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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点 

党政工作 

  学校党委书记赵德武和党委常委、副校长史代敏看望慰问疫情防

控一线后勤女职工 

 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史代敏检查后勤疫情防控及开学前准备工作 

 后勤服务总公司召开部门经理会安排部署春季学期工作 

 张谛、王德明分获学校 2019年“十佳”女教职工和优秀工会会员称号 

 后勤党总支组织开展 3 月份主题党日活动 

疫情防控 

 校医院按照学校工作部署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饮食服务中心全力解决疫情防控期间光华校区教职工“菜篮子”问题 

 学生公寓管理中心认真做好学生公寓疫情防控工作 

 校园管理中心和物业管理中心去开展两校区消毒消杀工作 

 各幼儿园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安全工作 

 公司班子成员带队进行开学前专项安全检查 

 各部门组织开展卫生安全专项检查 

 动态修订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制度和预案 

网格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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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推进网格化管理工作 

 建立后勤员工健康网格化管理台帐 

培训工作 

 总公司组织开展新闻与宣传专题培训 

公寓管理 

 积极做好开学准备工作 

 恢复光华校区洗涤服务 

物业服务 

 开展两校区绿化养护工作 

 开展两校区校园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做好设施设备维保工作 

卫生防疫 

 疾病监测情况报告（2020年 3月） 

 认真做好各项医疗服务常态化工作 

专项工程 

 积极推进 2020年教育部修购专项工程建设 

 积极推进校内单项工程建设 

幼儿教育 

 组织教职工参加防控知识培训 

 积极做好幼儿园教研活动和家园共育 

会务服务 

 顺利完成 83场次会务接待工作 

交通服务 

 安全行车 218趟次，合计 680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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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工作 

1. 学校党委书记赵德武和党委常委、副校长史代敏看望慰问疫情防控一

线后勤女职工。3 月 8 日，学校党委书记赵德武和党委常委、副校长史代敏分

别来到校医院、学生食堂、环卫工作场所等处，看望慰问坚守在学校疫情防控

一线的后勤女职工们，后勤服务总公司相关负责人陪同慰问。赵德武对奋战在

学校疫情防控一线岗位的后勤女职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对不畏困

难、坚守岗位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提出工作要求。受赵德武书

记和卓志校长委托，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史代敏到学生食堂和环卫工作场所

等后勤服务岗位，看望坚守工作岗位的后勤女职工和一线工作人员 

2.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史代敏检查后勤疫情防控及开学前准备工作。3

月 9日，史代敏到柳林校区怡然楼、学生公寓等处检查指导后勤疫情防控及开

学准备工作。史代敏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学校疫情防控决策部署，明确责任落

实，注重统筹协调，抓实抓细各项防控举措，安排后勤员工安全有序返校返岗，

确保后勤保障服务正常秩序，确保“安全开校”和“开校安全”。 

3.后勤服务总公司召开部门经理会安排部署春季学期工作。3月 8日，公

司在光华校区文渊园会议室召开部门经理会，传达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会、二级党组织书记工作会会议精神，围绕疫情防控不能放松、开学安全准备

到位、年度工作必须抓紧的主题安排部署后勤春季学期工作。公司领导班子成

员、部门正职参加会议，总经理王新海主持会议。 

4.张谛、王德明分获学校 2019 年“十佳”女教职工和优秀工会会员称号。

经各分工会推荐、校工会综合评审，学校评选出 2019 年度“十佳”女教职工

和优秀工会会员。后勤分工会张谛、王德明分别获得“十佳”女教职工和优秀

工会会员称号。两位获奖人是后勤近一千三百名员工的缩影，他们立足岗位勇

担当，特别是在学校疫情防控期间冲锋在前，用心用情服务师生，充分诠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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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人的“硬核”与温情。 

5.后勤党总支组织开展 3月份主题党日活动。根据学校 3月份月主题党日

活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周末卫生大扫除”有关工作安排， 后勤党总支组织全

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管理业务骨干、员工代表开展了“周末卫生大扫除”，

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3月 13日，后勤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各部门

代表 118 人经过近 5 个小时的奋战，共清掏雨蓖子 1100 余个，清掏出的垃圾

680余包，基本确保了雨季到来时校园地下排水顺畅；3 月 14日，全体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学校两校区“周末卫生大扫除”，对光华校区第二运动场、

