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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点 

主题教育 

 学校领导到后勤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调研 

 后勤服务总公司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安全工作 

  做好安全检查和校园维稳工作 

 召开安全工作专题会议 

 开展 2019年年度安全考核工作专题培训 

 开展“11.9”消防安全月系列活动 

网格化管理 

 建成网格化管理应用系统 

 强化网格化管理考核 

 构建网格化管理督查机制 

饮食服务 

 西南财经大学烹饪技能实训基地正式启用 

 饮食服务中心获得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第四片区食品安全知识竞赛第一名 

 学生代表参观食堂 

 湖北省高等学校后勤管理研究会到我校调研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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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管理 

 完成 2016-2018级学生寝室新学年清洁用具发放工作 

 持续加强公寓育人阵地建设 

物业服务 

 持续规范通博楼自习室预约管理 

 光华校区自习教室预约系统开始试运行 

 完成国庆期间和学校大型活动氛围营造、绿化美化等工作 

卫生防疫 

 疾病监测情况报告（2019 年 10月） 

 疾病监测情况报告（2019 年 11月） 

专项工程 

 积极推进 2019年教育部修购专项工程建设 

 做好 2020年教育部修购专项前期工作 

 积极推进校内单项工程建设 

幼儿教育 

 开展园本教研活动 

 开展“童心颂祖国，欢乐庆国庆”庆国庆系列活动 

 举办秋季运动会 

 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 

 开展走进福利院活动 

会务服务 

 顺利完成 700场次会务接待工作 

交通服务 

 安全行车 390趟次，合计 3881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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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 

 学校领导到后勤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调研 

1.学校党委书记赵德武到后勤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调研 

10 月 15 日下午，学校党委书记赵德武到后勤开展了“基层党组织建设”

专题调研。后勤党总支书记杨奇才汇报了后勤党建的特色做法、存在的不足和

下一步努力方向，后勤服务总公司总经理王新海围绕党建促发展汇报了后勤保

障、服务师生、改革发展情况与建议。后勤党总支第二党支部书记唐瑶汇报了

支部建设有关情况和建议。赵德武书记对后勤党的建设和保障服务工作给予了

高度评价，并希望后勤从把准政治方向、突出政治标准、增强政治功能三个方

面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让后勤保障服务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品质、

更高的境界。赵书记现场解决了党员干部、后勤员工提出的一些问题，对不能

现场解决的问题也作出了工作部署。调研活动前，赵书记还来到信园学生公寓

同“楼妈”进行了亲切交流，对后勤党总支第二党支部阵地建设、组织建设、

“三会一课”制度落实等情况进行深入了解。 

2.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史代敏到后勤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调研 

      10 月 11 日下午，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史代敏围绕深化学校人才人事制

度改革到后勤开展专题调研。后勤党总支书记杨奇才汇报了后勤劳动用工机

制、用工情况、存在的不足和下一步努力方向，后勤服务总公司副总经理张谛

汇报了公司推进员工队伍建设的特色做法，人力资源部经理雷华兵汇报了公司

人才引进、培养工作情况以及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史代敏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

建议，详细询问后勤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一些能够立即

解决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措施，并对后勤用工机制、员工队伍建设、人力资源优

化配置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和工作要求。 

 后勤服务总公司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1.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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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党员干部和广大员工畅谈国庆盛典。10月 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后勤广大干部、员工通过多种

形式认真收看了庆祝大会，心潮澎湃，充满自豪。 

后勤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10月 10 日，后勤党总支在怡

然楼 209 会议室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后勤领导班子成

员、党总支委员、支部书记参加学习。 

擦亮一盏灯，温暖一群人，后勤组织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10月 30日，

后勤党总支第一支部与第二支部利用主题党日活动时间，组织 9个党小组近 50

名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开展了一次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清洁柳林

校区创业大道环道路灯。 

后勤党总支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11 月 8 日，后勤召开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一是学习习近平总书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对后勤服务总公司前期扶贫工作进行总结，对后期扶贫工作进行总体安排。

二是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精神，与会同志分别

谈了学习体会。 

    后勤服务总公司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干部专题党课。

11月 13 日，党总支书记杨奇才、总经理王新海分别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持续提升新时代后勤党建工作质量》、《守初心、担使命，坚定推进后勤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题，为全体党员及管理业务骨干讲授了党课；11 月 12 日下

