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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2019第 9期         总第 158期 

本期要点 

主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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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 2019年安全生产管理考核 

 制定 2020年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计划 

 认真做好各项安全检查工作 

 学生公寓管理中心开展冬季用电和消防安全知识宣传 

网格化管理 

 落实网格化管理工作标准 

 建立网格化管理考核细则 

饮食服务 

 我校代表队荣获四川省教育系统食品安全知识竞赛总决赛二等奖 

 开展冬至美食活动 

公寓管理 

 持续加强公寓育人阵地建设 

 完成继续（网络）教育学院 400余名毕业生离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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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 

 顺利完成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来校调研等活动、会议保障工作 

 顺利开展各类考试后勤保障工作 

 完成乔木修枝、绿植栽种等绿化美化工作 

卫生防疫 

 疾病监测情况报告（2019 年 12月） 

 食品安全快检实验室顺利启用 

 “红十字 红丝带”12320防艾青春行主题公益晚会在我校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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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财经大学幼儿园开展教研活动 

 西南财经大学第二幼儿园开展优质课竞赛 

 各幼儿园举办丰富多彩的迎新年活动 

会务服务 

 顺利完成 335场次会务接待工作 

交通服务 

 安全行车 202趟次，合计 1814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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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 

    1.学习教育 

及时组织学习学校有关文件精神。12月 3日，后勤召开党总支委员会，传

达学习《西南财经大学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制度》《西南财经大学关于学习宣

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通知》和学校《关于校内二级单位领导班子开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讨论安排后勤领导班子“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相关工作、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

会及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相关工作。 

及时跟进学习党中央和四川省委有关重要精神。12月 18日，后勤召开党

总支委员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坚持、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重要文章，学习 2019 年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四川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会精神。 

    2.检视问题 

12 月 18 日，后勤召开党总支委员会，讨论后勤领导班子及成员“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检视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指导各支部建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检视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领导班子从班

子自身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后勤改革发展、后勤服务育人 4个方面共查找

出 18项具体差距和不足，制定了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 

    3.专题会议 

后勤设立 “党员先锋岗”、建立“党员责任区”，组织党员开展承诺践诺。

12月 4 日，后勤党总支印发《关于设立“党员先锋岗”、建立“党员责任区”、

组织党员开展承诺践诺的决定》，授予张谛等 9名同志首批“党员先锋岗”荣

誉称号，并以党小组为单位划分出 9 块“党员责任区”。12 月 10 日，各党支

部分别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举行了“党员先锋岗”授牌和《党员承诺践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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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仪式。 

后勤领导班子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12

月 10 日，后勤服务总公司领导班子在怡然楼 209 会议室召开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学校主题教育第九工作指导组组长江林

旭、成员王耀荣到会指导。会上，后勤班子成员逐一进行对照剖析，严肃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江林旭对后勤服务总公司主题教育取得的成绩和专题民主生

活会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后勤领导班子持续抓好本次主题

教育的集中整改、深化整改等工作，圆满完成主题教育各项任务。 

后勤各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12 月 10日，后勤党总支各支部分别

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全体党员聚焦初心与使命, 盘点学习收获，检视问题不

足，深刻剖析原因，制定整改举措，深入开展自我批评，并诚恳地接受了其他

同志的批评意见。 

安全工作 

1.开展 2019 年安全生产管理考核。12月 2日至 15日，后勤服务总公司安

全生产管理考核工作小组深入各部门认真开展安全生产管理考核工作。通过召

开考评前讨论会、部门汇报年度安全工作开展情况、查阅资料、现场检查、考

评答疑、考评组意见汇总、不记名打分和反馈考评结果等形式全面细致、客观

公正地开展年度考评工作。 

2.制定 2020 年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计划。12月下旬，后勤安委会围绕安全

