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稿：高寒）5 月 5 日上午 10 时，校党委书记苏三庆、草堂

校区管委会及勤服务中心主要领导莅临草堂校区饮食服务中心，对

学生返校餐厅饮食保障准备工作进行检查指导。草堂校区饮食服务

中心经理杨新玲代表饮食服务中心热烈欢迎各级领导莅临草堂校

区检查指导工作，后勤服务中心总经理张波详细介绍了草堂校区开

餐前各项工作完成情况，随后在后勤服务中心总经理张波、副总经

理冯浩及总经理助理、饮食服务中心经理刘书军等的陪同下，对草

堂校区“菊园”“翠园”各餐厅进行了检查指导。

校党委书记苏三庆对各餐厅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方面进行了

全面细致的检查。实地查看了餐厅防疫准备工作、详细检查了餐厅

卫生情况及开餐前准备工作，仔细询问了开餐期间就餐人员体温监

测、洗手消毒、餐具及环境消毒、原材料采购、验收贮存、制作加工、食品留样以及剩余饭菜处理等各个环节流程。

经过细致检查，学校主要领导同志对草堂校区各餐厅食品安全及环境卫生方面表示满意和肯定，同时对检查

过程中发现的部分细节问题做出了专业指导，并要求各餐厅要切实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心中要有“红线”意识，对

于有碍食品安全及防疫工作的违规操作要坚决予以制止，守住底线，守住红线。

通过这次检查，饮食服务中心草堂校区将以此为契机，在管理水平和工作流程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同

时加强同上级职能部门沟通协作，全力做好草堂校区餐饮保障工作。

（来稿：洪莹）随着疫情防控逐

步取得成效，各地企业已经开始复工

复产。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学校

落实好防控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细

化复工复产工作预案，扎实做好教职

工防护工作。车辆服务中心全体员工

在此期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聚焦

教职工需求，努力做好疫情防控措

施，推出“扫码乘车”为推动学校复

工复产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了进一步增强我校疫情防控

的精准性、便捷性，保证我校师生乘

坐学校通勤班车的安全，要求乘坐通

勤班车时必须佩戴口罩，依次排队、

测温，乘车前需扫描车身处所张贴的

二维码，获取个人健康状况和所乘车

辆信息，并向驾驶员出示显示为绿色

码才能乘车，上车后建议教职工保持

间隔，尽量做到“一人两座”，车内

也配备了免洗洗手液，口罩，纸巾等，

以便乘车教职工加强自我防护意识，

保证自身安全。

疫情防控既是“战场”，也是“考

场”，人员是关键，采取“一车一码”

的方式，实行乘客扫码实名登记，实

现教职工乘车信息可查询可追溯，采

集到的相关信息由西安市大数据库

统一加密保存，即杜绝了登记信息泄

露的风险，又有效减少因手工登记带

来的接触风险，只有做细防控措施，

才能确保防疫工作万无一失。

根据学校疫情防控总体工作安

排，学校于 5 月 18--19 日在雁塔校

区开展第三批返校学生接送工作，车

辆服务中心承担本次返校学生接送

服务保障工作，为做好本科毕业生返

校接送任务，车辆服务中心制定了工

作预案，并安排草堂校区接驳车接送

返校学生，学生乘车时，佩戴口罩，

依次排队、测温，乘车前需扫描车身

处所张贴的二维码，做细防控措施，

确保防疫工作万无一失。

车辆服务中心将一如既往的为

广大教职工提供安全、舒适、温馨的

车辆服务保障工作。



（来稿：田瑶）在经过紧张的

准备及预演之后，终于在 5 月 9 日

上午迎来了开学复工正式演练，新

城区卫建委、疾控中心、市场监督

管理局、韩森寨食药监所、华清学

院等领导至饮食服务中心幸福校

区观看开餐演练。

演练过程模拟从进门排队到

离开等全过程以及出现体温异常

情况的处理流程。一开始演练，师

生代表从门口排队、测温、手部消

毒开始，有序进入后选择就餐窗口

进行排队取餐，排队过程严格按照

地标显示间隔 1.5米排队，不聚集，

不聊天，取餐后由侧面离开至餐位

就坐，依照一人一桌，同向就餐原

则落座，餐毕起身由餐厅南门离

开。餐厅内安排多人进行疏导，指

引，严格遵守出入口分离，防止人

员交叉回流，减少感染风险，整个

演练过程秩序良好，进程顺利。

演练结束后，食药监所对食堂

的各个区域进行了查验，检查人员

对各食堂前期准备及安全卫生情

况给予了较高评价。经过此次演

练，员工对就餐过程，打饭要求等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且在心理上

更加认同，我们对迎接学生返回充

满信心，全面保障师生餐饮安全。

（来稿：何博）五月，春暖花开，

随着各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高校开

学也逐渐提上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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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学校与后勤春季开学工作

