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稿：李晓佳）按照学校

党委工作安排和“以案促改”专

题民主生活会会议要求，9 月 9

日下午，后勤服务中心在后勤二

楼会议室召开处级领导班子“以

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后勤

班子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各党

支部书记参加会议，会议应到 18

人，实到 17 人，会议由后勤党

总支书记魏义业主持。

为了开好此次民主生活会，7

月份以来，后勤领导班子通过集

体学习和个人自学等方式，深入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精神、关于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选人用人、加强党的作

风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

述；学习中央“两个通报”精神，

并围绕“四个专题”开展专题研

讨，对照通知要求认真查摆班子

和自身存在的问题，广泛开展领

导与领导之间、与本部门党员之

间、与师生员工之间谈心谈话工

作，认真分析查找出来的问题和

征集到的意见建议，认真撰写班

子及个人对照检查材料，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

改措施。后勤党总支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

职责，主持起草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对班

子成员发言提纲审阅把关。

会上，魏义业代表班子作对照检查发言，

通报了 2018 年“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2019 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

民主生活会查摆问题整改情况，并从“两个维

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廉洁自律、作风

建设、担当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六个方面，深

入查找班子存在的问题，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

根源，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改进思路，同

时认真听取了班子成员及其他与会同志对领导

班子的意见建议。随后，班子成员逐一进行对

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发言中大家表示，要旗帜

鲜明讲政治，把以案促改工作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对待。坚定

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坚

守纪律规矩，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确保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要真抓实干敢担当，在以案促