午，副总经理张谛、党总支副书记杜超吾按要求分别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持续加强后勤安全生产管理，筑牢后勤发展基石》、《守初心，担使命，做忠

诚的教育工作者》为题在其分管部门讲授了专题党课。 

后勤各支部书记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11 月 19

日，后勤两个党支部分别开展支部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

党课。第一支部书记张俊华、第二支部书记唐瑶分别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坚守廉洁心，拒绝‘微腐败’”为题，向支部党员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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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了党课。 

后勤举行“大学习、大讨论、大落实”集中交流会。11月 13日，后勤围

绕学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弘远楼 101会议室进行了集中交流，公司各

部门分别选派了一名代表进行了交流发言。 

后勤各党支部组织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11月 19日，后勤党总支第

一、第二支部分别在怡然楼 200A 会议室、第二支部党员活动室（诚园 C 座一

楼）组织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2.调查研究 

后勤党总支书记杨奇才以“新时代后勤党建质量提升”调研主题，面向校

内外、党内外进行了专项调研，共召开座谈会 1 场，调研校外高校 16 所，向

后勤党员、员工发放电子调查问卷合计 300余份，了解掌握新时代高校后勤党

建质量提升的路径与方法。 

后勤服务总公司总经理王新海以“后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调研主题，

采取座谈调研、上门走访、实地察看等方式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共召开公司内

部与学校二级单位座谈会 12 场；作为欧兵副校长主题教育联络员，参与 5 场

专题调研会，上门走访了 4位学校老领导。 

后勤服务总公司副总经理张谛以“后勤生产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为调

研主题，深入师生、深入一线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在公司内部开展座谈调研 5

场，联合保卫处开展了 1次校园大安全管理专题调研，参加了金融学院、通识

教育学院共 2 个学院的学生生活空间恳谈会。 

后勤党总支副书记杜超吾以“提升幼儿园办园质量”为调研主题，通过召

开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开展调研，共召开座谈会 3场，向四川省高校

后勤协会幼教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幼儿园发放调查问卷 20 份，了解其他高校

附属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后勤召开调研成果交流会。11月 8日下午，后勤服务总公司召开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班子调研成果交流会。学校主题教育第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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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组组长江林旭及成员到会指导并作点评。 

3.检视问题 

    后勤党总支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检视问题。11月 14 日，后勤召开党总支

委员会暨主题教育领导小组会，传达学校二级党组织书记工作会议精神，集体

研究检视问题，形成了班子及个人检视问题清单。 

后勤召开党员领导干部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11月 19日，后勤

领导班子在怡然楼 209 会议室召开党员领导干部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

议。学校主题教育第九工作指导组副组长钱棣到会指导并点评。 

后勤全体党员认真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11月 19 日，后勤两个党支部分

别召开组织生活会，全体党员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找差距。 

4.整改落实 

主题教育期间，后勤坚持立足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为民服务解难题、办实

事，坚持问题即知即改，让学校老师、学生、校友和后勤员工感到温暖，持续

增强学校师生、校友和后勤员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针对通博楼教师办公区冬天洗手无热水，在通博楼教师办公区洗手间

加装热水器； 

(2)针对弘远楼前广场个别区域沉降，对严重沉降铺装区域进行重新铺装； 

(3)针对弘远楼中庭休闲区美化度不够，进行绿化整治； 

(4)针对弘远楼 109会议室灯带故障，对故障灯带、射灯进行更换； 

(5)针对弘远楼男卫生间设施不够完善，增设小便器隔板； 

(6)针对腾骧楼男卫生间设施不够完善，在腾骧楼男卫生间小便器间增设

隔板； 

(7)针对其孜楼地下室水箱漏水，维修更换水箱设备； 

(8)针对光华校区排污管网因为市政建设存在堵塞，对光华校区排污管网

进行全面清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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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针对光华校区洗车场环境较差，对洗车场环境进行治理； 

