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稿:何博）6 月 28 日下午，

在校总务处、校医院、质安办的指导

下，饮食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2020

年生产安全月‘食物中毒应急演练’”

活动，学生餐厅模拟员工疑似食物中

毒，6 人发生呕吐，1 人轻度昏迷，

救援处置工作由此展开。

为做到早谋划、早安排，在几天

前，饮食服务中心办公及食安办便将

文件进行下发，对演练期间的工作安

排、重点内容及有关要求做出详细部

署，为演练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本次演练共设置了应急领导小

组、救援组、保障组、调查组、善后

组、急救组等六个小组。当天现场演

练流程为：餐厅主任发现 6 名员工呕

吐，疑似食物中毒，便立即上报校区

经理，之后校区经理逐级上报，并启

动《饮食服务中心应急预案》；同时

拨打校医院电话，120 急救电话等相

关部门，对员工进行救援；随后调查

组介入，封闭现场，对食物进行取证，

并联系疾控中心进行检验；善后组清

理事故现场，组织对现场进行消毒灭

菌，组织恢复现场功能，同时做好中

毒人员亲属的接待和安抚等。

最后，相关领导对本次演练进行

了总结，应急演练能够查找应急预案

中的存在问题，加强预案的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提高饮食服务中心应对突

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食品安全卫生工作是学生餐厅

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餐厅必须

要建立并完善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

体系，形成统一领导、反应及时、科

学决策、处置有序的应急系统。本次

演练很有必要，全面提升了中心相关

人员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控制的处

理能力。

（来稿：陈东玥）为进一步增强

工作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和消防法

制观念，应对燃气泄漏突发事故的快

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和安全防控能

力。6 月 24 日上午，在草堂校区教

职工公寓 D1 号楼开展了一次“燃气

泄漏应急抢险演练”。

本次演练结合全国“安全生产

月”，依据“后勤服务中心安全警示”

相关文件

精神，由

草堂物业

部与陕西

城市燃气

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秦汉新城

分公司相

互配合，

草堂物业

部 客 服

部、安保

部、维修部工作人员均参与在内。

为确保演练顺利安全进行，演练

开始前，先由城市燃气公司负责人对

此次演练流程及注意事项进行讲解。

上午 10:00，演练正式开始，值班人

员接到报警，告知用户安全注意事项

后，第一时间联系燃气公司负责人，

按报警程序进行逐级汇报，并通知各

组成员迅速赶到事故地点。首先是由

草堂物业部安保队员组成的警戒组

到达现场，迅速疏散居民，设立警戒

线，封锁主要道路。同时室外抢险组

对泄漏点主控调压箱、泄漏点主控球

阀进行停气处理，抢修工作结束后，

外网抢修组开启主控阀门，泄漏处理

组对用户室内燃气进行打压、点火合

格后对做好用户解释工作后，撤离现

场。演练结束后，我们对教职工公寓

内常住的住户进行了燃气安全使用

常识的普及，进一步提高广大住户的

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

通过此次实践演练，全体工作人

员对突发燃气泄露事故的应急处理

认识和能力得到了提高，积累了处置

天燃气泄漏事故的救援经验，为今后

能够迅速、高效、有序的处置天燃气

泄漏事故打下实战基础，最大限度减

少燃气事故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我们

也会以这次演练活动为契机，不断修

订完善相关事故应急预案，明确工作

任务，细化职责分工，增强预案的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努力维护好草堂校

区教职工公寓的安全稳定!



