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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重点一：节约型校园建设  完成率：100%

通过节能改造，更新节能设备，管网排查，提升全校师
生节能意识等形式，共建节约型校园。
全年（2017年12月-2018年11月）水电费实际支出405
万元（目标410万元），圆满完成年度目标。
   
      部门重点二：打造后勤特色服务 完成率：100%
             
新芜校区正式成立物业服务中心并上线微信公众号，各
幢楼宇设立便民服务联系公示栏、宿管站提供便民爱心
雨伞、校园道路安全疏导、客服中心便民医药箱、工具
箱等便民服务。
同时投入快递服务中心，在主要生活区域设置智能包裹
箱，整合快递业务资源，提高校内快递服务的专业性、
便捷性、安全性。

           部门重点三：建立后勤管理体系 完成率：100%

全面梳理后勤管理工作制度、流程，2018年内实现后勤
工作制度化、流程化、标准化。从食品安全、商超管理、
物业管理、校园环境管理、基建管理、维修管理、医疗
管理7个方面，完善一级制度13个、二级制度26个，基
本实现后勤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体系化，为下一步
精细化、人性化、信息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校级重点：校园特色景观建设  完成率：100%

后勤管理处协调公司基建办，艺术设计学院主导设计
深化、凝练形成新芜校区景观概念规划方案，按时按
质完成“关于新芜校区景观规划和深化设计方案”议
题提请董事会审议。2018年6月完成《校园特色景观
规划深化方案》定稿，进一步明确新芜校园“一带、
二轴、三心、四庭、五园、多道"的景观格局，9月以
《关于新芜校区景观规划和深化设计方案的议题》提
请董事会审议。9月，协助基建办完成冬韵园及汪溪
湖南侧花甸园建设，并交付使用。   
    

工作动态

             文化餐厅建设考察
      2019年，后勤管理处规划建
设新芜校区新餐厅，为构建我校
文化餐厅探索新路径，文化餐厅
是以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和差
异性为基本依托，围绕地域文化、
校园文化、餐饮文化等现代文明
元素，在校园餐厅经营和管理的
过程中，为广大师生提供文化享
受和消费体验、主题明确、特色
鲜明的餐厅。
       1月份，后勤管理处先后赴
安徽大学、安徽农业大学、中国
科技大学、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安徽工程大学、安徽商贸
职业技术学院等7所省内高校调研
文化餐厅建设工作。对各校文化
餐厅基础设施、设计风格、运营
模式、装修改造、供应品种、文
化特色等进行了重点考察，对如
何打造现代化校园文化餐厅进行
了深入交流。
      2019年，后勤管理处计划结
合招标工作，响应安徽省教育厅
号召，积极改革、创新，对食堂
就餐环境进行改造，建设文化餐
厅，为师生营造安全、舒适、文
明的就餐环境。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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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考察组赴陕师大和江苏城建学院交流学习
       
      为推动和促进我
校后勤信息化建设，
拓宽绿色建筑及节能
工作视野，18年12月
11日至13日，后勤处
处长张援全带领部门
业务对口人员会同市
公安局信息办，科大
讯飞研发中心等技术
支持单位业务负责人
成立考察组，赴陕西师范大学和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两家高
校进行学习交流。
       11日，考察组到达陕西师范大学，该校第二后勤集团总经
理刘选平、总经理助理石磊等领导出席接待，并举行主题为
“后勤信息化建设”的座谈会。会议结束后，考察组一行走访
了陕师大后勤信息化研发中心、学生宿舍等场所，实地考察该
校后勤信息化的运用现状。
      13日，考察组来到位于江苏省常州市的江苏城乡建设职业
学院，参观学习绿色建筑及低碳节能工作。该校绿色运行管理
（基建）办公室副主任梁月清和后勤管理处副处长陆静飞等领
导出席接待，并举行主题为“绿色校园建设的实践与思考”的
座谈会。会议由城建学院绿色运行管理（基建）办公室副主任
梁月清主持，考察组全体参加了会议。
      考察学习结束后，张援全与考察组成员进行复盘。她指出，
本次考察学习在后勤信息化建设方面借鉴了成果，在绿色校园
建设方面开拓了视野，这都将为我校后勤科学发展，进一步夯
实基础管理，提升业务水平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针对此次考
察调研所学习的好经验、好方法、好思路，后勤管理处将认真
研究讨论，同时结合我校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以推动我
校节能低碳精细化管理，加快后勤信息化建设步伐。



