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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7年是我校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一年，后勤总公司坚持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工作方

针，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以“服务师生、服务育人”为己任，突

出教学、科研的中心地位，教学科研开展到哪里，服务保障就延伸到

哪里，扎扎实实地做好后勤服务工作。

后勤副校长王剑飞针对后勤系统如何做好迎评促建工作，提出具

体的指导安排，做出明确的要求部署。后勤总公司组织各中心认真学

习了评估体系指标，统一了思想，明确了目标，充分认识到后勤服务

保障在审核评估工作中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做到围绕评估工作，以“服

务教学、服务师生、保障评估”为理念，以一流的服务水平为目标，

以一流的服务质量为保障，全面提升服务保障理念，构筑全方位、多

层次、多形式的服务保障格局，精心部署、提前谋划、狠抓落实，结

合本部门、本岗位工作实际，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满腔的工作热情，

积极投身到评估工作中，提供优质、高效、便捷、周到的后勤服务。

后勤总公司以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为契机，进一步完善了教学任务

优先保证机制、后勤工作与教学单位的联动机制、重要教学活动的保

障机制、紧急情况的应急机制、节假日服务不中断的值班机制等工作

体系，打造了一支埋头苦干、不计得失、默默奉献、敢打硬仗的后勤

一线工人队伍和管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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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争先创优 为迎评保障夯实基础

----教学楼管理中心迎评促建工作纪实

9 月 11 日-9 月 14 日是我校“教学审核评估”的日子，这是我

校第三次迎接教学评估“大考”，是我校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评估结

果将永载史册。根据后勤总公司的工作安排和责任分工，教学楼管理

中心承担教学楼室内教学环境的后勤保障工作。

动员部署、树立责任意识

7 月 12 日放假前，教学楼管理中心主任召开管理员及班组长迎

评专项动员会议，强调了学校评估工作的重要性和学校领导对后勤服

务工作的要求，教学楼作为学生学习的主要环境，保障教室正常使用

至关重要。同时就如何落实好迎评服务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并对具体

工作任务进行分解，教学楼管理中心计划分三步走，首先是结合部门

报修对教学楼的教学设施和卫生开展拉网式自查自纠，以卫生死角和

安全隐患排查为重点；其次是集中维修和环境治理结合边查边改；最

后是全面细致复查、筛查可能出现的问题，尽可能做到万无一失。同

时希望全体员工能够树立“全校一盘棋”思想，工作中相互帮助、不

断发挥不畏艰难、连续奋战、不怕疲劳、甘于奉献的精神，以强烈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以积极昂扬的精神

面貌夺取迎评服务工作的胜利。

开展自检自查、保障教学科研

为了确保评估期间学校各项教学、科研活动的正常开展，以最佳

形象迎接专家的到来。要做好教学后勤保障，首先要善于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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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5 日-7 月 22 日，教学楼管理中心维修组对全校所有教学楼、办

公楼内的门窗、照明灯具、开关、上下水、课桌椅等教学设施、环境

卫生等进行拉网式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查出一处，立即落实、整改

一处，坚决不留安全隐患和死角，全力做到教学设施、设备的完好无

损，保证各类教室及多媒体教室的正常使用。

教学楼作为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卫生保洁也是重要环节，

为确保教学楼干净、整洁，7 月 16 日起中心管理员按照划片分工对

教学楼内的桌椅、窗台、门窗、卫生间、楼道等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检

查，从天花板每一丝蜘蛛网的清

理，到卫生间每一个纸篓的更换，

从教室每一张座椅的摆放，到楼

道每一片玻璃的擦洗等，无不留

下管理人员检查的足迹。针对这

次教室环境卫生，教学楼管理中心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采取了针对

性的保洁措施，针对乱写乱画、粘胶等顽固性污渍，包括卫生间隔板

壁上的污垢，购买了专用清洁剂，对每一张课桌进行了清洗，课桌上

多年的字迹、墨水予以擦拭干净，课桌从里到外清洁一新。教学用品

提前摆放到位，教学环境洁净明亮。在评估期间，教室安排专人跟踪

负责、保洁员全天候不间断保洁。确保不留一处隐患，不留一个死角，

为教学评估提供了良好的卫生环境保障。

任务就是命令 主任率先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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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7 月份的排查摸底，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量较大。教学楼