（来稿：杨学军）物业服务

中心始终秉持消除安全隐患，提

升管理水平，高标准高质量，服

务与广大师生的工作理念，特邀

请工程服务中心对南院电梯机房

高压进线柜进行专项整治工作。

此次专项工作重点对配电柜

位置、设备运行状况、电梯机房

门锁是否完好、绝缘垫等配电柜

附属设施是否完好齐备；配电设

备是否存在发热、老化和过负荷

等现象；配电柜安装警示标志、

配电室铭牌标识等。

同时，物业服务中心及工程

服务中心专业人员针对 8 号楼、

活动中心电梯机房高压配电柜严

重老化的问题制定了详细的更换

电梯双回路方案，6 月 11 日至 6

月 22 日晚 23:30 分别对 8 号楼、

活动中心电梯机房高压配电柜双

回路及断路器更换工作，深化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通过对线路梳

理及断路器隐患排查，保证设备

安全可靠运行。

此次更换工作，有效消除雁

塔校区南院电梯机房配电柜安全

隐患、缺陷，提升了该区域的安

全管理水平，为广大师生提供可

靠、平稳、安全的运行服务工作。

（来稿：段瑞瑞）“你总说毕业

遥遥无期，青春可以肆意挥霍，可未

曾想，转眼就到毕业季......”2020

年度毕业季已拉开帷幕。为营造“安

全、文明、和谐”的毕业季离校氛围，

确保毕业生离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

行，学生公寓物业部根据往年的工作

经验，提前动员，精心组织，积极做

好毕业生离校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确保毕业生相关信息的准确

性，学生公寓物业部早在 5 月份就组

织学生公寓物业部管理人员开始核

对毕业生相关信息。从 6 月份开始，

学生公寓物业部对毕业生离校工作

进行全面策划、认真细化落实毕业生

离校各个环节，在结合往年毕业季工

作经验的基础现上，制定了《2020

年度毕业季工作方案》，做到层层落

实、责任到人，提前做好毕业生退宿

手续办理的各项

准备工作。6 月 29

日上午，学生公寓

物 业 部 召 开 了

“2020 年度学生

公寓物业部毕业

季专项工作布置

会”。会议围绕毕

业季退宿办理、粉

刷统计、卫生清

扫、隐患排查等工作进行了周密部

署。并合理安排 7 月 1 日到 7 月 13

日期间夜间巡查工作。学生公寓物业

部所有管理人员参与晚间值班工作，

实行双人值班制度，加强夜间巡查工

作，及时处理问题。

会后，各公寓楼长召开了会议，

传达了学生公寓物业部会议精神，详

细布置毕业生离校的各项工作，强调

毕业生离校期间夜间值班和信息报

送制度，加强学生公寓的日常管理。

要求员工从思想上、生活上真诚

地关注、关心、关爱每一位毕业生，

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实际需要，积

极主动地为他们排忧解难，热情周到

地帮助他们做好离校前的各项准备

工作，确保离校期间退宿工作的顺利

进行。

（来稿：葛芠秀）为加强我校食

堂食品安全和生产安全管理，不断强

化食堂员工的安全与规范操作意识，

6 月 23 日，饮食服务中心雁塔校区

在各食堂组织了食品安全知识考试，

各食堂班组骨干代表近 50 人参加了

此次考试。

此次测试由食安办组织实施，采

取集中闭卷考试的方式，题型涵盖了

名词解释、判断题、选择题和论述题

四种题型，涉及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天然气相关知识，新冠疫情有关知

识，食品安全常识等业务知识，内容

既注重理论知识，又与实际工作实践

息息相关，参加考试的员工全部及

格，基本掌握了本次考试内容，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一食堂主任韩毅军说：“作为食

