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稿：何博）1 月 31 日上午，校党委书记苏三庆、校长刘晓

君、党委副书记张志昌、副校长张晓辉等一行十余人对雁塔校区饮食

中心学生食堂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后勤党总支书记魏义业、

副总经理冯浩随行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学校领导对后勤及饮食中心疫情防控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并对值班食堂一线员工进行了慰问。最后，张晓辉副校长

重点强调了公共场所消毒和工作人员自身保护等相关工作和要求。

饮食中心全体员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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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稿：徐蓉）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在

全国肆虐。面对严峻的肺

炎疫情，在学校党委的领

导部署下，身在学校防控

第一线的后勤服务中心

快速反应、科学应对，全

力以赴，迅速投入到抗击

疫情的行动中，全力位保

障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连日来，后勤的工作

人员放弃春节休假，严格

按照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及时下发《关于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区来访人员摸底排

查的通知》，对后勤 672 名员工做好

排查管控工作，全面排查员工及家属

的住宿、轮休、寒假出行和身体状况

等信息，确保不漏一人，切实找准并

切断传染源，要求员工每天进行体温

自测，确认无发烧、咳嗽等症状后方

可上岗，严格执行人员健康状况“每

日报告”。加强各校区员工宿舍管理，

做好场所消毒，寒假期间加强盘查询

问，严禁外来人员进入；加强员工教

育，减少外出活动，特别是人群密集

场所，外出佩戴口罩；加强员工精神

状态了解，做好假期值班员工关怀。

面对日益严峻的疫情防控工作，

后勤全员毫不退缩，接受挑战，奋战

在一线，为全校师生员工做好后勤服

务和保障工作，携手共克时艰。

饮食服务保障。食堂不仅是学校

假期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就餐

期间人群高度密集的公共空间。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饮食中心高度重视，

制定《饮食中心新冠病毒防控应急措

施》，加强员工学习与宣教，全面及

时掌握员工动态信息。食堂各服务窗

口人员均全部佩戴 N95 口罩，严格落

实工作期间洗手消毒和食堂场所（特

别是大厅）消毒制度，每天对后厨、

就餐区域等进行两次重点消毒，并做

好消毒记录，截止目前三校区值班餐

厅消毒工作共计 40 次。肉蛋等菜品

加工必须烧熟煮透，烹饪温度要求执

行到位，不得售卖生食凉菜等。严格

做好索证索票工作，确保来源正规，

检验检疫票证齐全。

消毒防控工作。为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强化

日常消毒防范措施：坚持

每日对学生公寓、教学楼、

员工宿舍，两校区的家属

区 和 学 生 浴 室 等 公 共 场

所，以及楼梯间、电梯间、

垃圾箱等重点部位消毒工

作，截止目前已进行消毒

工作 136 次；对雁塔校区

家 属 区 的 公 共 区 域 主 干

道，每日一次使用洒水车

进行稀释过氧乙酸洒水消

毒，对雁塔校区公共区域

垃圾桶进行每日消毒。切

实将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强化防控宣传。通过微信、短信、

QQ 群等平台发送疫情防控提醒，在

家属楼各单元门、学生公寓的公告栏

张贴防控温馨提示，提高师生员工科

学防疫能力。加强对员工防控知识培

训，要求员工上岗必须佩戴口罩，不

断普及正确的洗手和佩戴口罩方法，

将现场教学和实践操作结合，确保员

工学懂、弄通，落实，做好个人防护。

打赢疫情防控这场无硝烟的战

争是全体后勤人最重要、最紧迫的任

务，在当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的严峻斗争中，后勤党员干部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众志成

城，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提供坚强

保证。

1 月 24 日 08:30，后勤中心结合学校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召开班子成员及各中心经理专

项会议，传达学校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并对后勤中心疫情防控工作

做出安排部署。



（来稿：吴姝瑾）生命重于泰山，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目前，

全国多地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患者，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