                                                                2018年12月20日，后勤处联合保卫处、                    
                                                         新亚物业公司、各学院、学生楼栋管理委员开       
                                                         展文津校区学生宿舍冬季安全用电专项检查。
                                                          本次检查涉及4011名学生的1047间宿舍，检       
                                                         查组重点对是否存放违章电器、是否私拉电线、
                                                         是否有易燃易爆物品等潜在安全隐患进行了排
                                                         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对抽查的学生寝室
                                                         仔细检查，耐心细致地向同学们讲解消防安全
                                                         知识，提醒学生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对检查
                                                         到的电锅、吹风机、充电暖水袋及私拉电线等

  问题，检查组均督促现场整改。 
       此次专项检查是学校维护宿舍安全稳定，呵护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手段，后勤管
理处将持续关注宿舍用电安全，携手保卫处、各学院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增加检查频
率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学生安全意识，共同携手共建文明宿舍、安全校园。

      2018年11月份，后勤处组织对文津校
区商超用电专项检查，检查组对校区现有的
所有的16家商户逐户排查，重点查看各店
铺的室内线路连接是否符合规范、有无穿管、
漏电保护器设备是否齐全、有无超负荷用电、
开关是否正常使用、有无使用违章电器等，
经检查发现各户用电隐患共计14项。结合
11月份检查结果，为确保文津校区的用电
安全，12月份，后勤处经多次讨论并充分
考虑商户利益的情况下，拟定了专项整改计
划。
        首先升级改造外接电表箱，满足各户
用电需要。11月21日改造工作开始，为减
少商户的停电时长，后勤处采取了逐家停电
的方式。截至目前户外电表箱已经改造升级
完成。
       为保证寒假期间各商户室内用电隐
患排除改造按期完成，后勤处商铺管理员与
各商户细致耐心的一一对接，依据专项检查
的结果下达各户的整改通知并签订整改承诺。
后勤处的细致工作得到了各商户的肯定，截
止目前需要整改的8家商户均已承诺将在寒
假期间完成用电安全隐患整改。
       为确保整改的效果，后勤处开学前将
再次组织专项检查，对各家的改造情况进行
检查和验收。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商户将予以
停业整顿。真正的把“以人为本、心系学生”
落实日常的每一项工作中。为平安校园的建
设添砖加瓦。

后勤管理处开展宿舍大功率电器检查

     2018年12月份，后勤处基建维修科共完成物业日常维修1200余项，16项零星维
修维保工程。下一步，后勤处基建维修科将继续做好校园各设施维修保障工作，全
力保障教学，倾心尽力为广大师生提供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的维修保障服务。

后勤管理处组织物业满意度调查

12月份零星维修维保项目汇总

       为进一步提升校园物业服务水准，不断履行“服务育人、
环境育人、生态育人”的责任和使命，12月20日至27日，后勤
管理处组织开展2018—2019学年秋季学期物业满意度调查工
作。
      本次问卷围绕后勤处维修、宿管、保洁工作和保卫处安保
工作共四个模块进行问卷，分新芜、文津两套题目，通过学校
网络问卷平台面向全校师生公开实名问卷。截至27日，两校区
总参与人数达到2200余人。
       学校物业工作始终以师生满意为目标，践行“以师生为中
心”的服务意识，通过问卷的形式，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探索
参与式、体验式物业管理模式，组织引导师生参与后勤管理的
新模式。
       本次问卷结果，后勤管理处已组织两校区物业公司开展专
题研讨会议，逐项逐条的梳理出解决、提升方案。相信在即将
到来的2019年，校园物业会以崭新的面貌继续服务于广大师生。