堂食品安全负责人，深感责任重大。

将以此次测试活动为契机，进一步落

实主体责任，加大对员工食品安全和

五常管理培训力度，提高员工食品安

全意识，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

通过此次考试，检验了近段时间

食堂员工学习和掌握食品安全相关

知识的成果，进一步提高了食堂员工

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

服务意识，增强了工作主动性，消除

了食品安全隐患，为做好全校师生的

饮食安全保障工作奠定了基础。

（来稿：高寒）7 月 4 日，饮食

服务中心草堂校区同校总务处召开

工作交流会。草堂校区菊园招待餐

厅、翠园学生餐厅主任、中心办公室

人员参加了交流会。总务处后勤保障

办公室主任张福尧及有关同志出席

工作交流会，草堂校区饮食服务中心

经理杨新玲主持了工作交流会。

在工作交流会上，由饮食服务中

心草堂校区经理杨新玲首先介绍了

与会人员，简单介绍了疫情期间草堂

饮食保障情况，其次由总务处后勤保

障办公室主任张福尧介绍了总务处

疫情期间有关部门架构、人员分工及

学校有关总务后勤的工作要求，并听

取了菊园、翠园值班餐厅主任的日常

工作介绍、以及需要总务处予以协调

帮助解决的问题等。会议气氛热烈，

平等和谐，畅所欲言的进行了交流，

并对部分问题进行了现场协调解决。

此次工作交流会为饮食服务中

心草堂校区同总务处构建了和谐的

交流平台，进一步促进了同学校职能

部门之间的沟通了解，对草堂校区餐

饮服务保障工作的优化提升有着积

极的推动作用。



（来稿：牛博文）雨天刚过，

西安的天立马就热了起来。随着气

温逐渐的升高，室内外的温度直线

上升。目前，一线员工不仅要做好

日常的清扫保洁工作，同时也要积

极对楼宇进行消毒等其他专项防

疫工作。

天气炎热，一线员工的体力消

耗越来越大！为了做好一线员工的

防暑降温工作，更好的缓解员工工

作的压力，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

物业服务中心教室物业部组织各

楼宇一线员工开展了吃西瓜送清

凉活动。教室物业部提前按照人员

数量将西瓜分配至各楼宇楼长处，

由各楼长为一线员工服务，洗干净

并切好西瓜让大家清凉解暑，同时

为大家发放了驱蚊花露水，叮嘱一

线员工在日常工作当中要注意防

暑降温，安全度夏。

一份清凉，一份爱心的活动组

织也许微不足道，但是承载着物业

这个大家庭对大家的关爱，简简单

单的一次吃西瓜活动不仅极大的

鼓舞了员工的干劲，也让大家切实

感受到单位的关怀和温暖。

（来稿：陈东玥）为了

进一步提高安保队伍的综

合素质，塑造良好的安保整

体形象，确保安保工作落实

到位，物业管理中心草堂项

目部组织对全体安保人员

开展日常训练工作。为了训

练顺利开展，训练前与草堂

校区保卫处校卫队进行了

充分的沟通与交流。

7 月 2 日下午，物业管

理中心草堂项目部联合草

堂校区保卫处校卫队组织

对全体安保人员进行体能

及队形训练，为了达到训练

目的，贯彻“严格管理、严

格要求、严格训练”的方针，

此次训练结合工作实际，从

最基础的队形训练、正步走、齐步走、稍息、跨列到立

定、敬礼等系列动作一一进行训练。训练中，动作有不

规范的地方，安保主管当场进行纠正。这些平日里经常

用到的动作可以帮助保安人员在工作时体现出应有的

精气神，展现个人与小区的整体形象。同时，此次训练

对安保队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希望，提升了安保的安全

防卫意识，增强巡查技能。训练结束，安保主管对此次

训练进行了点评，表示在训

练中大家都能够认真领会

动作要领，达到了预期的训

练效果。

通过一系列的训练，有

效提高了安保队员的整体

业务素质，同时我们也将此

次训练作为常规的工作安

排，每周四会进行相关的专

项训练。日常的队列体能训

练不仅仅使队员掌握这些

动作的基本要领，更在思想

上有一个新认识，在形象礼

仪、礼节礼貌上有一个全新

转变，为安保工作的顺利开

展打下良好基础。更好地为

广大业主提供更加安全、和

谐的生活环境。

（来稿：柳倩倩）6 月 29 日下午，

校园服务中心召开 2020 年《校园服

务中心标准段管理办法》暨安全生产

培训大会。会议针对雁塔校区环卫

部、雁塔校区绿化部、草堂校区绿化

项目部和标准段管理办法具体实施

以及各项工作的安全生产要求进行

了详细的解读，并且针对各部门的具

体工作进行了相关知识的培训。

首先，校园服务中心副经理聂凯

田对绿化部进行了《园林绿化养护标

准段管理办法》的讲解，针对乔木、

草坪、灌木、花卉等绿化养护措施的

各项标准进行科学分类，明确标准段

养护标准，作业流程与养护技术和要

领；并且对养护工作中常见病虫害、

园林类除草剂、肥料等农药的品种、

使用要点、方法等进行了讲解。

随后，雁塔校区环卫部管理员徐

鑫就《校园中心环卫部“标准段”推

行管理办法》进行了 PPT 展示并讲

解，其中，摘取了保洁工作中的重点

进行标准照片展示，其中包括日常清

扫、保洁、卫生死角、附加项和雨天

气保洁制度等。在“标准段专项工作”

流程方面，从果皮箱的死角清理、树

坑杂物清理、喷泉冲洗到“标准段”

