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稿：段征)金鼠开年不平凡，

新年伊始，一场前所未有的遭遇战突

如其来。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速度之快、

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为新中

国成立以来之未有。随着日子一天天

变暖，疫情好消息也频频传来。面对

疫情，后勤服务中心组织有序，群策

群力，发挥后勤人守业的精神，齐心

协力，众志成城，全方位开展教职工

值班、复工的疫情防控和后勤保障工

作。

后勤服务中心时刻关注疫情动

态，及时下发防控通知，严格执行防

控工作日报制度，畅通信息渠道，及

时传达学校及上级相关精神，做好防

疫和后勤保障工作。做好了前期学校

要求的员工“疫情通”的每日申报、

各中心员工复工返岗疫情防控工作

方案制定等工作，而且在短短几日之

内克服后勤一线员工年纪大、文化程

度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等困难，协

调组织各中心群策群力，竭尽全力，

采集员工信息，加班加点做好了 1035

名员工的信息录入和核对工作。

餐饮不仅是学校假期正常运行

的重要保障，也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环

节。今年，饮食中心部分员工放弃春

节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为留校师生提

供无接触售餐。就餐期间严格做好食

堂入口把关，严格执行堂食就餐制和

食品卫生，严格落实食堂场所的消毒

通风工作，除每天对后厨、售菜间、

就餐区域实行消毒外，每餐后增加一

次地毯式消毒工作、桌椅每餐后消毒

擦拭工作，以确保教职工用餐安全。

寒假期间，校园寂静，校园保洁

工作封校不停岗，在管理好留校员工

的同时，一如既往地做好保洁服务、

绿化养护等工作。校园中心除了日常

保洁和养护外，为有效切断校园内病

毒传播途径，保护校园不受污染，确

保教职工人身安全，对校园内道路、

垃圾桶等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并

制定了公共场所定期消毒的方案。

假期是工程维修的关键时期，受

疫情影响，人手寥寥无几，但工程中

心克服人员无法返岗的困难，在领导

干部带头下，留守人员积极配合，不

辞辛劳守护着校园安全；工程师傅们

24 小时值守仍旧照常，3 月 15 日深

夜，工程中心还对南院 26 号楼进行

了水表安装。校园设施设备检查和维

修检修仍在进行，毫不松懈，为接下

来的开学充分准备着。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物业管理中心承担起南院室内外、北

院宿舍、教学区域的消毒工作，对重

点区域进行全方位清洁，确保校园干

净、整洁，无卫生死角，营造安全卫

生的良好“家”氛围。在公共卫生间、

电梯等特殊场所配置纸巾、消毒液，

设置废弃口罩专用回收桶及各类温

馨提示，尽心、尽责地守护校园内的

每一片土地，为接下来的返校工作做

好工作。

这个春节，注定让人难忘；这个

寒假，注定让人铭记。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后勤全体职工，齐心

协力，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打好这场

防控攻坚战，复工返岗是第一场战役，

我们时刻准备着，为将来返校的师生

们创造另一个安全整洁的环境。

（来稿：高寒）3 月 6 日，饮食

中心草堂校区在后勤领导关怀下，在

上级部门协调下，为贯彻落实学校有

关复工复产工作部署要求，按照西安

市高新区防控新冠肺炎染疫情工作

指挥部要求，饮食中心草堂校区积极

联系省卫健委指定符合资质条件的

定点检测机构对先期返校处于隔离

状态、拟复工的 12 名员工进行了核

酸检测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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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6 日早晨，按照核酸检测取

样有关技术要求，饮食中心草堂校区

办公室积极组织，设立场地，同时对

环境进行强化消毒。

后勤党总支书记书记魏义业、总

经理助理、饮食中心总经理刘书军亲

临现场指导，中心办公室人员穿着护

具、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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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尚未叫号的员工仍在