西区运动场、西区停车场和柳林校区运动场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卫生大扫除。后

勤党总支将主题党日活动与爱国卫生运动相结合，主题突出，效果明显，充分

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打赢疫情防控攻

坚战、平安校园保卫战营造了良好的校园环境。 

疫情防控 

1. 校医院按照学校工作部署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1）动态调整，不断优化工作举措。及时跟进教育部，市、区卫健委等

部门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和工作要求，对医院预检分诊工作进行整改，进一步加

强工作人员相关知识培训；对校医院医疗废物和污水处置工作进行整改，配备

工作人员防护用品。 

（2）修订完善防疫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预案及各项工作措施与流程。进

一步加强隔离医学观察人员管理，拟定信息报告方案及模板，做好信息收集与

报告工作；拟定接触隔离医学标准、隔离医学观察管理规范，明确隔离医学观

察种类、管理要求、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核查、医学随访、信息报告等相关内

容；拟定新冠肺炎宣传培训方案及培训内容。 

（3）全力做好校内医学隔离观察人员管理工作。按照医学观察管理防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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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防控诊疗组继续做好校内医学隔离观察人员管理工作，3 月 1 日—3 月 31

日，两校区校内医学隔离观察共计 39人，随访 409人次。 

（4）继续做好疫情监测、师生监测与信息报告工作。积极开展疫情监测，

对全国、全省、全市确诊病例、疑似病例进行统计、描述，绘制趋势图，撰写

报告 31 份；审核教职工健康申报卡 406 人次；根据学校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反馈异常人员名单，进一步进行专业筛查，确定当日校外追踪随访名单，截止

3月 31 日 10:00，共追踪回访 1397 人：确诊隔离 1人（龚浩然，检测复阳），

疑似 0 人，隔离医学观察 94 人（均在当地医院或社区指定地点观察）；每日

按时完成温江区卫健局发热门诊专项信息报告工作，协助防控工作领导办公室

综合工作组进行教育口信息报送的收集与审核。 

（5）继续做好防控物资保障及管理工作。做好两校区防控物资出、入库，

发放登记及统计工作；按照总公司财务要求，上报入库、出库、库存、每日出

入库汇总、累计出入库汇总统计报。 

2.饮食服务中心全力解决疫情防控期间光华校区教职工“菜篮子”问题。

1月 25 日，光华菜市场便恢复服务，通过提前消毒、食材分装、分区摆放、动

线规划引导等途径，落实学校防疫防控措施，每日为校内教职工提供 60余种、

近 800斤肉类、蔬菜、水果、熟食等，确保教职工们足不出校就能购买到各种

新鲜食材，全力维护教职工校园生活的平稳有序。 

3.学生公寓管理中心认真做好学生公寓疫情防控工作。一是，制定《西南

财经大学学生公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细则》及学生公寓自习室、自助

洗衣房、自助售货机疫情防控期间的使用管理规定；二是，认真做好留校学生

和青年教师周转房居住教师的体温检测，密切关注留校学生思想动态和健康状

态，坚持信息及时上报；三是，加强公寓公区环境卫生治理，做好两校区现开

放学生公寓的日常公区卫生和消毒通风,3月 14日、15日在两校区学生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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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楼和办公楼开展春季“灭四害”工作。 

4.校园管理中心和物业管理中心全力做好两校区消毒消杀工作。坚持每日

对两校区重点公共区域、学生公寓庭院、家属区单元楼道、菜市场等开展消杀

工作；对学校大门、办公区、食堂等地垫喷洒药水进行消毒防疫；每日对校内

垃圾桶、休闲椅进行擦拭消毒；每 4 日对公共区域及家属区主干道进行雾化剂

消毒消杀作业；3 月中旬起，学校陆续恢复办公，做好楼宇公共区域消毒工作

及保洁服务工作。 

5.各幼儿园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各幼儿园继续认真做好幼儿和共

同居住人信息摸排，全面精准掌握幼儿相关信息；积极组织幼儿园管理团队、

后勤行政人员和教师（班长）参加“四川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卫生员培训”线

上培训，参训人员均取得四川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卫生员证书；各幼儿园按照

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和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复课检查评估相关工作安排，不断