作业标准、巡查小组考核考评、日常

巡查、主管抽查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

详尽的讲解。

最后，针对安全生产主题，重点

对日常工作与校园生活中存在的安

全隐患：从园林绿化机械的使用到校

园交通；再到宿舍用电安全及库房存

储注意事项等；安全培训不仅介绍了

各项安全规章制度，更从大家的切身

利益出发，结合近年来社会上真实案

例向大家详细介绍了安全生产、安全

生活的重要性，重点强调了在今后工

作中的安全注意事项与不可跨越的

安全生产红线。

此次培训大会，目的是使全体员

工系统了解中心标准段管理办法的

具体要求和安全生产的制度落实；每

一位一线员工都受益匪浅，进一步为

标准段制度理清了脉络，增强了日常

工作标准理论素养和操作方法，为中

心进一步提升校园清扫保洁、园林绿

化养护服务水平奠定基础，也为各项

工作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可靠保障。



每个人

他们都唱着那理所当然地

快乐而又雄伟的歌

绿化师傅，唱着希望的歌

绿树和花草是他们的歌声所化

饮食大厨，唱着美味的歌

火焰前舞蹈的他们是最美的身影

物业小姐姐，唱着温柔的歌

家长里短也能变成鼓瑟合鸣

校车司机，唱着轰隆的歌

抬手换挡间载着知识冲锋而来

餐厅人员收碗擦桌间唱着歌

保洁阿姨清洁洒扫间唱着歌……

每个人都唱着属于他或她而不属

于其他人的歌

每个人一到岗位就放开嗓子唱起

他们那雄伟而又悦耳的歌

（来稿：刘佩）今年毕业寄由于

受疫情防控的影响，毕业寄业务比往

年开始的时间较晚。根据后勤服务中

心安排，我校毕业生行李托运工作将

于 7 月 5 日开展，预计将于 7 月 10

日结束。

针对疫情防控形式，在前期沟通

工作中，商贸服务中心根据往年毕业

寄经营开展情况，选择经营资质全、

服务信誉好、价格优惠的快递公司承

接今年的毕业生快递邮递业务。在沟

通工作中，商贸服务中心要求各快递

公司必须提供现场工作人员的核酸

检测结果，符合条件的员工才可以进

入校园开展快递邮递业务，商贸服务

中心将加强对校园快递工作人员的

体温检测以及快递现场秩序的监管。

此外，对于各快递公司，商贸服

务中心提出具体工作要求，要求快递

公司提供良好服务，做好毕业生快递

邮递保障工作。对于快递公司进入校

园以后，设置收货地点的问题，商贸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将和快递公司进

行现场协调沟通，实地确定收货地

点。我们将本着选取开阔、通风性较

强、便利毕业生行李搬运的原则，选

取合适的地点作为快递公司收货点，

尽心尽力做好毕业生离校前的服务

工作。

毕业寄期间，商贸服务中心将全

力做好毕业行李托运和疫情防控两

手抓，确保今年毕业生行李托运工作

圆满完成。

（来稿：严菲）由于近来气温一

直反复无常，昼夜温差较大，传染病

逐渐进入高发期。为了加强浴室的卫

生安全工作，严防季节性传染病的侵

袭，紫阁浴室及南山浴室及时采取措

施做好卫生预防工作。

首先，全体员工继续做好每日的

卫生清洁工作，对所有地漏进行检

查，每两天对更衣凳及更衣柜进行

84 消毒液擦洗；过氧乙酸对空气进

行全方位无死角消毒。其次，加强日

常管理，各浴室工作人员每日多次对

浴室内部进行巡查，如发现垃圾或虫

子及时进行清理；确保浴室干净、整

洁，给师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洗浴环

境。最后，对清洁工具每日进行消毒；

如有个别传染性疾病的同学进入，及

时劝阻到其他地方进行洗浴，杜绝外

来人员进入学生浴室。

为确保消毒质量和效果，消毒工

作人员严格按照药剂配比和消毒流

程进行消毒工作。消毒过程中，消毒

人员对墙面、地面及卫生死角进行全

面消毒，不放过任何卫生隐患。并在

消毒后将门窗紧闭 30 分钟，尽量减

少细菌、病毒的存活和繁殖。

通过开展这一系列的卫生消毒

工作，积极做好季节性传染病的预防

工作，确保浴室时刻都能给师生提供

放心、良好、安全的洗浴环境。

（来稿：韩浩）为了把南院老旧

小区改造这项惠民工程做好、做实，

通信服务中心积极配合项目改造，进

行通信线缆整改工作，还南院家属院

多层建筑一个整洁干净的墙面环境。

6 月 30 日，通信服务中心召开

了专题会议，制定南院通信线路的整

改方案。整改方案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拆除楼道中明装的电缆和电

话皮线，计划一个星期内完成；第二

阶段拆除室外空架和地埋的通信电

缆，施工开始时间依据旧楼改造项目

进度而定。

7 月 1 日开始，通信服务中心开

始了南院线缆整改工作。为了不影响

高考，中心经理张含英决定，第一阶

段整改要赶在 7 月 5 日之前完成。由

于缩减了两日工期，时间紧、任务重，

通信中心从工程服务中心借调了两

名员工协助。

通信服务中心全体人员经过 5

天的紧张工作，终于在 7 月 5 日下午

完成了工程。在施工的 5 天时间里，

施工人员自愿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在

酷热的环境中不惧汗如雨下，不惧拆

线工程中灰尘满面。尽管每次衣服都

湿透了，口罩下的鼻腔里也全是泥，

面对未完成的工作大家都毫无怨言。

本次工程一共整改了南院 29 栋

楼的废旧通信线缆，总计拆除废旧通

信电缆长度 1900 余米，拆除电话皮

线 6000 余米。相信经过通信服务中

心的不懈努力，南院家属区一定会更

加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