改中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

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坚决克

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发扬

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工作作

风，坚持全面全严治党，落实

一岗双责，树立正确的选人用

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

要把以案促改与后勤工作实

际以及学校发展建设等各项

具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牢记

职责，立足岗位，拿出具体的

举措与办法推动工作，解决问

题，达成目标，确保以案促改

工作取得实效。

（来稿：黄瑞）为进一步改善我

校师生就餐环境，提升饮食服务质量

和保障能力，暑期，顺利完成饮食服

务中心草堂校区菊园餐厅三家合作

经营餐厅招标工作。

8 月初，相关人员就已入场，开

始装修。经过暑期一个月的装修，三

个餐厅的面貌有了较大的提升。从设

备更换、后厨改造、灯光设计，到餐

桌椅更换、增添空调、水吧售餐台的

建设等，均进行了改造升级，让学生

的就餐环境焕然一新，成为了我校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装修后的风格简约

高端、温馨舒适，布局功能更加完善，

使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三楼民族餐

厅，在餐厅北面设立了少数民族专用

窗口和就餐区，更好地满足民族师生

的就餐需求。不止就餐环境，各餐厅

的经营品种也有所增加。除了常规菜

品，师生还有了更多的选择，如地方

特色小吃、西餐、炸鸡等，种类繁多，

品种丰富。部分餐厅还设立了卡座、

小圆桌，用于学生学习、休闲、娱乐。

开业前为做好各项安全工作，中

心对餐厅所有员工做了核酸检测，结

果均呈阴性。严防病从口入，中心要

求各餐厅从原材料的购入、验收、初

加工，烹饪、出锅售卖等，均有专人

负责，做到责任到人，竖起了一条看

得见的安全防线，从源头上保证了食

物的安全。

经过此次装修改造，饮食服务中

心将以更舒适的环境、更饱满的热情

服务每一位师生的到来。



（来稿：刘佩）9 月 3 日，针

对碑林消防支队的检查，商贸中心

对青教便民市场内部走廊和物业

中心管理的青教公寓连接处的地

方进行消防通道安全排查。

针对常年不启动使用的楼梯

间，商贸中心和物业中心及时沟

通，明确该消防通道隔离门的钥匙

归属，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

的打开消防通道。针对消防通道中

堆积的杂物，组织人员及时进行清

理，将消防通道完全腾挪干净，确

保不会影响在紧急情况下人员的

逃离通道。并且将消防通道的门禁

钥匙放置在市场内部，由专门人员

进行管理。在人员更替的情况下，

必须交接清楚消防通道的启用情

况。对于在消防通道附近经营的用

户，严格要求其不能占用消防通道

区域的地方进行经营，更不允许在

禁止区域堆放自己的个人物品。市

场管理人员在本次消防通道安全

隐患排查中，针对相关经营户进行

了消防安全理念宣传，要求他人切

实树立起安全防范的意识，提高自

己消防安全红线意识，重视消防通

道规范、整洁的潜在作用。

通过这次安全隐患排查，商贸

中心和物业中心就过去一直以来

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区域明确了

分工，能更加有效的在发生紧急情

况时确保及时启用消防通道。为安

全，增加更多一份的保障。

（来稿：牛博文）9 月 9 日上午，

物业服务中心教室物业部多媒体办

公室组织大楼和南阶多媒体管理员

在教学大楼 311 教室开展了多媒体

业务技能培训。此次培训主要以常见

故障处理和多媒体管理员提问的方

式进行，旨在进一步完善多媒体教学

设备的管理、使用，提高多媒体管理

员的业务技能和水平，同时提升多媒

体设备故障的处置能力。

教室物业部多媒体主管从多媒

体教学设备的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

着手展开培训。硬件方面，主要针对

常见的主机不启动、视频及音频无

声、中控无法控制投影机和幕布、显

示器画面偏色、笔记本投屏切换等常

见故障进行处理方法培训；软件方

面，主要对冰点还原软件、常用教学

软件的安装使用和操作方法进行培

训，随后对多媒体管理员在日常工作

中遇到的常见问题进行解答，培训最

后由多媒体管理员现场动手操作，熟

悉培训内容。

多媒体教学设备管理的好坏，直

接影响到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和教

学质量的提高，因此，教室物业部多

媒体办公室高度重视多媒体教室的

技术保障和管理维护。在以后的多媒

体服务保障工作当中，多媒体办公室

将广泛听取老师诉求，积极和老师进

行意见交流和沟通，征求老师对多媒

体服务保障工作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及时了解服务工作当中所存在的问

题并及时改进和完善，不断提升教室

物业部对多媒体设备的日常管理维

护水平以及运行常见故障的处理能

力。

（来稿：陈东玥）为给草堂校区

教职工公寓的住户营造一个祥和、卫

生、安全的生活环境，提高环境卫生

质量，切实改变环境卫生状况，草堂

物业部对公共区域内无主垃圾进行

集中清理。

对于垃圾乱堆乱放的情况，严重

影响到其他住户的生活环境，为了还

各位业主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

组织保洁员开展垃圾集中清理工作。

首先安排楼宇管家仔细逐户排查楼

内公共区域大厅、楼梯间以及楼外道

路两侧的拐角、建筑角落、非机动停