(10)针对去世离退休教职工直系家属就餐不方便，向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

申请借用 100 张红卡，经离退休工作处确认办卡人员信息，激活饭卡，已交离

退休工作处； 

(11)针对光华校区一食堂就餐时段个别窗口较为拥挤，在米饭和卤菜窗口

安排专人现场引导，增加窗口和销售人员，进行销售分流； 

(12)针对食堂早餐蔬菜品种不够丰富，价格分类不够清晰，调整食堂早餐

供应品种多样性，蔬菜供应品种从 9 个提高到 15 个，取消早餐 1.5 素菜，调

整为 1元；  

(13)针对学生食堂个别地方桌椅面板有损坏，分食堂片区进行了更换； 

(14)针对个别学生宿舍冬季极端天气热水供应紧张，通过增加空气动力源

热泵机组、改善热水传输管道保温层、加强日常维修保养、加强学生节约用水

宣传引导等手段进行缓解； 

(15)针对竹园学生公寓个别临窗植物过于茂盛遮住了宿舍光线，及时对竹

园临窗遮阳植物进行修剪； 

(16)针对学生公寓敏园内侧配电箱锈蚀存在安全隐患，维修更换配电箱设

施； 

(17)针对榕园背面区域存在照明死角，重新安装了照明路灯，确保监控清

晰运行，减少安全隐患； 

(18)针对学生公寓部分防盗刺损坏未及时进行维修，对学生公寓陈旧、损

坏的防盗刺进行了集中清理和更新； 

(19)针对学生希望在图书馆增设咖啡吧，图书馆露台咖啡吧已完工并投入

使用，为学生提供咖啡、西点等服务； 

(20)针对光华校区学生浴室条件陈旧、设备设施破损严重，对破旧的更衣

柜、椅凳等进行了更换，增加电吹风； 

(21)针对光华校区学生公寓过期灭火器长时间未进行更新，协调保卫处，

补充调整光华校区学生公寓过期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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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针对学生食堂烟感、燃气报警系统等专业设备人员没有进行集中培

训，联合保卫处对食堂烟感、燃气报警系统等专业设备人员进行培训和持证上

岗； 

(23)针对幼儿教师专业技术职级评聘困难，与成都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签

订了一幼教师档案托管协议，制定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技术职级评聘实施办

法》，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职业发展； 

(24)针对光华校区交通服务部停车库漏水、办公室破旧等，对光华校区商

务停车库和办公区域进行维修改造； 

(25)针对光华校区员工宿舍电视信号不够好，更换了中转放大器； 

(26)针对柳林校区饮食员工宿舍开水器老化，及时更换开水器； 

(27)针对员工宿舍淋浴头经常损坏、失窃，员工宿舍淋浴头全部补充更新

完毕，建立宿舍公共设施巡查机制，随坏随修，通过门禁系统防止人员随意进

出； 

(28)针对员工宿舍晾衣不方便，在两校区员工宿舍新增晾衣区和晾衣架； 

(29)针对员工电瓶车区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已设置定时控电开关，将充电

插头调整到水泥墙面。 

安全工作 

1.做好安全检查和校园维稳工作。加强国庆期间安全巡查和值守，保障大

庆期间校园安全稳定；完成每周食品安全自检，校医院、企划部和饮食服务中

心分别于 10 月 22 日、11 月 26 日联合对两校区餐饮摊点和食品销售加工商家

进行安全检查；完成每周安全自查，切实维护公寓安全稳定。 

2.召开安全工作专题会议。11月 4日，后勤在柳林校区总公司会议室召开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会议，总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各部门正副经理和安全专员参

加会议。会议要求各部门要落实近期各项安全生产管理重点工作任务，再次详

细梳理各部门风险隐患点，列出整改清单，扎实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并对

“11˙9”消防安全月和年度安全考核工作进行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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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 2019 年年度安全考核工作专题培训。11 月 25 日，后勤服务总公