完善防控工作方案及应急预案，按照防控要求修订保健室九项工作制度，制定

疫情防控期间人员摸排、卫生消毒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扎实做好相关制度建

设、工作流程、人员培训、防疫物资储备等工作，积极做好开学前准备工作。 

安全工作 

1.公司班子成员带队进行开学前专项安全检查。3 月 9 日，总公司班子成

员带队对柳林校区办公楼宇、教学楼、食堂、学生公寓等后勤管理服务区域进

行安全巡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各部门限期整改，切实保障校园安

全。 

2.各部门组织开展卫生安全专项检查。3月 16日，各部门会同企划部对员

工宿舍进行卫生和安全隐患排查，检查情况整体良好。饮食服务中心严格按照

《西南财经大学学生食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细则》开展安全自检自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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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态修订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制度和预案。后勤服务总公司各部门结

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内容，全面修订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传

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校园环境治理方案、学生健康咨询和生活

服务方案等涉及后勤服务保障的各项制度方案 40余项。 

网格化管理 

1.持续推进网格化管理工作。各部门网格长根据值班工作安排，按照网格

化管理常态化工作要求认真落实各区域网格巡查工作。 

2.建立后勤员工健康网格化管理台帐。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与经验，融合

新型冠状肺炎病毒防疫及安全管理工作，分解任务、明确责任，针对员工健康

等情况建立网格化管理台账，扎实开展网格化信息管理排查工作。结合员工基

数大、寒假流动性较大等特征，建立寒假从未离开、离开已返回、离开尚未返

回三本台账，实施分类管理；由网格长负责实时追踪、每日更新，安排专人负

责进行信息汇总、统计和核查；员工健康信息内容详细，及时准确体现员工异

常、异动情况。 

培训工作 

总公司组织开展新闻与宣传专题培训。3月 23日，后勤服务总公司特邀宣

传统战部、西南财大报编辑王中举老师以《新闻与宣传》为主题开展写作专题

培训。培训在柳林总公司大会议室举行，公司组织在业务工作中经常涉及新闻

宣传与文字撰写的工作人员共 15人参训。 

饮食服务 

两校区食堂（餐厅）做好疫情期间餐饮保障工作。食堂餐厅通过每日定时

全面消毒、食堂门口设置棕垫、食堂内部动线规划引导就餐、禁止堂食、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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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员工和就餐人员体温监测等手段，保障供餐过程及环境的安全。柳林校区

五谷堂和光华校区一食堂为疫情期间校内的供餐食堂，日均供餐柳林校区达

500 人次，光华校区达 800 人次。柳园食府疫情期间为柳林校区值班老师及防

控指挥部值班人员提供盒饭，日均盒饭供应量达 50份。 

公寓管理 

1.积极做好开学准备工作。对假期关闭公寓公区进行卫生大扫除和全面消

毒；完成公寓内开水器、智能控电系统等设备设施检修和公寓公区路灯、消防

设施等的检查报修；完成洗涤部各自助洗衣房和车间的卫生消毒及洗涤设备的

调试、检修；组织员工进行学生返校工作专题培训。 

2.恢复光华校区洗涤服务。光华洗涤部于 3 月 24 日开始营业，严格做好

洗涤部卫生消毒及客衣洗涤，保证洗涤质量。 

物业服务 

1.开展两校区绿化养护工作。完成柳林校区草坪修剪，清运枯枝落叶 350

车，完成盆栽植物维护、农药喷洒、杂草去除以及运动场旁填土平整等工作；

光华校区文献中心至保卫处围墙绿化带栽种麦冬 1200 ㎡，栽种求精路两侧绿

化带麦冬 200 ㎡；停车场东侧新栽麦冬及其他各处灌木、花坛浇水灌溉，光华

楼西面及二幼草坪修剪以及杂草清除等维护养护工作。 

2.开展两校区校园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对柳林校区公共区域进行保洁清扫

工作；完成文献中心至保卫处围墙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清理建渣 35 余吨，枯

枝 10 余车；一食堂对面商铺墙面去污清洗、清理；家属区绿化带内砖头石头

清理工作及家属区道路、雨水沟除草。 

3．做好设施设备维保工作。完成腾骧楼、光华楼和学生活动中心等办公

区域 50 余台开水器的维修、清洗工作；全面检修两校区办公楼宇电梯，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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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运行安全、正常；更换五谷堂锅炉水位计，同时完成了两校区锅炉和蒸汽