隔离宿舍等待。通过精心组织，整个

检测过程秩序井然，中午 11 时许，

饮食中心草堂校区顺利完成隔离员

工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在检测取样结束后，对取样区域

进行二次消毒。次日下午 17时 20分，

中心接到检测机构反馈检测报告，被

检 12 名员工全部核酸检测阴性，结

果一切正常。

通过本次检测，有力的提升了饮

食中心草堂校区遇到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期间的应急能力，积累了在特殊

情况下人员隔离、管理、消毒、后勤

保障的宝贵经验，同时，也强化了同

学校其他职能部门，政府有关职能部

门之间的交流协作，为防护新冠肺炎

疫情筑牢护盾，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来稿：韩浩）在疫情期间，

全国人民都在居家隔离，通讯保

障是重要的基本民生保障工作。

并是电讯中心的责任，做好疫情

期间的通讯保障工作尤为重要。

为了做好我校的通讯保障工

作，后勤电讯中心积极作为。在

中心经理的部署下，中心各员工

与各通信运营商远程协调，尽量

避免校外人员进入学校。当基站

出现故障时，电讯中心员工会在

运营商的远程协助下代为处理故

障，并做好必要的基站巡查工作，

发现基站的剩余电量不多时，及

时与运营商联系由电讯中心员工

帮他们购电，尽可能的减少人员

走动，降低疾病传播风险。

从 3 月 2 日截止 3 月 13 日，

电讯中心员工一共巡查我校南、

北院基站 18 次，在运营商协助下

处理基站故障 2 次，为基站购电

续费 7 次。此外，电讯中心坚持

每天值班，第一时间应对通信故

障。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接下

来我们将继续按照后勤部署，做

好疫情防控保障工作，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来稿：郑义）寒假

是每一个学生都翘首以

盼的日子，可以暂时的放

下书包，不用整天想着学

习、上课、作业，家长们

也可以喘口气休息一下，

一家人可以自由安排时

间欢度春节。但是今年本

应该喜气洋洋的气氛被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性

病毒所影响，极大地威胁

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居家生活首要条件

就是要有水有电，特别是

春节期间，每一家都基本

足不出户，所以水电供应

很重要，南院物业部客服

组承担家属区水电

的售卖工作，为了

保障所有住户正常

购买水电，南院物

业部从 2017 年接手家属区物业服务

工作后坚持全年 365 天售水电，确保

每家每户能够正常使用水电，从此不

用烦恼生活起居。

当然，365 天不休假我们不光为

住户供应水电，南院物业部的维修组、

保洁组、安保组假期也同样不停休负

责家属院的环境卫生工作、设施设备

水电维修工作、高层住宅楼的安防工

作等等。

这些看似简单、平常的工作但是

对于家属院来说确是最重要的、不可

缺少的，家属院共 3000 余户，每天

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且此次疫情非同

小可，南院物业部采取疫情防控消毒

应急响应措施，所有员工都冲在了防

疫的一线，维护了南院家属区全校住

户老师的身体健康。

在这个期间，南院物业部要求每

一位一线员工在工作中时刻佩戴口

罩，做好专业防护，佩戴防护眼镜、

手套等。客服组日常值班收费无休假，

首先我们张贴了“未戴口罩不予接待”

的温馨提示，严格地对每一位来缴水

电费的住户老师们进行登记，填写其

姓名、住址以及联系方式，随后用电

子测温枪对其进行测温并进行记录。

同时，南院物业部还担任着雁塔

校区住户出入证发放工作，前台工作

人员每日对前来领取出入证的住户

老师们的信息做好记录、统计工作。

不光是客服组，我们的保洁组的每日

的打扫与消毒工作、安保的值班与消

毒工作、维修组的维修工作，都紧紧

的围绕着南院住户老师们的生活。

南院物业部为了保障好家属区

师生住户的家庭生活能够平稳有序

的进行，我们 365 天不停休为住户提

供物业服务工作，只要住户需要我们，

我们便迎难而上冲到一线，让广大住

户老师在这个“非常时期”的寒假能

够过得安心、放心。

（来稿：田瑶）也许你是有出

行计划的旅行达人，也许你是资深

宅人打算家里蹲，又也许你是一片

孝心打算陪伴父母度过新春佳节，

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如阴云般笼

罩你我心头。为了响应祖国号召，

大家纷纷开启家里蹲模式，虽然有

无数的计划被疫情打乱，但总归有

一项是实现了的——陪伴家人，可

有些岗位依旧需要坚守。

疫情无情人有情，坚守岗位显

真情。疫情，阻挡了外出的脚步，

却无法阻挡我们与员工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心。根据后勤关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要求，饮食

