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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建言 

加强制度化建设  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后勤管理的总体目标是为广大师生提供优质、高效的后勤服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师生对高校后勤的要求

越来越高，而学校对后勤的投入支持力度通常远小于对教学科研的投入支持力度。在这种情况下，后勤部门要想满足

学校和师生对后勤服务日益提高的要求，必须放弃“等、靠、要”的僵化思维，着力在管理上做文章，向管理要绩效。

在提升管理水平的过程中，制度化建设和精细化管理将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我校后勤管理处不断规范制度化建设，

探索更加科学的管理模式，以提高后勤管理水平，为学校的发展保好驾、护好航。 

一、管理制度精细化 

首先要细化岗位制度。后勤工作面广量大，如何找准工作定位、必须有整体的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按照“精细

化”的思路，赋予每个模块明确、具体的工作职责。每个模块再根据岗位职责，结合员工数量、工作性质以及工作的

可操作性，将各模块工作职责分解到每个员工，实现合理、精确的人力资源配置，并建立专业化的岗位职责任务书。 

其次是完善工作规章制度。后勤工作制度精细化前提是制度标准化，各项制度必须有令行禁止的刚性规范，不能

有制度漏洞。要做到明确化、系统化又切实可行，要将后勤工作的规范性、具体性、政策性等充分体现。 

三是建立健全监督制度。结合有关内部控制要求，明确内部控制的主体与控制的目标，制定专门的后勤监督反馈

制度。应定期检查、考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是否执行、执行的力度如何，未执行或者不完全执行的原因要进

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及时修订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促进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 

二、工作流程精细化 

一是细化流程步骤。流程化管理需要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纵向是将工作内容按照纵向细分为若干个工作单元，每

个工作单元按照完成时间的先后进行排序；横向是将一项工作所涉及的各个职能部门横向分为几个工作单元，加强相

互间的统筹、协调与沟通。做到纵向贯通，横向沟通，避免造成遗漏或反复，保证管理工作有序开展，提高工作效率。 

二是细化流程内容。后勤内部分工要明确，每个模块要完成的工作内容是流程上的一个工作单元。流程内容都有

其工作特点，需对流程内容进行精细化管理，明确流程涵盖的一些隐形工作内容。以基建工程为例，需要按照精细化

的流程来管理前期的立项、工程量的计算、施工队伍的遴选、现场施工、工程验收、工程审计、款项办理等环节。每

个环节都应该有既定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比如现场施工环节需要核对建筑材料、核准工程量、监督工程期限、检

查工程质量等。这样才能保证基建工程的有序进行，工程质量也才能得以保障。 

三是形成流程闭环。流程管理的重要环节就是精细化设计闭环，使系统和子系统内的管理构成连续封闭的回路，

从而使矛盾和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通过决策、控制、反馈、再控制、再反馈，确保系统任务高质量完成。比如后勤

维修管理，对于师生报修的问题，需要通过派单、落实维修、跟踪验证、回访，并让服务对象对于维修的情况进行评

价，形成一个维修的闭环管理流程，这样才能让广大师生满意，才能实现设计流程管理的目标。 

三、后勤文化精细化 

好的后勤文化对于提升后勤管理服务水平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在后勤管理处内营造精细化的后勤管理文化，

需要全员参与，需要全体员工形成共同认识，需要营造浓厚的氛围。 

首先应提高后勤管理处各员工的思想认识，树立全员参与的意识，将精细化管理理念注入到员工的思想意识中，

让员工在内心认同并且接受精细化的管理理念，让精细化管理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其次，还应提高后勤全体员工的责任意识和工作执行力，对管理目标的认同以及工作细节的追求决定了执行力的

强弱。只有很强的责任意识和工作执行力，精细化管理才能够很好地贯彻落实。这就需要管理者制定考核标准，动态

过程管理，及时监督检查，运用激励机制，奖罚分明，有效推动员工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并充分发挥员工的工作主管

能动性，循序渐进，通过多种渠道将精细化管理落实到位，提升后勤管理服务水平。（王 锋） 

 



 

 

 

 

暑期烈日似火烧  三伏天里送清凉 

                            ——校领导温情慰问后勤一线员工 

三伏盛夏，火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或许这样的盛夏时光都是

大部分师生休息、充电的良好时机，而在高温笼罩的校园里，却有

这样一支团队，他们放弃假日、不畏酷暑、坚守岗位、连续工作、

接受“烤”验，他们就是安徽信息工程学院的后勤人。为保障在校

师生基本生活服务，后勤处提前部署、积极行动，顺利完成宿舍、食

堂、商超、医务室、物业等各项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炎炎夏日，后勤工作受到校领导的关注，7 月 25 日，上午由校