管理中心主任亲自带头不休息，加班加点，利用中午、晚上及周末的

时间见缝插针，有计划、按步骤地进行维修。在工作中，主任亲自带

头靠前指挥，不怕烈日与酷暑，认真研究改造方案，精心组织人员施

工。加班加点，带领员工一起完成

了一系列维修任务和临时突击任

务。

自检自查项目：改造了本部第

一教学楼、第三教学楼和西校区一

教一至五楼走廊内照明光源，使照

明灯具统一规范；粉刷了综合楼 A 区、D区楼道和走廊内的墙体，总

面积 17000 余平方米，使楼道内面貌焕然一新；维修了综合楼 B区一

楼雨水管；维修了全校 PVC 扣板和硅钙板、踢脚线、白钢门把手；维

修了桌椅、讲桌、讲台等 1200 余套；一楼出入门过口白钢压条、图

书馆卫生间隔断门 H 型收边条

等工作。

突击完成项目：突击粉刷了

党代会分组讨论会场第四教学

楼一楼正厅墙体；铺装了报告厅

台阶地毯；完成综合楼 A区 1至

4楼窗帘拆装工作；铺装了综合

楼 B区电梯内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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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其他部门完成的项目：协助后勤处做好综合楼 D区女儿墙防

水胶填涂工作；协助中标单位完成各学院自管教室、实验室、计算机

房窗帘的更换。

配合教务处保证了评估期间专家听课教室加摆桌椅、配给粉笔、

板擦等服务工作。

舍小家顾大家 工作不讲价钱

为了评估，一切都是不讲任何条件的完成领导交办的临时工作任

务。

从 9 月 1 日起，相关校

领导纷纷走访相关教学院

部，在检查中提出整改所有

西校区楼房和本部综合楼 D

区楼道内光源亮度不够问

题，还有粉刷局部墙体、更换办公室门等诸多任务，由于中心人手有

限，中心临时外聘电工 5 名，在接到任务后，每天晚上都是加班、加

点直至教学楼封楼，在更夫多次催促下才收工，几乎都是连夜完成整

改任务。

9 月 3 日，校领导提出在 9 月 10 日前统一更换卫生间标识牌，

采购小组到上海路采购时发现无一家经销商能够提供出 260 个标识

牌，订做周期 10 天。采购小组成员反复与经销商协商，最终采购小

组成员的诚意打动了经销商，同意搁置其它制作，先行为我校制作卫

生间标识牌。这样全校卫生间标识牌在 9月 9 日前全部安装到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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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完成了卫生间门帘安装工作，卫生间门帘安装，着实让维修人员费

了一番脑筋、通过精心构思，巧妙设计，由铁丝穿改为白钢杆，使帘

布永不出褶。通过精细的服务可以看出，教学楼管理中心同志们把真

情和爱心倾注到为师生服务的每一件事上。

9月 8 日临近评估前是各部门的冲刺阶段，各部门都想把自己辖

区完美化，这几日楼道内废弃的座椅、沙发、宣传板等杂物特别多，

院部没有精力进行外运，所有的清

理和外运任务都落到了教学楼管

理中心的头上。我们这边刚清运

完，各教学院部和职能处室又不断

地往外边扔，层出不穷。由于货车

白天不能上道，只能是天黑以后运

输，直至 9 月 8日晚才雇两辆重型货车运出校区，共清运废弃物卡车

装运十九车，直至 9 月 9日凌晨 1 点 30 分才结束这项工作。

自今年年初起，多名维修工带病坚持工作，个人有事也坚持不请

一天假，为的就是能够为学校评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期间杨国政

放弃战友聚会，在岳母已穿好出殡衣服时才请假参加葬礼，未能陪在

自己亲人身边；胡景明爽约毕业生的教师节宴请；张秀武只能匆忙参

加兄长遗女的升学宴。这些员工服从大局，舍小家顾大家，感动着身

边每一个人。

随着教学评估工作的结束，人们高涨的热情渐渐退去，后勤服务

工作仍在继续，在整个评估过程中员工们忘我的工作、细致周到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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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经住了历史的检验，今后我们要继续发扬成绩，站在新的起点，为

学校的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更换了白钢门门腰、卫生间门帘白钢杆。(新旧对比)