险。为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切实

保障我校师生的身体健康和校园安

全稳定，根据《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紧急

通知》的相关要求，后勤物业管理中

心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密切关注

疫情发展变化，迅速成立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认真部署落实防控措施。

首先，第一时间认真起草《后勤

物业管理中心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的防控方案》。同时，物业管理中

心要求在放假期间实施物业经理带

班值班制度，各部门每日上报防控各

项工作情况和疫情防控动态。对值班

员工、放假返回员工、已放假员工的

体温、身体情况、所在位置等进行每

日跟踪登记，截至目前，已连续登记

上报各项数据 7 天。

另外，通过宣传版面、微信、视

频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员工进行疫情

防控知识宣传，了解冠状病毒的特

性，提升自我防护能力。引导全员主

动配合，积极防疫，消除人员心理障

碍。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以客观科

学、积极理性的态度对待防疫、抗疫

工作，将疫情对各项工作的影响降到

最低，维护自身身体健康，维护物业

管理中心内部稳定。

截至目前，物业管理中心每天使

用过氧乙酸 24 升，累计使用过氧乙

酸共 170 升。在此次防控消毒工作

中，物业管理中心严格规范过氧乙酸

消毒频率、消毒配比、消毒过程。做

好消毒记录台账等相关工作。消毒用

品及消毒器械符合相关标准规定，并

在产品有效期内使用。要求妥善保存

保管消毒用品，并应明确标识，避免

误食误用。消毒人员作业时要求佩戴

N95 口罩、防护眼镜、胶皮

手套等，做好个人防护措

施，在此次防控工作中，后

勤物业管理中心累计为一

线员工采购口罩 300 个，发

放各类防护用品若干。消毒

后对高层楼宇大厅、值班室

等较封闭的公共场所加强

通风，保持空气流通。

物业管理中心将防控消毒工作

落到实处，消毒范围涵盖所辖全部公

共区域，其中主要包括：

南院物业部指定共计 15 名员工

进行专人消毒。使用消毒器械并对稀

释后浓度为 0.2％～0.5％的过氧乙

酸并采用喷雾形式进行消毒，因办公

与地面环境条件行政楼使用小型喷

壶并稀释 84 消毒液进行消毒，严格

规范过氧乙酸消毒频率、消毒配比、

消毒过程，并做好消毒记录台账等相

关工作。南院物业部每日早晨 8:30

开始进行消毒，楼消毒时间为上午

8:30 至 10:00 ， 下 午 为 14:30 至

16:30。家属区公共区域主干道和垃

圾桶的消毒时间为上午的 10：00 至

11:30。消毒过程中，南院物业部所

有消毒专员做了防护措施，给每个人

配发 N95 口罩、防护眼镜、胶手套等。

其中 2 名员工对家属区公共区域主

干道、垃圾桶使用洒水车进行稀释过

氧乙酸洒水消毒，每日 1 次。南院家

属区高层、多层共计 46 栋楼宇（包

含 4 栋高层、青教公寓、大板楼）进

行每层全方位无死角消毒，多层楼宇

每日 1 次，高层楼宇与行政楼每日 2

次。并将高层大厅、垃圾桶、楼梯道、

电梯等部位进行重点消毒。据统计，

南院物业部共计消毒高层楼宇 20

次、行政楼 20 次、多层楼宇 10 次、

室外 10 次。每日消耗过氧乙酸近 20

升。消毒后也对高层楼宇大厅、值班

室等较封闭的公共场所加强通风，保

持空气流通，并安全保存保管消毒用

品。

学生公寓物业部针对有留宿学

生公寓物业部要求保洁员每天上午 8

点 30 分,对公共区域、卫生间、楼梯

间、电梯轿厢等进行专项消毒；无学

生留宿公寓要求保洁员每周一和周

四上午 8 点 30 分对公共区域、卫生

间、楼梯间等进行专项消毒；8#和

14#教工公寓要求保洁员每日上午 8

点 30 分对公共区域进行专项消毒。

对所管辖公寓的值班室，要求值班员

每天 8 点、12 点、16 点、20 点对所

在岗位值班室、大厅及外围楼梯进行

专项消毒。

教室物业部对行政办公楼宇（土

木楼、逸夫楼、工科楼、东楼、西楼、

主楼、西部绿色、浴室楼、建科学院）

共计 9 栋楼宇，每日九点使用喷雾器

对楼宇走廊、楼梯扶手、垃圾桶、卫

生间及电梯轿厢等区域每日一次进

行专项消毒，教学区域（教学大楼、

东阶预留自习室 101）每日晚 22 点

待师生离去后使用喷壶对地面、门把

手以及桌椅等手可以触摸到的地方

每日一次进行专项消毒，因图书馆及

南阶教室假期封闭，每两日进行一次

专项消毒。

草堂项目组保洁员对家属区 35

栋楼宇的单元门厅、电梯间、楼梯、

和东南门岗亭、垃圾桶、及公共区域

用过氧乙酸稀释每日进行 2 次彻底

消毒。对 122 部电梯扶手、按键、75