车位等区域，强化死角死面管理。同

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列出问题

清单，对杂物权属明确的，客服人员

与业主进行沟通联系说明情况由住

户清理，对于无法确定归属的杂物，

由保洁人员清理和搬离。在清理中，

保洁员不怕脏不怕累，大家各自分

工，干劲十足，忘我的工作精神感染

了周围的住户，在楼内清理时有的住

户主动加入到劳动中来，顺手将自己

门前的垃圾进行清理，还不忘对我们

说一声“辛苦了！”让大家备受鼓舞。

此项工作的开展一是要加强部

门合作，楼宇管家认真排查做好登

记，客服人员积极沟通，保洁人员及

时清理，安保人员加大巡查力度及频

率。同时合理安排客服人员入户宣

传，陈明利害，提高住户的环保意识。

二是加强监控巡查;充分利用电子设

备对家属区内进行巡查，结合实际在

几个高峰期时间点进行巡查。中午时

分加强人力巡查，确保从源头遏制乱

倒建筑垃圾以及生活垃圾等行为。三

是强化综合管理;对部分严重地段做

好禁止堆放垃圾警示，防止在工作人

员清理完后偷倒现象反潮。近两个月

的时间，共巡查乱堆放垃圾近 300

处，工作人员共清理装修垃圾 52 件，

清理生活垃圾 100 余次。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做好无主垃圾清理工作，并

及时清理暴露无主垃圾，确保草堂教

职工公寓内环境整洁有序。

当前，草堂校区教职工公寓入住

的老师越来越多，正是我们环境建设

的关键阶段，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

们将加大巡查力度，形成专项工作。

尽管解决起来面临诸多困难,但这些

问题关系到住户的日常生活,他们不

能退缩。通过这次清理，有效地提升

了教职工公寓整体环境质量，同时我

们也倡议住户之间互相监督，杜绝垃

圾乱扔乱倒现象，共同改善生活环境

和质量，共同维护美好的家园。



（来稿：牛博文）通过开学

前各项准备工作的扎实开展，物

业服务中心教室物业部所辖范围

内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运行平

稳。为持续加强楼宇管理，清除

卫生死角，将服务工作做实做细。

本周，教室物业部各楼宇组

织人员开展了大量的专项工作，

持续升级服务、完善细节。屋面

清扫、除淤泥、屋顶杂草清理、

屋顶落水口疏通、雨水篦清理等，

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楼长带队，楼

顶屋面作业主管监督落实安全措

施，土木楼、工科楼、主楼、南

阶等楼宇屋面上的杂草、小树，

散落的垃圾、废弃物、落叶，雨

水篦下的淤泥等区域，通过大家

齐心协力集中清理，很快便焕然

一新。

各楼宇屋面环境得到了有效

改善，同时，教室物业部要求各

楼长，从 9 月开始，将屋面清理

工作作为月专项定期清理，确保

各楼宇屋面整洁、落水口畅通。

（通讯员：何博）饮食服务中心

雁塔校区餐饮大楼建于 2001 年，至

今已有 19 年，民族餐厅位于餐饮大

楼一层西南角。随着时间的推移，民

族餐厅设施陈旧，已

难以满足现有师生

的就餐需求。

今年暑期，在我

校招标办的组织下，

对雁塔校区民族餐

厅进行了招标。为了

让学生早日吃到可

口的饭菜，在总务

处、饮食中心等相关

部门的协调下，历经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标单位加班加

点，从设备更换、后厨改造、灯光设

计，到餐桌椅更换、门头升级等都进

行了改造升级，让学生的就餐环境焕

然一新，并在门口设置了休闲区，成

为了我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硬件设施改造的同时，软件也要

与之相匹配。餐厅对原有品种进行了

优化，从原有的二十多种升级为现有

的五十多种，使学生的餐饮可选性大

大得到了提高，后期计划推出校内外

卖服务，让师生足不出户即可吃到学

校餐厅的美食，并提供更多的勤工俭

学送餐岗位。

9 月 2 日开业当天，早已等待多

时的学生迫不及待的进入餐厅品尝

民族美食，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座无空席，得到了就餐师生的一致好

认可。餐厅全体员工将继续努力，以

全新的姿态、饱满的热情，迎接每一

位师生的到来！

（来稿：孙红英）随着疫情防控

工作一片向好，学生返校工作的顺利

进行，为全力做好我校家属区的各项

卫生服务保障工作，给师生创造干

净、整洁、放心的生活环境，南院物

业部保洁组工作人员在积极做好日

常卫生保障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各

类专项工作，进一步提升了南院整体

卫生环境。

首先，为做好生活垃圾桶清洁，

及消毒工作，南院物业部组织保洁员

对生活垃圾桶进行了集中刷洗，并由

专人负责消毒工作，以此同时，组织

员工对院内无主垃圾进行了集中清

理，并加强死角区域清扫力度，有效

改善室外环境卫生，预防病菌传播。

为提升高层住宅楼卫生服务保

障工作，南院物业部织保洁员对

44-46#楼的玻璃门头及墙面污渍进

行专项刷洗。在专项工作进行过程

中，由主管老师安排，严格按照高空

作业“三盯”要求，操作人员佩戴安

全绳，并由多人扶梯，确保人员安全。

除此之外，南院物业部组织员工

对校医院、校工会 20 余块玻璃窗户

进行全面擦洗，对青教公寓室内、外

步行楼梯进行专项刷洗。

在今后的工作中，南院物业部将

以“全面推进，突出精细”为抓手，

在做好日常保洁工作的同时，对于巡

查中发现的卫生问题及时进行清理，

持之以恒地做好南院部卫生保洁工

作，切实提升卫生服务品质,树立良

好物业形象。

（来稿：韩浩）南院家属区承载

着我校师生员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希冀。南院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是关