发生器安全附件（压力表、安全阀）年检及安装工作。 

卫生防疫 

1.西南财经大学医院疾病监测情况报告(3月) 

（1）发病概况 

根据我校两校区疾病监测点报告数据统计，2020年 3 月我校两校区门诊就

诊人数共 688 人，发热病人数 1人，腹泻病人数 2人，传染病细菌性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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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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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612 1 2 1 616 3月 72 0 0 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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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2）疾病监测分析 

本月门诊人数、发热病人数、腹泻病人数均与上月持平较同期下降。 

本月报告传染病细菌性痢疾 1例，患者居家隔离治疗。 

2.认真做好各项常态化工作 

根据两校区人员特点、就诊需求，逐步开放相关诊室、恢复日常医疗秩序；

加强急诊医疗管理；继续做好门诊特殊疾病病人诊疗工作。 

专项工程 

1.积极推进 2020 年教育部修购专项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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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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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理招标工作，合同均已签订，跟踪审计单位已确定，根据学校及其他相关规定

要求施工单位准备各类开工资料，准备进场施工。 

（2）光华校区一食堂维修改造工程：施工及监理单位招标工作已完成，

已确定中标单位。根据学校指示及工作安排准备下一步合同签订及各单位进场

工作。 

2.积极推进校内单项工程建设 

（1）完成两校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临时电源、排气扇安装、小厨宝安装、

搬桌椅等。 

（2）完成两校区校医院传染病隔离病房的水电检修、热水器安装、门的

油漆等。 

（3）完成两校区消毒通道用彩条布、地毯等的制作安装。 

（4）完成两校区校门口红外线监测设施的集装箱梯步焊接及电源安装。 

（5）分 3 批次搬运 5吨防控消毒物资并在库房整齐存放。 

（6）完成柳林校区博学园 B座 6F集中隔离房间水电检修、并粉刷走廊。 

（7）完成柳林校区校园围墙刺铁丝安装。 

（8）完成光华校区银杏苑集中隔离房间检修。 

（9）完成光华校区南大门带刀刺铁丝安装以及北三门、南大门、北二门

铁板封门工作。 

（10）完成光华校区一食堂部分电路开关安装及紫外线灯安装。 

（11）完成光华校区校医院 5个病房空气净化消毒机安装。 

（12）完成光华校区北大门值班室改造。 

（13）完成光华校区 36栋旁水管爆管及住友苑水管爆管抢修。 

（14）完成西南财经大学第二幼儿园隔离区间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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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光华校区北大门人行道扩建：完成相关设施拆除工作。 

（16）柳林校区校园地砖维修：已经完成南区学生街小方砖修补、慎思园

复印店门口青石板更换、一粟堂三味堂对面停车区行道砖更换；正在进行松竹

梅榕园附近的青石板修补、怡然服务楼小广场的花岗石修补、经世楼 E、F 区

的无障碍通道改造。 

（17）光华大楼前喷水池改造工程：已完成打围。 

幼儿教育 

积极做好幼儿园教研活动和家园共育。各幼儿园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及

时调整本学期教研计划，组织开展教师线上教研活动，并结合各班段幼儿特点

不断调整线上育儿指导工作方案，通过幼儿园公众号和班级群定期推送疫情防

控知识；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定期交流，加强育儿活动线上指导，提升家长

教育水平与陪伴质量，促进家园共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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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31 0 0 小型会议 52 32 0 20 

中型会议 0 0 0 0 中型会议 0 0 0 0 

大型会议 0 0 0 0 大型会议 0 0 0  

特大型会议 0 0 0  特大型会议 0 0 0 0 

小  计 31 31 0 0 小  计 52 32 0 20 

两校区会议场次合计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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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中心坚持 2 次/天有序开展两校区办公楼宇公共区域及部分办公室、

会议室、防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相关区域的卫生保洁和消毒工作，坚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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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定时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认真落实会场布置相关要求，在会场外

设置体温监测点，保持座位间距并进行会场消毒。 

交通服务 

总公里数 出车趟次 维修工时 安全事故 

6806公里 218趟次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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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