个单元的玻璃门把手、单元门外不锈

钢栏杆进行擦拭消毒，室内及各个部

门办公室使用小型喷壶进行消毒。

据统计，后勤物业管理中心截至

目前对南院物业部高层楼宇消毒 20

次，行政楼消毒 20 次，多层楼宇消

毒 10 次，室外消毒 10 次；学生公寓

物业部对所辖 6栋学生公寓和 2栋教

工公寓累计消毒 40 次；教室物业部

对行政办公楼消毒共计 7 次，教学区

域消毒共计 7 次；草堂项目组对各个

区域累计消毒共计 22 次，物业管理

中心累计消毒共计 136 次。

防控处置疫情，是场全民战争，

没有人是看客，人人都该为自己负

责、为家人负责、为他人负责，不掉

以轻心做好自身防护工作，勤洗手、

常通风、出门戴口罩，尽量避免出入

人群密集场所，感觉不适及时就医，

不传谣、不信谣，铸起钢铁长城，病

毒传播的速度才能有效地降下去。

万众一心，没有翻不过的山，心

手相牵，没有跨不过的坎。非常时期

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众志成

城、守望相助，以行动迅速、落实有

力的姿态，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处置阻击战。



（来稿：何博）当前，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全国加快蔓

延、形势严峻。饮食中心在放假前针

对武汉出现的疫情消息做出提前预

防，要求各餐厅加强消毒力度和体温

测量工作，员工放假后要注意个人健

康防护等重要事项，并每日向上一级

汇报。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中心全体员工高度重视，共同做好预

防工作。

1、思想重视

1 月 24 日上午，后勤召开班子

成员及各中心经理专项会议。会后，

中心相关领导通过电话、微信等形

式，及时传达了会议精神，要求各值

班餐厅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2、制度建设

中心食安办在原有《饮食中心应

急预案》的基础上，针对本次新型冠

状病毒，1 月 26 日上午出台了《饮

食中心新冠病毒防控应急措施》，要

求各餐厅严格执行，认真落实。

3、行动落实

随着疫情的严重，各值班餐厅也

加大了消毒频次。从原来的一天一次

增加至现在的一天两次，在午餐、晚

餐结束后，对餐厅及外围走廊、办公

区域等进行全方位的过氧乙酸消毒。

从 1 月 21 日至今，饮食中心三校区

共计消毒 40 次，使用过氧乙酸 20L。

同时，中心对值班员工的口罩进行更

换，从一次性医用口罩更换为更专业

的 N95 口罩，防止飞沫传播，截至目

前，共发放各类口罩 54 个、手套 15

双。采购酒精，要求员工每天多次对

手部进行消毒。加强员工宿舍管理，

禁止非食堂员工留宿，并在每日上班

后对员工宿舍进行消毒。在采购方

面，要求供货商配送货物时佩戴口

罩，对相关资质进行仔细查验。

4、员工防控

值班人员由值班食堂主任对值

班人员的体温、身体状况、所在位置

等进行每日跟踪登记；各食堂对放假

返回人员进行身体情况、体温阶段数

据、家庭地址、近期旅游地点等详细

情况登记，并实时追踪，要求员工自

觉佩戴口罩，勤洗手不外出，不走亲

戚不串门，不去密集公共场所，注意

个人卫生防护，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5、值班安排

近期疫情严重，中心结合实际，

对值班表进行调整，现三校区的值班

人员均为校区经理、副经理，要求各

经理每天到岗，对餐厅的安全工作进

行检查。

6、物资储备

过氧乙酸空气消毒已成为餐厅

的一项常态化工作，近期疫情严重，

中心虽加大了消毒频次，但尚有剩

余。校总务处购置了过氧乙酸和 84

消毒液，1 月 29 日已领取；后勤中

心为各餐厅值班人员配发了专业的

N95 口罩。目前饮食中心未出现物资

短缺现象。

本次疫情来势汹涌，让我们提升

自我防护能力，坚持不信谣、不传谣，

以客观科学、积极理性的态度对待防

疫、抗疫工作，将疫情对各项工作的

影响降到最低，全面维护食堂内部稳

定。

（来稿：柳倩倩）针对我国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发展势头严峻的情况，为了给在校教职工们营造一

个安全、健康、卫生的生活环境。校园中心根据《关于

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紧急通

知》，狠抓卫生安全防疫工作，安排部署了学校卫生安

全消毒工作，做到责任到人，指定专人负责，确保各项

工作落实到位。

为做好阻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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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雁塔校区安