中心幸福校区高度重视，进行周密

部署。

加强宣传 科学防疫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根据后勤的文件要求，饮食中心幸

福校区为每个食堂设立微信群，在

群内对防控工作进展、防控要求及

防疫知识等内容进行宣传，让员工

及时了解掌握防控工作部署和学校

防控动态，宣传权威疫情防控知识，

增强防控意识。虽然幸福校区饮食

中心为未营业状态，但依旧每天都

有员工对食堂内的所有区域进行消

毒，目的是让食堂保持在良好的状

态，我们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为

师生提供餐饮保障。

详细摸底 准确排查

疫情就是命令，通知就有行动。

从疫情开始，食堂主任需要统计每

一位员工的身体情况、是否外出、

外出目的地和时间等情况。

接到部署之后，每个食堂主任

都积极行动，主动克服困难，详细

且准确的统计出所有员工的基本信

息，并且持之以恒地进行统计上报，

时时监控动态，力求准确、详细掌

握每个员工情况。

虽然是未复工状态，但也算是

体验了在家办公的感觉，真的体会

到疫情就是命令，无论我在做什么，

只要接到电话需要统计或者上报数

据，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回到工

作状态。到后来作为幸福校区疫情

通信息员，每天负责收集所有员工

的疫情信息，每日保证信息完整同

时按时上传，并做到及时上传下达。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

木春。冬天已经过去，春的气息扑

面而来。让我们一起期盼春风化雨，

驱散病魔，迎来春暖花开。抗击疫

情仍然在路上，我们将扎实做好群

防群控，迎接员工及师生的平安健

康归来！



（来稿：段瑞瑞）“你好，请登

记姓名、测量体温，体温正常，我

们才能让你进入。”1 月 24 日，在

学生公寓门口，值班员员正在为进

入宿舍的学生测量体温。为做好“三

防”（防输入、防输出、防扩散）

工作，打通疫情防控“最后一道防

线”，学生公寓物业部在所辖 8 个

学生公寓设下“门禁”，进行疫情

防控工作。

准确掌

握信息是有

效防控疫情

的重要前提。为

实 时 掌 握 学 生

公寓物业部 54

名员工和 16 名

在 校 留 宿 学 生

的 所 在 位 置 和

健康状况。从 1

月 24 日起实行

人员动态“日报

告”制度，要求值班楼长每天早上

7:40 定时报送每位在岗员工和学

生的健康状况，如有人员健康状况

发生变化，须随时报备，如无变化，

须进行“零报送”，确保人员排查

信息报送及时准确，无漏报、虚报、

迟报情况发生。

目前，学生公寓物业部已将 17

名留宿学生的基本情况全部掌握，

并及时上报学生处宿管科。同时按

照学生处宿管科要求，及时在所管

辖的公寓门口公告栏粘贴防控疫情

温馨提示，并严格要求值班员对留

宿学生进出进行登记及测量体温。

对于员工宿舍留宿的工作人员，

学生公寓物业部按照物业管理中心

的工作要求，对员工宿舍出入进行

管理，要求值班员对出入员工宿舍

人员的有效证件进行检查，测量体

温正常后方可进入。

连日来，学生公寓物业部的工

作人员，放弃休假，直面危机、迎

难而上，奋战在一线。除此之外还

及时提醒留宿学生，“尽量不外出，

外出要戴口罩，每天测量体温……”