长吴敏，副校长、纪委书记程业涛带队，下午由党委书记汪奇燕，副

校长、纪委书记程业涛带队，分别前往两校区物业服务中心、学生公

寓等物业岗位，向坚守岗位的物业工作人员带来了亲切的关心和慰问。

慰问。当天是大暑过后第二天，白天平均温度高达 38 度，日光直射

的路面都有些烫脚，室外却随处可见顶着炎炎烈日努力工作的物业人

员，有在滚烫的路面清理落叶的保洁，有在蚊虫环绕的草地中修剪杂

草的绿护人员。在 40 多度高温的食堂后堂内，50 余名食堂员工坚守

岗位，挥汗烹制着各种佳肴。他们用努力和汗水成为暑期校园中的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天气很热，工作很辛苦，你们要保重身体”，程

书记握着一位物业保洁的手说道。校领导向物业人员了解了工作情况，

并给他们送去了西瓜、饮料等防暑降温食品，同时还叮嘱大家在高温

期间工作时务必要做好防暑措施，注意劳逸结合。 

校领导一行高温走访慰问带来了夏日的丝丝凉意，送去了学校对

后勤服务单位一线员工的关爱。大家纷纷表示会继续坚守岗位，做好

全院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后勤人永远在路上。  

 

 

 

 

不惧高温   校园绿化工作全面防护 

7 月中旬以来，芜湖市持续晴热高温少雨天气，市气象台连续发布高温预警。为有效应对高温“烤”验，根据夏

季高温炎热的实际情况，后勤处对绿化养护工人洒水作业时间进行了适度的调整，避免烈日下直接浇灌凉水对植物所

造成的伤害，确保良好的灌溉效果。定期进行校园巡查，做到不留浇灌死角和盲区。同时，还为部分绿植覆盖防晒网，

进行遮阴抗旱，避开高温日晒。虽然气温高，绿植的生长却依旧旺盛，顶着烈日，绿化养护工人仍然坚持养护工作，

修剪灌木、拔除杂草、打药防虫。厚厚的长裤长袖，虽然能避免蚊虫叮咬，却很快被汗水浸湿，即使头戴草帽，面遮

毛巾，裸露在外面的皮肤还是被晒得通红，但他们没有丝毫的懈怠，用汗水装扮我们的校园。 

 

鏖战酷暑    校园基建维修如火如荼 

暑期的校园里，随处可见施工及维修工人忙碌的身影，他们冒着高温酷暑坚守在施工现场。今年的暑期基建维修

主要包括日常基建维修、专项项目实施等八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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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已完工基建维修专项工作如下： 

 

文津校区 新芜校区 

体育场围栏施工 A1、A2 阶梯教室空调线路改造 

3#公寓门窗安装 A17、A18、A19、A21 宿舍墙裙施工 

宿舍区道路路面维修 A17、A18、A19 楼梯间出新 

宿舍配电柜线路整改 体育场高杆灯线缆改造及围栏维修 

教学区广场地面维修 新芜校区破碎玻璃更换 

58 间宿舍出新 陶然餐厅下水改造 

东一 208 办公室改造 A8 柔性车间改造 

3#箱变维保 A2、A7、A8、A17 房顶碎瓦更换 

篮球场盖板维修 图书馆、体育馆维修 

 

除物业日常维修外，7、8 月份共计完成 87 台空调维修，并联合基建办、质保单位全力抢修新芜校区宿舍区渗水、

漏水、墙皮脱落、瓷砖脱落等问题。 

基建工作无闲日，学院基建管理人员、维修管理人员、物业维修人员和相关施工单位利用暑假加班加点，或顶着

炎炎烈日，或不惧室内高温酷暑，合理分配工期，按时按质完成施工及维修工作，保障暑假培训等各项工作正常进行。 

 

守护健康    医疗保障工作毫不松懈 

暑期，为充分做好在校师生的医疗保障工作，新芜校区医务室根据后勤管理处工作安排，早谋划、早安排，充分

做好医疗保障评估和预备方案，及时添加和补充药品等备用物资，确保暑期医疗保障工作顺利开展。 

由于天气炎热，空调的频繁使用，加之培训学员对环境陌生、水土不服等因素，医务室就诊量急居增加，每天就

诊量最高达 70 人次以上。一般就诊高峰集中在课外时间，如中午和晚间，高峰期就诊量甚至达到一小时 20 余人。尽

管就诊量较大，新芜医务室医护人员依然热情接待每位前来就诊的师生，仔细询问病情，耐心解释，为了能及时解除

病患的痛苦，医护人员常常一忙就是两三个小时，连午饭都顾不上吃。许多同学复诊时都会向医护人员表达感谢之情。 

为了提高医务室服务质量，做好后勤医疗保障工作，满足就诊者需求，医务室工作人员丝毫不懈怠工作中的每个

环节，确保就诊者就医安全，得到了就诊者的一致好评，截止暑期结束实现了医疗工作零投诉。医务室全体医护人员

将继续团结合作，让新芜校区的医务室得到更多师生认可。 
 

 

忠于职守  公寓管理工作细致入微 

暑假，后勤管理处负责宿舍管理工作的老师们始终保持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他们不仅要在短期内完成暑期外来