系我校教职工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

通过此次改造，旨在改善南院家属区

的居住环境，让一栋栋老旧楼旧貌换

新颜，重新焕发出靓丽的光彩。

此次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南院家

属区共 43 栋住宅楼，改造内容达到

十八项之多，其中与后勤通信服务中

心密切相关的是架空线缆落地，老旧

地下管道和落地线缆的新沟道由施

工企业来完成。通信服务中心主要任

务是配合南院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

全力以赴，确保电话线路的畅通。

面对这样一项惠及民生的重要

工程，通信服务中心全体员工上下一

心、服从大局、克服困难、勇担使命，

始终把学校师生员工的利益放在首

位，把教职工对美好社区、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全力做好后勤通

信服务保障工作。中心维护人员奔走

于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保障着每一部

电话的通信畅通。由于南院老旧小区

改造铲断了大量光纤皮线，再加上暑

期整理和拆除老旧的电话线缆， 中

心维护组的工作量大大增加，维护人

员连日奋战在施工现场，第一时间排

除通信故障，针对光纤改造工程中出

现的难点问题及时沟通、及时解决。



（来稿：徐鑫）为进一步做好秋

季开学校园疫情防控，营造良好的卫

生环境和育人氛围，校园服务中心环

卫部根据保洁难点，制定清扫保洁计

划，合理配备人员，增加校园人工保

洁频次，延长保洁时间和范围，做到

清扫保洁人员无空缺、时间无空挡、

工作无空隙，巡回拣拾，随脏随净。

校园服务中心环卫部自开学以

来，通过日常巡查及专项检查，集中

人员作业或单独派单进行卫生死角

专项工作共计 3 处。为了保障校园环

境卫生质量，在冲洗草坪内圆路缝隙

之前，环卫部管理员首先检查冲地机

器的使用情况，现场强调安全注意事

项。开始冲洗园路时，管理员在现场

指导并观察冲洗情况，达到校园中心

园路冲洗标准；同时，环卫部组织人

员进行清理北院校园内所有雨篦子，

校园服务中心环卫部会持续关注校

园内卫生死角，及时发现及时清理。

果皮箱是校园内师生处理生活

垃圾的地方，校园服务中心环卫部经

过一段时间的巡查发现，校园内果皮

箱的桶身以及周围在经过一段时间

的使用后会变脏，桶身落灰，显得颜

色暗淡。环卫部利用下班时间，组织

环卫所有员工进行擦拭果皮箱外立

面以及冲洗果皮箱周围地面，最后使

用过氧乙酸进行果皮箱的消毒。环卫

部把果皮箱擦拭作为专项工作，将一

直持续下去，保证果皮箱始终保持干

净卫生。

校园服务中心通过这次卫生死

角清理工作，减少了校园内的卫生死

角，有效的提高了校园环境的干净整

洁程度，校园服务中心将按照“标准

段”作业办法，定期对卫生死角进行

检查并及时清理。

（来稿：高寒）8 月 27 日，2020

年度校党政联席会于草堂校区召开。

为做好参会人员的餐饮保障工作，展

现草堂校区良好精神风貌，草堂校区

招待餐厅承担了本次活动的专项保

障任务。

会议当天，后勤服务中心副总经

理冯浩、饮食服务中心草堂校区经理

杨新玲亲临现场，从菜品的选择、餐

区的布置，到凉、热菜的出菜时间等，

根据参会代表人数及会议流程均做

了细致安排，保证就餐的参会代表们

能够吃的舒心、吃的放心。

中午 12 时整，各类菜品、主食、

时令水果、饮品等全部准备到位，自

助餐台上准备了多种精致菜品，为就

餐者提供了多种口味的选择。得益于

前期的精心准备和就餐中的优质服

务，本次自助餐保障工作秩序井然。

历经一个半小时的精心保障，招待餐

厅完满完成 2020 年度党政联席会的

餐饮保障任务。

本次餐饮保障的圆满完成，离不

开中心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离不

开我们敢于吃苦、努力钻研的团队。

饮食中心全体成员将继续努力，全心

全意做好我校每一项活动的餐饮保

障！

（来稿：严菲）当同学在宿舍正

拿着“五杀”，电脑电源突然没电

了，当炎热的夏季风扇却不转了，此

时此刻最需要的是“维修工”

工程服务中心共有 12 名维修

工。他们负责我校雁塔校区北院的维

修保障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1、宿舍楼、教学楼及其它公共

区域的零星维修，包括室内灯、插座、

电扇、疏散指示灯、应急灯、龙头、

木门等的维修；2、各区域配电柜、

水泵管理、设备室值班等；3、水电

木暖紧急抢修、日常水电木保障等

等......师傅们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

值班待命，一名师傅平均一周要出

70-80 单任务。

工程服务中心的电工师傅们都

是各个渠道招聘而来的“精英选

手”，人人持证上岗；维修所需装备

齐全；另外工程服务中心还会针对维

修队伍的专业能力、业务素养定期开

展理论、实践的培训和考核。只有从

人才、装备、制度几方面多管齐下，

不断追求打造更高品质的维修队伍，

才能精益求精提供更加精准化、专业

化的维修服务。

维修保障是一门容错率极低的

工作，工作中稍有粗心大意就可能酿

成大错。值班制度、交接班制度、操

作制度、巡视检查制度等一系列完整

的制度体系对维修师傅们的日常工

作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和管理，让他们

的工作尽可能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检查高压配电室状况，是他们工

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个小细节出

了问题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电力

瘫痪，我们的检查一定要细致，半点

马虎不得。除此之外，维修师傅还需

要对电路进行低压检修。李师傅在队

员的帮助下爬上高高的梯子，将身体

探入漆黑的天花板检修电路，在狭小

的环境中对每一处电路进行细致入

微的探查。待检修完毕下来时，他的

头顶和肩膀都蹭上了厚厚的灰尘。李

师傅随手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说道：

“工作难免这碰灰那蹭土，有时手还

会被划伤，但若因此而不仔细探查，

这检修可是要出大问题。”一次学校

的配电室发生故障，但因为其特殊

性，维修师傅们在接到检修任务后，

立即带上工具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

场，一分一秒都是在和时间赛跑。汗

水浸湿了衣衫，眼睛看花了电路，但

片刻都不敢停下休息。最终在他们的

努力下，不到半小时就解决了故障。

小到日常维修，大到紧急抢修的

艰巨任务，维修师傅们靠着高超的专

业技术与辛勤的付出一次次完成各

项任务。只有分毫必争，差错不让的

严格要求,才能实现超一流的工作水

平,为大家提供最优质、稳定的动力

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