安排，结合学校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实

际，饮食服务中心研究决定 2020 年

5 月 8 日起学生二餐厅（负一层）、

民族餐厅正常营业，5 月 11 日起学

生一餐厅（一层）正常营业，其它餐

厅开业时间待定。同时，中心出台了

《西建大学生食堂就餐指南》，提醒

师生就餐期间的注意事项。

为了全力做好返校学生的就餐

安全，饮食服务中心前期召开了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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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讨论，并

顺利通过了餐厅就餐演练。5 月 8 日

学生返校后，中心安排全体员工中午

11 时、下午 17 时在餐厅一线进行体

温监测、排队买饭、就餐指引等，以

确保高峰期学生的顺利就餐。随着

11 日一千多学生返校后，中心结合

实际，改变餐桌就餐格挡位置，在就

餐人数较多时，由原来的单人单桌改

为两人一桌，严格同向就餐的要求，

确保就餐师生安全堂食。

通过近几日的指引就餐，坚定了

饮食服务中心的防控信心，饮食人将

继续精益求精，注重细节，科学防控，

用实际行动和努力，贯彻落实我校各

项防控工作，为我校师生提供健康安

全的就餐环境。

（来稿：李林洁）随着疫情形势

趋稳向好，复工复产正陆续稳步推

进，在这关键时期，校园环卫工人上

下齐心、多措并举，做好校园环境卫

生安全保障，为学校开学筑牢防线。

自 4 月 27 日，每周一、三、五

校园服务中心组织环卫员工进行《标

准段作业流程培训》以及《安全生产

教育培训》。管理员在培训前讲解了

标准段保洁内容的注意事项、要求、

检查标准等，并在现场进行“标准段

保洁培训”的现场培训，保洁员按照

“标准段管理制度”的培训流程、标

准进行果皮箱、道牙的保洁。对环卫

工人讲解校园服务中心环卫部日常

工作、专项工作、库房、宿舍的安全

风险点以及注意事项，要求环卫人员

在疫情期间加强安全意识，在日常作

业时要严格按照标准段制度作业。

在疫情期间环卫部组织人员对

学校所有垃圾桶进行集中清洗、消毒

处理，阻断病菌传播、有效杀灭病菌；

同时组织专人每天对校园所有垃圾

桶消毒一次，同时清理干净各个垃圾

点、卫生死角，做好保洁防疫，最大

程度减少病毒的滋生。

在这个特殊时期，环卫工人默默

的坚守在疫情一线，，换来的是校园

的卫生整洁，值得我们尊重，他们是

校园暖人的风景线，也是疫情中的逆

行者。希望我们师生能够自觉配合好

环卫部门的工作，不乱扔垃圾，共同

维护环境，助力战胜疫情，切实做好

校园环境卫生的安全保障。

（来稿：田瑶）5 月 8 日上午,

饮食服务中心幸福校区组织返岗员

工进行核酸检测。本次检测由医臻基

因上门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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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早晨,饮食服务中心在检测

机构的协助下布置检测场地。检测人

员身着防护服使用专用器材进行检

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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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罩,排队间隔一米以上,整个检测

