，

对快件设置卸货区和消毒区以及

测温区，确保师生放心寄递。

严格落实学校疫情防控的工

作要求，确保有序、安全复工。

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形势，根据学

校安排，适时的恢复青教便民市

场正常营业，便利我校南院教职

员工及住户。

（来稿：何博）4 月 27 日上午，后勤服务中心组织

后勤各中心第一批返岗员工于雁塔校区下沉广场进行核

酸检测。

本次检测由迪安诊断上门检测，采用荧光定量 pcr

方法，核酸检测是目前确诊新冠病毒最科学有效的方法，

能有效筛选出潜伏期患者、疑似病例和无症状隐形感染

者，最大限度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前一天，后勤中心积

极组织，设立场地，对检测环境进行布置及消毒等。27

日上午，在后勤中心各部门的组织协调下，整个检测过

程秩序井然，员工按序号采取叫号方式逐一取样，要求

被叫号员工穿着整齐，佩戴口罩，排队间隔一米以上，

对于尚未叫号的员工在隔离线外等待。中午 11 时许，后

勤 112 名员工核酸检测采样工作顺利结束。

4 月 28 日上午，收到迪安检测公司的检测报告，第

一批 112 名复工人员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结果一切正常。

返岗人员的全体健康，离不开假期中心各部门的大力监

督和努力宣传，也离不开后勤员工及家属的积极配合。

本次检测，为复工员工的健康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来稿：段瑞瑞）自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学生公寓物业部始终把

疫情当做命令，建立全面的员工动态

信息表，制定防控工作预案、防控期

间管理规定等，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为了保障开学后学生安全与学生

公寓环境卫生，学生公寓物业部防疫

工作正全面开展，尽心尽力为同学们

营造安全卫生的住宿环境。

4 月 23 日，学生公寓物业部所

有公寓楼长及以上员工全员上岗，认

真细致为学生返校做好准备工作。首

先，学生公寓物业部针对防疫知识的

宣传进行了精心布置，在学生公寓楼

大厅内张贴《正确使用口罩防护的方

法》，在学生公寓公共水房张贴《正

确的洗手方法》等，还在每个学生公

寓值班台外 1.5 米距离，在地面粘贴

地标线，将值班员和学生间距隔开。

在公寓大门口处，将无障碍通道一分

为二用隔离带进行分开，制作指示标

牌明确进出方向。

为了保障学生返校后能够居住

在干净、卫生、安全的环境中，各学

生公寓开展了全面的卫生大清扫，从

地面到屋顶，从窗户到扶梯，从水房

的水池到生间的便池都清洁得焕然

一新；与此同时，学生公寓物业部组

织保洁人员对学生公寓的 69 台洗衣

机也进行了专项清洗工作，做到全楼

公共卫生无死角。学生公寓楼内的公

共门厅、公共厕所、公共盥洗室和洗

衣房公寓楼长根据天气情况进行管

理，确保室内公共场地 24 小时通风。

重中之重的全面消杀工作，学生

公寓物业部要求保洁员每天 8：30 和

14：30,对公共区域、卫生间、水房、

楼梯间、电梯轿厢等进行专项消毒两

次；对公共卫生间水龙头、门拉手等

手接触区域，每日使用乙醇消毒液擦

拭消毒 2 次；卫生间地面、洗手盆、

尿斗、便池等区域，每日上下午使用

过氧乙酸喷洒消毒 2 次；要求公寓值

班员每天对所辖区域内的地面、桌

面、日常可能接触使用的物体表面等

进行清洁消毒。与此同时，学生公寓

物业部不仅组织保洁员对学生公寓

公共区域进行消毒，还组织保洁员两

人一组对学生宿舍内部进行了全面

消杀工作。

下一步，学生公寓物业部还将继

续强化、细化各项措施，做好各项准

备，让所有即将返校的学生在安全、

温馨的环境中开启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