文津校区商超用电安全
  整改工作顺利开展

 医务室组织开展防艾滋病专题讲座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2018年12月5日下午,我校后勤处联
合芜湖县疾控防控中心共同邀请到芜湖市疾控防控中心艾防科科
长豆正东进行“高校大学生预防艾滋病知识”专题讲座。本次艾
滋病讲座的主题为“主动检测，知艾防艾，共享健康”。
      本次讲座主要围绕“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如何传播”以
及“如何预防艾滋病”这三个方面进行讲述。通过本次讲座活动,
同学们对艾滋病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在“增强自我保护、关爱理
解艾滋病患者”方面也有了新的感悟，同时讲座起到了积极的宣
传教育效果,同学们普遍认识到，作为当代大学生，既要意识到艾
滋病的危害，又要理性正确的认识艾滋病，积极预防。
      讲座过后,同学们纷纷表示，以前对艾滋病知识缺乏了解，对
艾滋病的认识存在误区，此次讲座普及了艾滋病预防知识，让同
学们充分了解预防艾滋病的途径和方法，增强防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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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风采

     为了增强同学们的食品安全
意识，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营造环保、健康的宿舍及校园环
境，12月19日至26日，后勤管
理处举办了“健康校园·健康饮食”
主题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分四个环节，分别
是“重视食品安全，理性选择外
卖”倡议宣传活动、食堂放心原
材料展示活动、“外卖利与弊”
辩论赛、食堂半份半价菜活动。
      

后勤处参加安徽省高校后勤协会二届三次理事会议
       2019年1月14日，安徽省高校后勤协会二届三
次理事会议在省会合肥召开。来自全省高校和会员
企业的协会理事及高校后勤部门负责同志近200人
参会，省教育厅副厅长解平应邀出席会议并讲话。
我校后勤处处长张援全、副处长汪涛参加了会议。
      解平副厅长发表题为《勇担新使命  共创新时
代》的讲话。协会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
周先意向全体与会代表作题为《不忘初心逐梦新时
代 当好助手谱写新篇章》的二届三次理事会工作
报告，从工作机制、行业自律、业务培训、课题研
究、助手作用、行业交流、活动开展、对外交流等
八个方面总结回顾了协会2018年度重点工作，指
出了要用新思想引领深化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更
高站位、更高标准谋划协会2019年工作重点。
       会议听取了张跃军副会长所做的《协会2018
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协会部
分人事与会员调整议案》和在《章程》中增加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党的建设内容的议案。

      寒冬虽悄然而至，校园环
保工作的暖流却从未停滞。
12月21日，安徽信息工程学
院绿风环保协会组织志愿者为
一直默默参与和支持校园环保
工作的人们送去了“冬日的温
情”。
    活动当天，志愿者们分组
为学校环卫工人、宿管叔叔阿
姨、校园文明督导同学、积极
参与环保活动的同学们送去了
精心准备的礼物，感谢他们为
绿色校园默默做出的奉献。寓
意平安的苹果、装着热水的暖
手袋、保暖的手套耳罩、写满
祝福的贺卡……收到礼物的同
学和叔叔阿姨们都露出了暖暖
的笑容，纷纷表示还将继续献
力环保工作。

内 培 外 训

绿风环保协会组织
冬日送温暖活动

伙管会开展“健康饮食”主题宣传活动

数字后勤

表1分析：
1、12月份，新芜校区维修
总量达722单，其中延迟未
结单4例，原因均为维修点
渗水。文津校区维修总量
达535单，无延迟结单及废
单发生。
2、12月份文津校区维修总
量环比增长31.8%，新芜校
区维修总量环比增长36.4%。
因天气寒冷，空调报修量
增加，四六级教室检修，
12月份整体报单总量有所
增长。
3、12月份工程部重点计划
对四六级考试教室进行整
体检修，确保考试顺利进
行。