过程秩序井然，有条不紊。11 时许,

核酸检测采样工作顺利结束。

次日收到检测公司的报告，全体

员工检测均为阴性，参检人员身体健

康无异常。在漫长的复工等待中，员

工认真学习后勤疫情防控资料，保护

自己保护家人，所有人员的安全返回

离不开后勤的大力宣传以及员工的

积极配合。此次检测，更是为员工及

返回师生筑起了一道安全防线。



（来稿：刘佩）随着学校复学

来临，快递物流也逐步进入恢复运

营的状态。5 月 8 日，我校雁塔校

区菜鸟驿站、草堂校区长安驿站均

恢复营业。北院菜鸟驿站为了安全

高效的承担寄递服务，设置了快件

“卸货区”、“消毒区”，指定专

门出入口。根据学生人流量，实行

不同的取件模式。在学生人数较少

的时候，由学生在外面有序排队，

工作人员取件送至外面交给学生；

人数较多的时候，每次可以进入 5

人，取件之后从出口迅速离开，菜

鸟驿站物流服务中心室内通风顺

畅，运营有序。

最后提醒大家：最后取完快递

后，最好先用 75%的酒精或预先调

配好的 84 消毒液，喷洒在快递箱

的表面进行消毒，如果没有这些消

毒用品，最好佩戴一次性手套进行

操作。拆出来的快递箱最好不要带

回家，要拿去指定的地点丢弃。

（来稿：郑义）“朵朵精神叶叶柔，雨晴香拂醉

人头”，这是唐朝诗人杜牧描写的醉人美景。杜牧诗中

的美景真实地呈现在我们建筑科大的家属院内。在南院

家属区进门主干道的东侧，靠近贾平凹纪念馆的一面墙

上鲜花绚烂绽放，一片片的粉红装点着墙面，让家属院

瞬间充满了浪漫的味道。这些漂亮的花墙，能让任何一

处风景瞬间文艺起来。“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鲜花一

院香”，一朵朵的石竹花就像水晶帘一样随风摇曳。

为了满足广大教师住户们的观赏审美需求，为我们

的家属院在这个初夏增加色彩。近期，南院物业部在副

经理黄鑫的带领下，为南门主干道东侧墙面开展了一次

装饰花墙专项工作。石竹花是著名的观赏植物，更是城

市立体美化装饰的最佳植物之一，这种花做绿化装饰，

其花朵繁茂，颜色鲜艳，景观效果尤为明显。尽管最近

西安的气温已经开始炎热，但我们的员工没有丝毫怨言，

积极热情地投入到摆放石竹花墙的专项工作中，保洁部、

绿化组的师傅们用了一天时间就完成了整面花墙的摆放

工作。住户老师们纷纷前来赏花，有的还掏出手机拍些

许照片发在朋友圈，让更多住户们一同来欣赏。

此次花墙装饰工作，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

时提高了家属院整体的环境、意境。南院物业部所有员

工会用自己朴实勤劳的双手为我们的家属院“装点”着

春去秋来，与住户老师们一起感受四季更替。

（来稿：牛博文）2020 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被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计划。根据疫情