排部署环卫部每周三次对校园内的所有垃圾桶进行过氧

乙酸消毒工作。并要求每日各部门主管须汇报部门在西

安和已经返乡休假员工的身体状况，家属及是否接触湖

北返乡人员的具体情况；同时，做到严格要求大家进行

非必要性外出；在 27 日接到上级通知电话告知已返乡休

假的员工暂时停止到岗上班，自行居家隔离，并且与主

管保持联系汇报每日自身状况，等待领导通知到岗时间。

此外，及时召开中心管理员的网络视频会议，做出

了下一步的工作要求和部署，强调要求各个管理员 24 小

时手机畅通，确保遇到突发状况可以及时上报、处理解

决。

在消毒工作中，要求员工严格执行中心防护要求，

佩戴口罩和手套，严格消毒，做到认真、仔细、不留死

角，确保消毒彻底，并认真做好消毒记录。消毒工作的

开展，使广大教职工感受后勤对此次防疫工作的高度重

视，明确消毒工作的重要性。

消毒防疫工作关乎你我他的生命健康，关乎校园环

境的安全、卫生。为此校园中心全体管理人员和一线员

工将严格按照上级领导要求，全员上下齐心，全力奋战

在防控工作的一线，为取得防控工作的全面胜利而努力。

（来稿：韩浩）在这个特殊的春

节假期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中，电讯中心牵挂着每一位教职工

和学生的健康和安全。

疫情发生以来，电讯中心高度

重视，多次利用微信群进行语音会

议，贯彻落实《关于切实做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

紧急通知》的要求，及时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切实保障

师生员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要求员工每天报告身体状况

及行踪，无事尽量不出门，必要出

门时要戴口罩、勤洗手，做好自我

防疫、科学防护。对于在外地的员

工，中心经理逐一打电话，特别叮

嘱做好防护，返回西安的要在家自

我隔离至少 7 天。

要求员工理性对待疫情，实时

关注权威部门发布的真实疫情信

息与防控措施，主动配合并服从相

关安排。保持镇定、不要恐慌，不

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抗击

疫情。党员干部要站在防控疫情斗

争第一线，发挥好表率作用。

对于值班人员，要求每天至少

两次对营业厅进行消毒，做好环境

卫生，佩戴口罩上班。从 1 月 29

日起，各电信营业厅暂停对外营

业，并张贴通知，引导用户进行线

上办理或拨打值班电话咨询办理。

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广

大医护工作者和科研人员的共同

努力下，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



（来稿：刘佩）根据《后勤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

控的几点工作要求》的通知，商贸中心在后勤服务中心

安排下，根据青教便民市场人员集中、流动性强、空间

封闭的特点，1 月 28 日早上，市场工作人员逐一通知经

营户延迟开业。同时考虑到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局面，

通知青教便民市场两名回到蓝田老家的外聘员工延迟值

班，近期不要返回西安，在家自行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在此之前，青教便民市场坚持早晚消毒制度，有效

消灭潜在的病菌危害。并且坚决禁止经营户饲养活禽，

假期之前，对南院地下室进行节前检查，对于 8 栋地下

室承租户黄兴亮饲养活禽一事，当场要求将活禽带离地

下室，并严格警告禁止再次在地下室饲养活禽。

商贸中心将严格落实后勤服务中心根据疫情防控工

作的要求，确保本部门内部人员思想高度统一、行动统

一，共同打赢疫情防控之战。

（来稿：严菲）1 月 24 日起，根据《关于切实做

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紧急通知》的要

求，工程中心具体部署，召开视频会议，做出下一步的

工作要求和部署。

公寓教室维修组、雁塔及草堂校区各浴室每天坚持

对室内区域、库房及员工宿舍等地分别喷洒 60ml 氧乙

酸进行消毒，至今消毒次数 35 余次，使用过氧乙酸

2100ml。并坚持每天检查值班人员是否有发热发烧情

况，及时发放口罩，按照各区域值班人数共计 12 人每

人发放 2 份口罩、手套、护目镜等防护用具，认真细致

到每个环节，一旦发现异常及时上报并采取相应隔离措

施。在宣传方面，配合后勤中心悬挂防疫标语的横幅，

做好宣传工作，让师生更加直观的了解现阶段疫情带来

的严峻性。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一起努力，齐心协力，抗击病

毒，战胜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