司开展 2019 年年度安全工作考核工作专题培训，各部门选派的安全考评组成

员参加培训。 

4.开展“11.9”消防安全月系列活动。一是组织安全管理人员参与学校安

全培训和消防演练；二是后勤多部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开展专题培训和烟道失

火、电梯故障困人等模拟演练，强化员工安全意识，提升各部门应急处理能力；

三是各部门扎实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网格化管理 

1.建成网格化管理应用系统。自主研发了基于微信端的网格化管理 App，

将各部门网格化管理数据采用数据库进行管理。实现了网格检查、部门巡查、

总公司督查、网格数据浏览、数据统计分析、事务流程闭环管理等工作的移动

互联网化，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了网格化管理的效率。 

2.强化网格化管理考核。按照网格化工作流程标准，以优化激励约束为重

点，推进各部门网格化管理考核，调整增强网格化管理的内生动力。 

3.构建网格化管理督查机制。建立网格化督查人员库，采用“双随机”模

式，随机抽取督查人员、随机抽取网格区域对安全生产、卫生保洁、设备设施

等五类网格工作事项进行督查。 

饮食服务 

1.西南财经大学烹饪技能实训基地正式启用。10月 28日，学校烹饪技能

实训基地正式启用，并于 10 月份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劳动技能课程，课程已

纳入学校通识选修课。 

2.饮食服务中心获得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第四片区食品安全知识竞赛第一名。我校饮食

服务中心将代表第四片区 18所高校，于 12月初参加全省教育系统食品安全知

识竞赛总决赛。 

3.学生代表参观食堂。11月 22 日，饮食服务中心邀请 15名学生代表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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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粟堂后厨，先后参观了解了食材加工、物资存放、餐具清洁等流程，学生代

表还与柳林校区三个食堂主任进行了沟通交流。此次参观交流活动让食堂管理

人员能够更好的把握学生需求。 

4.湖北省高等学校后勤管理研究会到我校调研交流。11月 28日，湖北省

高等学校后勤管理研究会伙食管理专业部到我校调研，来自湖北大学、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大学等 11 所高校的后勤相关负责人与我校后勤领导班子成员就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网格化管理、保障机制、美食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总经理王新海、副总经理张谛与饮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陪同调研并与来访同

仁进行深入交流与实地参观。 

公寓管理 

1.完成 2016—2018 级学生寝室新学年清洁用具发放工作。 

2.持续加强公寓育人阵地建设。召集勤工助学学生座谈交流，进一步细化

工作岗位、工作内容，让学生全面参与公寓管理服务，提高学生“四自”能力； 

通过园区氛围营造、微信推送等途径，开展“我和我的祖国 我为祖国点赞”

主题活动，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多渠道开展“119消防安全宣传”和“寝

室用电安全”的安全教育。 

物业服务 

1.持续规范通博楼自习室预约管理，较好地纠正了自习学生离坐不请假的

行为。 

2.光华校区自习教室预约系统于 10月 21日开始试运行，期间做好了现场

秩序维持、使用意见收集、解释等相关工作。 

3.完成国庆及学校秋季运动会、校团委“百团大战”等学校大型活动期间

的氛围营造、绿化美化等工作。 

4.持续做好柳林校区物业管理服务工作，完成弘远楼 400平方米天井美化、

图书馆顶楼露天自习区 1300㎡区域开荒大扫除、经世楼 29个开水器接水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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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调整等相关工作。 

5. 开展课桌椅大扫除。提前彻查教室桌椅并加快维修进度，深度清擦各

类印记和污迹，为 12 月全国英语四六级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等大型考试做好准

备。 

卫生防疫 

1.西南财经大学医院疾病监测情况报告(10月) 

（1）发病概况 

根据我校两校区疾病监测点报告数据统计，2019 年 10 月我校两校区门诊

就诊人数共 4776 人，发热病人数 89 人，腹泻病人数 52 人，传染病水痘 3例，

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经院内自查无漏报、迟报现象。 

两校区疾病监测情况表： 

光华校区 柳林校区 

月份 
普通

门诊 

发热

门诊 

腹泻

门诊 
传染病 总计 月份 

普通

门诊 

发热

门诊 

腹泻

门诊 
传染病 总计 

10月 1333 17 7 1 1358 10月 3299 72 45 2 3418 

两校区传染病监测情况表： 

光华校区 柳林校区 

传染病 甲类 乙类 丙类 重点监测 传染病 甲类 乙类 丙类 重点监测 

1 0 0 0 1 2 0 0 0 2 

（2）疾病监测分析 

本月门诊人数较上月下降与同期持平，发热病人数较上月下降与同期持

平，腹泻病人数与上月持平较同期下降。 

本月报告传染病 3例，均为水痘均住院隔离治疗，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

观察及寝室的消毒处理。 

2.西南财经大学医院疾病监测情况报告(11月) 

（1）发病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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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校两校区疾病监测点报告数据统计，2019年 11 月我校两校区门诊就