表1：两校区物业维修量环比（单位：例）

文津校区12月份维修量环比 新芜校区12月份维修量环比

后勤处参加2018年安徽省高校后勤协会餐饮年会
      2019年1月22日，安徽省高校后勤协会餐饮
专业委员会七届四次会员大会暨2018年会在巢湖
中庙碧桂园酒店召开。来自全省高校、中专学校
后勤管理部门、餐饮服务实体和为学校提供餐饮
服务的社会企业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会议。我校后
勤处食堂商超管理主管章炜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安徽大学副校长虞宝桃所作的《安
徽省高校后勤协会餐饮专业委员会七届四次会员
大会工作报告》，“报告”从抓好年度工作任务
分解、构建“面向采购”和“农校对接”工作长
效机制、构建餐饮服务比学赶超良好氛围、推进
食品安全管理、组织开展餐饮管理课题研究、推
进“文化餐厅”建设、组织参加全国伙专会有关
会议和培训等八个方面全面回顾总结了餐饮专业
委员会2018年的工作。          
      会上，通报了2018年安徽省高校食堂面向贫
困县采购农产品情况，还邀请了浙江大学后勤集
团总经理林旭昌作了题为《新时代高校餐饮工作
的实践与思考》的专题报告，分享了浙江大学构
建现代餐饮保障体系的成功经验和模式。

后勤处参加2018年安徽省高校后勤协会寓专会
     2019年1月18日，安徽省高校后勤协会学生
公寓专业委员会八届一次常务委员会议在滁州
召开。我校后勤处副处长汪涛、校园管理主管
陈璐参加了会议。
    会议选举了第八届“寓专会”秘书长单位由
合肥工业大学担任，副秘书长由安徽建筑大学、
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师范大
学、淮南师范学院担任。会议讨论了 “寓专
会”2019年工作计划，围绕2019年寓专会如何
开展常规和特色工作、推进理论研究、庆祝高
校后勤社会化改革20周年活动，展开讨论。
    最后，省高校后勤管理中心陈鹏主任作了总
结讲话，对各常务理事单位给予寓专会工作的
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学生公寓专业委员
会顺应新时代要求，将三全育人融入到日常的
公寓管理之中，同时学习新技术、新手段，实
现管理的转型与升级。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路过的师生分发外卖食品安全现状传单，同时通
过海报宣传和二维码扫码普及相关知识，着重介绍各大媒体曝光的黑外卖卫
生现状和食品安全知识。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吸引了很多同学驻足关注，他
们也纷纷在主题横幅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表明理性选择外卖的决心。
       本次活动旨在让同学们了解外卖对身体健康以及对校园管理带来的危害，
引导大家从自身做起，减少校园内的白色垃圾，共同努力创建美丽校园。



数据类型 诊疗量 销售额

文津校区 530人 2124.7元

新芜校区 1309人 5103.9元

表2：两校区食堂、商超营业收入同比（单位：元）

表5：两校区12月份实际支出水电费同比（单位：元） 表6：12月份两校区食堂综合考核汇总（单位：分）

表4： 1-10月份两校区物业综合考核分数汇总（单位：分）

表3： 校医务室12月份门诊数据

员工心语
                                                                   让青春在岗位上闪光

       2018悄然已逝，青春的岁月又走过一轮。回望过去的一年，感触颇深，中间有过期待也有过彷徨，只有不改初心，不忘
来路，才能善始善终。
       学校后勤是一份复杂又平凡的岗位，每个后勤人、每个岗位承担了一项或多项任务，要搞好后勤优质服务的关键在于实
行科学的、细化的、规范的后勤管理：首先一线人员必须深入、扎根现场，勤跑、勤问、勤管才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毕竟实践才能检验真理；其次管理上不能患得患失，勇于尝试才会有创新的突破，畏首畏尾只会阻碍前进的脚步；
后勤工作中不能故作聪明，不耍小聪明，亦不能揣着聪明装糊涂，勇于承担，甘于奉献应是每个后勤人良好品质；后勤无小
事，处处是责任，只有做到勤、细、实，才能更好地为学校服务；最后希望全校师生给予后勤工作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2018年既是结束又是开始，我们将一改故辙去迎接新的一年。让我们的智慧在岗位上熠熠闪光，让我们立足平凡岗位，
开创美好未来。让我们的理想在青春里展翅飞翔，让我们的青春在岗位上闪光。

                                                                                                                                                      （后勤管理处    沙龙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