培训的住宿保障，还要周密部署，确保开学学生公寓住宿迎新工作顺利开展。 

7 月 9 日-18 日，后勤管理处共完成讯飞公司 217 间学生宿舍、11 间招待用房住宿、退宿保障。 7 月 10 日-8 月 31

日，完成汉得公司 259 间学生宿舍、24 间招待用房住宿保障。8 月 31 日，完成汉得公司 171 间宿舍退宿及搬迁工作。

8 月份完成新芜校区 438 间、文津 269 间宿舍新生宿舍分配及准备工作，并在短短 13 天内对 300 间宿舍开展精细化保

洁工作。为创建良好的宿舍生活环境，消除潜在安全隐患，切实保证 2018 级新生安全、放心进校，8 月 31 日，后勤

管理处联合保卫处、文津校区警务室、新亚物业公司组成联合检查组，对文津校区毕业生宿舍安全和卫生情况进行走

访与排查，力争在暑假期间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为新学期教学教研工作的正常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美丽新中国 护我母亲河 

——记绿风环保协会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流火七月，暑期正式开始，顶着炎炎烈日，7 月 8

日，安徽信息工程学院绿风环保协会前往宣城开展以

“美丽新中国，护我母亲河”为主题的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 

早上 6:30 全体人员早早在学校南门集合，上午 8

点钟到达宣城前往水阳江上游，随后沿着水阳江大堤

毅行 15 公里，在江下游乘轮渡到达目的地，开展水

质监测活动。同日下午，志愿者们在敬亭山风景区，

向游客以及工作人员发放《景区垃圾情况》问卷调

查，以进一步了解身边的环境问题。 

本次实践活动中，同学们一路互帮互助，充分展

现了团队精神。同时通过实践与体验，真切地认识到

在我们身边还存在很多环境问题需要关注和改善，保

护美丽中国从我做起，积极参与！ 

 

学生伙食管理委员会召开年中总结暨换届选拔会议 
7 月 20 日下午，我校学生组织学生伙食管理委员会在

A1S201 举行了年中总结会议和第五届伙管会干部换届选拔

大会。伙管会全体成员及指导老师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开始，伙管会办公室部长姚宗诚对伙管会上半年工

作做了阶段性总结，2018 年上半年，伙管会切实联系食堂、

广大学生及学校，先后举办了学生伙食座谈会、芜湖市 5 所

高校菜品调研、第四届校园饮食文化节、春季学期师生就餐

满意度调查等活动，义务协助处理学生就餐意见和建议 18

例，投诉处理满意度 96%，组织高峰期值班 85 天，参与食

堂食品安全周检查 14 次，对学校伙食管理工作起到了不小

的作用。 

为适应社团发展要求，严格组织管理，为组织注入新鲜

的中坚力量，随后，管理干部选拔工作开始，各位竞选人每

人 10 分钟的竞选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包括本年度的工作

表现，对伙管会的建议及改进方法，新岗位工作展望及新措

施，团队培养方法的计划等四个部分。每位竞选人都热情洋

溢的讲述了自己的工作经验，以及对未来工作的建议。最

后，结合竞选人员日常工作表现与实际工作能力，选拔出一

批战斗力强、综合能力高的优秀干部带领伙管会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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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区卧具包发放 

绿风环保协会暑期实践 

新芜校区校园保洁 

文津校区安全大检查 

伙管会换届选举大会 

绿化工人清除杂草 
医务室医生为学生就诊 

文津校区校园保洁

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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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新芜校区 文津校区 

7 月份 941 97 

8 月份 391 88 

图表 1 暑期两校区物业维修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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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暑期医务室就诊人数（单位：人次） 

图表 3 两校区 7、8 月份实际支出水电费同比 

2018 年 7-8 月份电费含讯飞、汉德公司培训教室用电费用 



 

 

 

 

 

 

 

 

 

 

 

 

 

 

 

 

 

 

                              两校区物业公司 2018年 1-7月考核结果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新亚物业（文津） 89.13 90.25 90.46 94.9 91.63 88.03 91.66 

昭阳物业（新芜） 93.34 91.5 94.37 93.7 93.75 94.08 94.5 

 

 
       

                           两校区食堂 2018年 1-8月考核结果   

月份 1-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8月 

黄山 KK（文津一层） 85.3 83.75 93.9 84.12 74.13 84.64 

亿诚餐饮（文津二层） 88.37 77.9 95.3 95.4 85.4 79.2 

蜀王餐饮（新芜一层） 81.59 81.38 78.03 81.38 81.94 80.6 

中快餐饮（新芜二层） 81.4 80.17 85.25 80.02 80.71 80.31 

蜀王餐饮（新芜四层） 81.07 80.75 88.21 80.82 78.83 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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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两校区食堂商超营业款同比（一卡通数据来源） 

 

图表 5 两校区物业公司 、食堂考核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