诊人数共 4719 人，发热病人数 132 人，腹泻病人数 54人，传染病水痘 5例，

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经院内自查无漏报、迟报现象。 

两校区疾病监测情况表： 

光华校区 柳林校区 

 普通

门诊 

发热

门诊 

腹泻

门诊 

传染病 总计  普通

门诊 

发热

门诊 

腹泻

门诊 

传染病 总计 

11月 1340 12 7 3 1362 11月 3188 120 47 2 3357 

两校区传染病监测情况表： 

光华校区 柳林校区 

传染病 甲类 乙类 丙类 重点监测 传染病 甲类 乙类 丙类 重点监测 

3 0 0 0 3 2 0 0 0 2 

（2）疾病监测分析 

本月门诊人数与上月与同期均持平，发热病人数较上月较同期均上升，腹

泻病人数与上月持平较同期下降。 

本月报告传染病 5例，均为水痘均隔离治疗，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

及寝室的消毒处理。 

3.顺利推进食品安全快检实验室建设。食品安全快检实验室场地改造装修

已完成，基础设施、检验设备已陆续进行安装，预计于 12 月初进行验收。 

专项工程 

 积极推进 2019 年教育部修购专项工程建设 

完成光华校区华榕二舍学生公寓维修改造工程结算审计并按规定支付工

程款。 

 做好 2020 年教育部修购专项前期工作 

1.光华校区南大门、人行道及园林绿化维修改造工程完成施工图设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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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进入招标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 

2.光华校区一食堂维修改造工程确定设计方案图，完成施工图设计。 

 积极推进校内单项工程建设 

1.完成柳林校区三味堂烹饪实训基地装修、学生公寓空气源热水系统机组

线路调整、一粟堂食品安全快检室改造、格致楼 101特拉华学院办公区隔断、

部分办公楼卫生间小厨宝线路安装、弘远楼 207研究生考试命题工作室改造、

弘远楼前地面沉降改造和光华校区绿化部苗圃屋顶更换耐力板、北大门房间维

修改造、菜市场商铺屋面维修改造工程。 

2.光华校区交通服务点屋面维修改造工程：除外墙面漆外均已完成。 

3.光华校区四食堂维修改造项目：已完成墙面乳胶漆及外墙铝塑板拆除。 

4.光华校区法学院卫生间改造：已完成墙地砖铺贴和洁具、灯具安装。 

5.光华校区第一运动场西向木塑板人行道维修改造工程：已完成木塑板拆

除。 

幼儿教育 

1.西南财经大学幼儿园开展园本教研活动。10 至 11 月，幼儿园围绕本学

期园本教研重点，积极开展一课多研和说看评活动，共计开展园本教研 14次，

老师们在现场观摩、交流讨论中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2.西南财经大学幼儿园开展“童心颂祖国，欢乐庆国庆”庆国庆系列活

动。小朋友们通过歌、舞、绘画、手工、故事、儿歌、观看视频等活动，增进

了对祖国的了解和热爱。 

3.10 月 10 日，西财海峡新城幼儿园太阳班幼儿走进温江区第一社会福利

院，参与田园课程与劳动，和老人们共享秋日果实。 

4.11 月，西南财经大学幼儿园、西南财经大学第二幼儿园、西财海峡新城

幼儿园相继举办秋季运动会。 

5.11 月 28 日至 29 日，西南财经大学幼儿园分年龄段举办了 13 场“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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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日”活动。 

会议服务 

柳林校区 光华校区 

会议规模 场次 

其中 

会议规模 场次 

其中 

白天 晚间 
周六

周日 
白天 晚间 

周六

周日 

小型会议 87 84 1 2 小型会议 38 29 1 8 

中型会议 138 73 28 37 中型会议 144 128 0 16 

大型会议 273 142 48 83 大型会议 10 8 0 2 

特大型会议 2 2 0 0 特大型会议 8 6 2 0 

小  计 500 301 77 122 小  计 200 171 3 26 

两校区会议场次合计 700 

备注：小型会议不超过 60 人，中型会议 60--150 人，大型 150--1000 人，特大型会议

1000人以上；会议时间在 2 小时以上 4 小时内计算为 1场次，2小时内计算为 0.5场次。 

交通服务 

总公里数 出车趟次 维修工时 安全事故 

38810公里 390趟次 995 0 

 

 

 

                                                               

呈：校领导 

报：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  宣传统战部 

发：总公司各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