生产管理责任、制度、会议、教育培训、宣传活动、安全检查、应急管理、安

全考核等八大要素，结合年度重要安全防控事项和节点，制定《2020 年后勤服

务总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工作计划》，各部们结合安全工作实际情况，制

定《部门 2020 年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计划》，落实日常安全风险防控。 

    3.认真做好各项安全检查工作。一是，12 月 19 日，保卫处与后勤服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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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联合开展消防和冬季用电安全联合检查，对柳林校区商业、图书馆等处消

防设施设备、消防安全通道和安全用电情况等进行全面检查，检查情况整体良

好；二是，12 月 11 日，校医院、后勤企划部和饮食服务中心组织对两校区餐

饮摊点和食品销售加工商家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饮食服务中心

各食堂餐厅坚持每周开展安全自检。 

    4.学生公寓管理中心开展冬季用电和消防安全知识宣传。学生公寓管理中

心通过微信群、公寓宣传展板进行冬季用电和消防安全宣传，规范学生在寝室

内的用电行为，提升学生安全意识。 

网格化管理 

1.落实网格化管理工作标准，加强网格系统管理。各部门根据网格化管理

工作标准，积极采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处理网格事件，切实提升工作实效。 

2.建立网格化管理考核细则，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各部门根据网格化管理

工作安排，按照落实对标、突出考核、坚持问题导向和激励约束机制相结合的

工作原则，落实具体考核指标，制定各部门考核实施细则。 

饮食服务 

1. 我校代表队荣获四川省教育系统食品安全知识竞赛总决赛二等奖。12

月 4日，由四川省教育厅主办的全省教育系统食品安全知识竞赛总决赛在西南

民族大学举行。四川省各高校和地市州教育系统共计 76 支代表队 228 名选手

经过初赛和复赛层层选拔，我校代表队荣获二等奖。 

2.开展冬至美食活动。12 月 19 至-22 日，在两校区各食堂和教工餐厅设

立冬至美食窗口，邀请了学生社团同学品评冬至菜品，将饺子、羊肉汤、羊肉

泡馍、羊肉串等南北冬至美食搬进了食堂，在教工餐厅为老师免费提供羊肉汤。

活动期间，师生用餐回流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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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管理 

    1.持续加强公寓育人阵地建设。通过宣传栏张贴、微信群推送二十四节气

“大雪”相关内容，持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开展元旦“甜蜜新年”活动，在

各公寓及洗衣房张贴新年宣传海报、摆放糖果、糕点、贺卡等，公寓微信群内

推送新年祝福，寓意“甜蜜过新年”。 

    2.完成继续（网络）教育学院 400 余名毕业生离校工作。 

物业服务 

1.顺利完成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来校调研、全省国家宪法日活动、

学校第十三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等会议、活动的后勤保障服务工作。 

2.顺利开展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成教学院、出国留学

预备学院期末考试等后勤保障工作。 

3.完成柳林校区腾骧楼楼后新植草坪 400余平方米；完成光华校区家属区

革大路东侧、25 栋等区域乔木修枝，交通服务部区域女贞球栽植，华榕 2舍至

体育馆之间及 3栋门口约 650平米麦冬栽植等绿化美化工作。 

卫生防疫 

1.西南财经大学医院疾病监测情况报告(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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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我校两校区门诊

就诊人数共 4476 人，发热病人数 145 人，腹泻病人数 73 人，传染病 9例，其

中水痘 7例，细菌性痢疾 1例，手足口 1例，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经院

内自查无漏报、迟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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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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448 15 9 1 1473 12月 2801 130 64 8 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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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8 0 0 1 7 