防控形势和教育部关于研究生招生

复试的相关要求，为最大限度减少人

员聚集，降低感染风险，我校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拟采用网络远程

复试方式进行。

5 月 7 日早上，物业服务中心教

室物业部接研究生院通知，借用教学

大楼 14间教室和南阶 18间教室作为

今年研究生复试工作使用，而 5 月 8

日研究生院就要进入教室开始进行

基础布置和设备调试。时间紧任务

重，物业服务中心副经理王哲紧急部

署，联系工程服务中心维修组对借用

的 32 间教室桌椅、照明等设施设备

进行排查检修；从教室物业部抽调精

干保洁人员抓紧对教室卫生进行清

扫保洁并消毒，开窗通风、清扫楼道

卫生、拖洗教室地面、擦拭桌椅板凳、

教室和卫生间喷洒消毒等各项工作

在半天的时间全部完成，为研究生院

入场调试设备节约了更多时间，也为

研究生院接下来的布置工作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得到了高度认可！

最后，提前预祝此次参加复试的

考生能够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复试，获

取我校研究生的录取资格，等到疫情

过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来稿：李林洁）为配合学校雁

塔校区做好疫情防控演练、春季学生

返校工作的顺利进行，校园服务中心

启动《重大活动保洁实施方案》，中

心巡查组精心策划保洁实施方案，开

展全体员工动员大会，强调管理员和

一线员工按照重大活动实施方案开

展每项工作以及重点区域保洁工作，

为切实有效做好春季开学前的疫情

防控工作，营造干净、整洁的校园环

境，保障师生的健康安全。

校园服务中心自 4 月 26 日着手

筹备做好学校开展春季学期学生返

校疫情防控演练、5 月 6 日碑林区委

书记刘其智一行到我校检查学生返

校准备工作、5 月 11、12 日春季学

生返校”工作，雁塔校区绿化部与环

卫部共同着手实施疫情防控演练、校

园服务中心对学校北院进行了搬家

式大清扫，将整个校园环境卫生进行

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洁和美化。主要包

括有：南门至文体馆主要道路、道牙

的清扫冲洗；整个校园环境保洁力度

加大；周边绿化环境的清洁与整理；

草坪、绿篱的修剪、树皮、枯枝树苗

的清理；环卫部根据重要活动路线，

安排保洁员进行线路延时保洁，确保

路线道路无白色垃圾、烟头等杂物，

中心全体管理人员与各部一线员工

加班加点，全力以赴，力求将各项准

备工作与专项工作做到最好。

在活动期间，校园服务中心上下

全力，环卫部安排人员进行全时段保

洁，绿化部全体员工参与重大活动联

合保洁，杜绝地面有烟头、纸屑，确

保学校环境干净整洁；为 5 月 18、

19 日本科生返校做好准备。

经过共同努力，整个校园面貌焕

然一新，为开学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牢牢筑起了疫情防控墙，保障了开学

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坚信疫情终将

过去，静候春暖花开。



（来稿：韩浩）我校的固定电

话的收费、装机、维修、办理入网

等业务一直以来都是由学校通讯

服务中心承担。但是，自从我校固

定电话实行“铜改光”业务以后，

光纤的装机、办理业务等不同于铜

线，所以，使得光纤固话的装机、

运维非常不便。

疫情期间，为了减少维护人员

的接触范围，经过积极沟通，中国

电信同意将光纤业务的更多权限

交给我校通信服务中心。4 月底，

通讯服务中心与中国电信校园客

户经理商谈了具体实施细节。

目前，通信服务中心已经将申

请权限所需的资料提交给中国电

信，等待审核、办理资质，以期将

来更好的为师生提供光纤通信服

务。有了这些权限以后通讯服务中

心就可以更方便、快捷的进行光纤

的装机运维。

（来稿：段瑞瑞）春风十里，不

如校园里有你。5 月 8 日，学生公寓

物业部终于迎来了第一批返校学生。

为扎实做好学生开学后的疫情防控

工作，学生公寓物业部制定防控工作

预案、防控期间管理规定等，积极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尽心尽力为同学们

营造安全卫生的住宿环境。

学生公寓物业部针对各学生公

寓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周密的布置，

并制作了指向标、宣传警示标语、警

戒线等；准备了防疫物资和消杀工

具。此次整体防疫布置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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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6 张，布置伸缩

隔离桩 50 余个，卫生间安装大卷纸

巾盒 81 个，洗手液盒 95 个，并将相

应的防疫物资全部配备到位。

为了保障学生能够居住在干净、

卫生、安全的环境中，学生公寓进行

了多次卫生清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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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避免交叉感染的情况，公寓管理人

员组织保洁员对学生公寓的洗衣机

和吹风机进行了专项封存工作，并粘

贴了温馨提示。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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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对学生

宿舍内部进行每月 2 次的全面消毒

工作。

目前，在学生公寓物业部所有员

工的共同努力和相互配合下，顺利接

待三批返校学生，共计 1399 人。疫

情防控期间，学生公寓物业部要求值

班员严查学生一卡通，学生进出公寓

必须测量体温正常，并刷校园一卡通

方可进入，否则不允许进入公寓。8#

公寓因无刷卡闸机，要求值班员对每

一位进出的人员进行测温，并做好纸

质版登记工作，确保学生公寓的安全

稳定定。

在今后的工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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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返校学生在安全、温

馨的环境中开启新征程。

（来稿：严菲）维修工作一直是

工程服务中心的一项基石工作，是我

们面向师生的一扇窗口。随着工程服

务中心维修范围不断扩大，基本涵盖

了北院公寓、教室、办公楼等大部分

楼宇，维修任务显著增长，针对日常

维修工作多而繁杂的现状，维修组全

体人员迎难而上，提高自身维修水

平，提高维修质量，争取达到每项维

修任务不重复，不返工，有效的减缓

工作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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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服务中心接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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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临作业空间狭小、空气

流通性差，返水量又大的种种问题。

即便如此，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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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任务已于 3 月 8 日结束。

在日常维修中，为了提高技术服

务质量，同时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维修组定期开展《维修工安全操作规

程》学习，进行详细讲解，要求全体

员工坚持做到安全操作，规范操作，

严格遵守岗位责任制度，认真履行安

全职责，努力实现安全文明工作。接

下来，继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提高

管理水平、提升人员服务意识，坚持

以服务师生为目标，提供优质服务为

目的，确保维修工作中各个环节的良

好衔接，争取更加高速、高效、高质

量的完成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