学生公寓物业部全体员工积极

行动，密切关注学生和员工身体健

康状态，发现情况及时报告，让学

生公寓成为疫情防控第一线，打通

疫情防控工作“最后一道防线”。

（来稿：严菲）自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工程中心

按照上级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要求，迅速动员部署，采取果断

措施，在确保做好中心疫情防控工

作基础上，全力保障疫情防控物资

及员工个人防护用品储备工作。

为做好员工个人防护工作，工程

中心经理党化峰多次强调防疫工作

的重要性，虽已大范围管控但还需

提高自身防护力度。要求防控用品

的发放要向及时，在掌握员工岗位

用量基础上，按照标准配发和佩戴

口罩，并要求区域负责人将防护用

具佩戴规范这一举措落实到个人。

同时为了保障安全的值班工作环境，

工程中心强化办公室、周围公共区

域及库房的消毒、通风等防护工作。

办公、库房及公共区域每日全面清

洁消毒 2 次，包括值班工作人员经

常接触到的位置。消毒前需佩戴护

目镜，手套，口罩，方可进行消毒。

同时加强通风的频率，确保室内通

风顺畅。不仅如此，负责人还要进

行监督检查，指导和督促落实各种

调查和防范措施，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不仅消毒不存在死角，想法也

要确保不存在死角，不因疫情有所

好转而懈怠，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各区域负责人每天对管辖区域的值

班人员进行测温、登记等一系列防

疫工作进行监督，确保一线员工防

控的安全。

在疫情期间，维修工作也不容忽

视。3 月 5 日，总务处在疫情期间

检查中发现位于南院 11#楼东侧下

水管道出现漏水，立即与工程中心

经理党化峰进行联系，接到任务后

立即进行抢修。确保教职工正常生

活就是工程人的责任，在疫情期间

更是要担起这份责任。关闭闸阀、

穿好胶鞋、土方开挖、找漏点、材

料进场等等一系列抢修工作紧张而

有序地进行着。后经查，11#楼东侧

及西侧管道破裂的地底下有两趟

DN100 及 DN160 直径的下水管道，

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找到漏水点。

但作业空间狭小、空气流通性差，

返水量又大。即便如此，在疫情防

控的特殊时期，工程中心施工人员

都能按照防控要求，全程佩戴口罩。

不畏疫情，争分夺秒地全力抢修，

成功更换了南院 11#楼东侧及西侧

各两趟下水管道，这场 3 天的抢修

任务于 3 月 8 日结束。总计土方开

挖及砼地面破除开挖 16m3,拆除铸

铁管道 48 米，更换新 PVC 管道 48

米；土方回填、砼地面恢复、恢复

草皮种植及垃圾清运已于 3 月 11

日结束，确保了南院 11#楼教职工

的正常生活。

疫情挡住了人们外出的脚步，却

无法阻挡工程中心为我校师生正常

居家生活保障的决心。春节至今，

工程中心共维修及抢修漏点 30 多

余处，设备巡查、管道巡查从不间

断。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疫情期间保水犹如战争中的一场战

役，工程中心员工坚持守校有责、

守校担责、守校尽责。不怕苦、不

怕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

当，真正做到了维护到位、抢修及

时,确保建大师生的正常生活。



（来稿：何博）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持续向好，春天的脚步越

来越近。情况有所好转，但不可

掉以轻心。

饮食中心雁塔校区全体值班

人员将继续做好疫情防控这一特

殊时期的餐饮保障工作，坚持做

好每天两次过氧乙酸消毒，做好

紫外线空间消毒、碗筷、餐具消

毒工作，做好员工的体温测量及

洗手消毒工作，做好就餐人员须

戴口罩和量体温等工作，坚决确

保寒假留校师生及员工的餐饮保

障工作。

中心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

并商讨开学后的饮食复工方案，

出台了《饮食中心餐厅员工第一

批复工方案》。非值班餐厅员工

目前仍在家待命，每天按时填写

疫情通，上报身体健康情况。中

心全体人员积极配合学校和后勤

的工作，一切行动听指挥，为开

学复工做好准备。

（来稿：孙莎莎）自新型冠状

病毒发生以来，物业管理中心草堂

项目部认真贯彻落实学校要求，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各岗位员工奋战

在一线，虽然大家已很疲累，但仍

然相互鼓励、相互支持。

在我们家属区有这样一群人，

她们不是医生不是护士，她们是冲

锋在前、向“疫”而行，身着工装