（2）疾病监测分析 

本月门诊人数较上月下降较同期上升，发热病人数较上月较同期均上升，

腹泻病人数较上月下降较同期上升。 

    本月报告传染病 9 例，7 例水痘均住院隔离治疗，1 例细菌性痢疾和 1 例

手足口居家隔离治疗，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及寝室的消毒处理。 

2.食品安全快检实验室顺利启用。为保障师生员工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

提升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水平，后勤在校医院设立食品安全快检实验室，自 10

月起，相继完成实验室场地建设、配套设施设备议价采购、快检设备招标采购、

工作人员招聘、工作体系建立等工作，食品快检实验室于 12月 23日顺利通过

各项验收，正式投入使用。 

3.“红十字 红丝带”12320 防艾青春行主题公益晚会在我校顺利举行。

11 月 29 日，由四川省红十字会主办，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西南财经大

学和四川日报集团.家庭与生活报承办的“红十字 红丝带”12320 防艾青春行

主题公益晚会在我校学生活动中心举行。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冉

茂琴，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秘书长袁波，校党委常委、副书记曾道荣，省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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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委重传处处长谢仁兴，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刘大鹏等来自省红十字

会、省卫生健康委、温江区及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晚会。电子科技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等兄弟院校及我校共 600

余名学生参加了晚会，同学们自编自排的歌舞、手语、小品等精彩的防艾主题

文艺表演，以崭新的视角展现了当代青年大学生对防艾公益事业的全新理解和

参与热情，用别开生面的方式向观众普及了防艾知识，树立了洁身自爱、自觉

预防、尊重患者的青年防艾主题。晚会后，出席嘉宾参观了我校“红十字救护

员培训实训中心”。 

专项工程 

 积极推进 2019 年教育部修购专项工程建设 

光华校区华榕二舍学生公寓维修改造工程进入质保维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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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招标工程量清

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启动监理、施工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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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步进入招标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阶段。 

 积极推进校内单项工程建设 

1.完成光华校区交通服务点屋面维修改造工程。 

2.光华校区第一运动场西向木塑板人行道维修改造工程：已完成路沿石和

树池框安装、路面石材铺装、路灯沟土方挖掘，将进行路灯安装。 

3.光华校区四食堂维修改造项目：已完成地砖拆除、岩棉板屋面及隔墙更

换、铝塑板更换、第一遍乳胶漆、部分水电改造，即将进行地砖铺装、灯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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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检修等。 

幼儿教育 

1.西南财经大学幼儿园开展教研活动。幼儿园音乐教研组开展优质课展示

活动，每个教研组推选一个优质课，在全园开展现场观摩及交流研讨，有效促

进了各教研组的相互学习与提升。 

2.西南财经大学第二幼儿园开展优质课竞赛。11 月 25 日至 12 月 4 日，

第二幼儿园开展了同课异构优质课评比活动，22位教师针对同一个教学内容，

采用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切入点、侧重点进行设计，更加充分地挖掘教材内涵，

拓展教师的教学思路。 

3.西南财经大学幼儿园举办“迎新春钢琴演奏会”。12月 27日，迎新春

钢琴演奏会在幼儿园举行，孩子用稚嫩的小手弹奏，家长在优美的钢琴曲中感

受着孩子的成长。 

4.西南财经大学幼儿园举办“2020 年庆新年活动”。12月 31日，幼儿园

400 余名幼儿、800 余名家长与全体老师一同参与“2020 年庆新年活动”，才

艺展示、游园活动、民俗游戏、手工制作、领取礼物等环节精彩纷呈，节日气

氛浓厚。 

5.西南财经大学第二幼儿园开展迎元旦活动。12月 31日，第二幼儿园开

展了元旦亲子迎新年活动，促进了家长与教师之间、幼儿与幼儿之间的互动和

感情。 

6.西财海峡新城幼儿园开展新年环创活动。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西财海

峡新城幼儿园分班开展新年环创活动，以春色满园、年年有余、新年乐团圆等

主题的环创把各班教室营造得喜气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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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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45 0 11 小型会议 57 25 3 29 

中型会议 73 49 5 19 中型会议 48 39 1 8 

大型会议 67 36 10 21 大型会议 34 26 1 7 

特大型会议 0 0 0 0 特大型会议 0 0 0 0 

小  计 196 130 15 51 小  计 139 90 5 44 

两校区会议场次合计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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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以内计算为 1场次，2小时以内计算为 0.5

场次。 

交通服务 

总公里数 出车趟次 维修工时 安全事故 

18143公里 202趟次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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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