的保洁阿姨。这是一群以女性为主

力军，平均年龄在 50 岁左右的保洁

队伍，弱小的身躯每日毅然决然地

背起了 30 多斤重的消毒液，每天近

乎 5 个小时的消毒工作，使她们的

肩上和脸上早已压出了深深印记。

尽管如此，阿姨们也总是轻描淡写

地说，“我们坚持得住。”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各村响

应国家号召，严格执行封村制度，

禁止人员出入，董云亭阿姨在这期

间攻克重重阻碍，义无反顾回到自

己的岗位上，坚持在“疫”线，她

说“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我就和

其他人一样，都有坚守家园的心”。

保洁阿姨们除了日常工作之外，

消毒成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截止

今天消毒工作已经开展了 46 天，共

计 92 次，对整个小区每日会进行 2

次全面消毒，包括楼道、122 部电

梯、办公室、监控室、公共区域等；

对于电梯按键和扶手这些细小的设

施，喷洒消毒液无法杀菌均匀，保

洁阿姨每日会进行人工擦拭，不放

过一丝一毫，确保无死角彻底消毒。

春天已经缓缓的到来了，但是

疫情还在继续，所以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会克服困

难，尽一片绵薄之力，尽我们所能，

舍小家为大家，不计得失，默默奉

献。我们也将与全国人民一起，静

待真正的“春暖花开”。

（来稿：牛博文）为认真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鼓舞一线员工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状态，凝聚大家战胜

疫情的信心和决心。教室物业部在

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

极开展疫情防控期间员工关爱工作，

切实做好一线员工的生活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教室

物业部所有在校人员纷纷响应号召

不出校门，而如何解决理发问题成

为了“头”等大事。物业管理中心

副经理王哲了解到情况后，安排楼

长对有理发需求的人员进行统计，

同时联系了理发经验丰富的工作人

员走进校园，选择了通风良好的室

外作为理发地点，为奋战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员工全部解决了理发问题。

同时，教室物业部每日对员工的体

温进行监控，在测量体温的时候了

解员工家庭生活必需品的消耗情况，

做好登记后安排专人为员工统一采

购，切实为员工排忧解难，并为在

校的员工发放了蔬菜，保证员工生

活物资的充足。在三八妇女节来临

之际，教室物业部对在校的 15 名女

员工送去了真挚的节日祝福和纪念

品，并对她们在疫情防控期间所做

出的努力表示充分肯定。

每一项关爱、每一项举措，都

为保障一线员工的基本生活需求，

帮助和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提高

员工防控疫情的战斗力，让我们为

疫情防控工作继续努力前行！

（来稿：柳倩倩）近日，随着

疫情数据转好，陕西省对疫情响应

级别进行了下调。校园中心根据后

勤防疫工作的调整，“抗击肺炎疫

情工作小组”不仅紧抓卫生安全防

疫工作不松懈，并认真安排部署了

校园绿化养护和卫生工作。

在消杀工作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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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消毒工作；绿化部每周三对北院

室外环境进行洒水车喷洒消毒工作；

每周由专人负责在校员工的日常用

品和蔬菜的采购、分发，避免人员

流动造成疫情隐患。

在日常工作方面，由于工作人

员暂时短缺，决定采取环卫部与绿

化部相互配合方式完成日常基础工

作。除保证日常校园清扫工作以外，

还包括：南门与主楼周边落叶清理、

人工湖落叶杂物清理、草坪内落叶

清理等，进入春季后，绿化植被急

需增加水分补给，尤其是在冬季补

栽补种的樱花等植物。

校园中心的全体管理员和一线

员工通过紧抓校园环境卫生消杀工

作，落实以校园环境养护和卫生基

础工作，不仅有效防控疫情，并且

整理了校园内环境，为校园后续开

学返校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让返

校师生和教职工看到更加干净、整

洁、美丽的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