维修了全校 PVC 扣板和硅钙板、踢脚线、白钢门把手、一楼出入

门过口白钢压条、图书馆卫生间隔断门 H 型收边条、铺装了综合楼 B

更换前
更换前 更换后

更换前 更换后
更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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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电梯内地毯。

简单地维修了讲桌、讲台、排椅等责任外教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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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教务处保证了评估期间专家听课教室加摆桌椅、配给粉笔、

板擦等服务工作。（见图 1）

为了方便学校来宾及提高学校办学形象，应学校办公室要求，在

综合楼 B 区 7、15、16 楼增设了洗手液和擦手纸。（见图 2）

粉刷了综合楼 A 区、D 区楼道和走廊内墙体和党代会分组谈论会

场墙体。（见图 3）

维修了综合楼 B 区一楼雨水管及综合楼 D 区女儿墙防水胶填涂

工作。（见图 4）

（教学楼管理中心供稿）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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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保洁细致入微 为迎评创造优美环境

----校园管理中心迎评促建工作纪实

九月金秋走进长春大学校园，一股清新的气息迎面扑来：一条

条路面干净整洁、一块块花坛争芳斗艳、一棵棵树木亭亭玉立、一张

张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美丽的校园，醉人的秋色，漫步在其中，

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环境的巨大变化。这些令师生赞叹不已的校

园环境，是长大后勤人一个多月来在学校迎评促建活动中迈出的坚实

步伐和点滴精彩。

“迅速提升校园环境，集中清理校园环境卫生”是后勤总公司在

学校“迎评促建”活动中环境保障实施方案中一项重要任务。校园环

境建设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勤人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校园管理中心接到“校园环境治理”的任务后，立即召开协调会议，

认真研究治理方案，积极宣传发动、统一认识，在充分调动员工积极

性的基础上，掀起了对校园环境“彻底大清理、整体大提升”的工作

热潮。

环境整治分三步走。第一步是

“照镜子”查找不足，校园中心分

全面排查校区内的卫生死角或卫生

不到位的地方，并明确位置、垃圾

量，做好清理计划。第二步是“洗

洗脸”清理污垢，彻底清理路面污

垢、路牙缝隙间的野草、淤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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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牛皮癣小广告，清理树林中枯枝落叶；“剔剔牙”，对绿化带里的

石块、玻璃碴、白色垃圾进行细致梳理；“理理发”，修剪花草树木、

灌木荆棘。最后一步是“化化妆”美化校园环境，通过摆放花草、布

置花坛，更换老旧的垃圾箱，安装休闲椅、安装景观围栏等美化校园。

8月 5 上午，保洁公司首先行动起来，保洁公司利用校园中心的

洒水车，从学校图书馆开始，保洁员手拿水管对着图书馆后身的台阶、

路面、柱子上的顽固污垢进行冲洗，多名保洁员紧跟其后连刷带扫，

从台阶、路面、到路牙，从柱子底部到顶部都一一洗刷干净。彻底清

理校园内乱写乱画现象、清除野广告等粘贴物，经过三天的奋战，终

于还校园一个干净整洁的面貌。

8月 7 日保洁公司按照校园管理中心的要求，专项梳理了所有路

面两侧的绿篱、灌木根部的枯枝烂叶、砖头、瓦块、塑料袋等遗留垃

圾。这项工作清理难度相对较大 、较难。绿化带内零散的装潢垃圾

多、石子多、砖块多。从 8 月 7日开始校园管理中心员工与保洁公司

员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集中对整个园区的绿化带进

行地毯式的清理。从杂草、

塑料袋、纸屑、碎石块到建

筑垃圾，无论是悬挂在树梢

的，还是夹藏在绿篱内的废

弃物，他们都认真细致地清扫、清除。尽管清理时灰土弥漫，还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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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被树划到手、脸，可大伙不嫌脏、不退缩，齐心合力地将一车车

装满石块、枯枝腐叶运走。

8月 12 日校园管理中心又开始按计划修剪、清除校园内的枯枝、

残枝、杂树，从体育场外围

的绿篱，到六教和特教学

院、外国语学院门前的绿

篱、树木修剪，再到国际学

院南侧连廊休闲园的树球，

处处都留下了他们忙碌的

身影。经过修剪的绿篱、树木，就像新理过的头发，那样平整、优美。

9月 2 日开始，校园环境治理到了“化妆”阶段，按照计划，校

园管理中心订购的美化校园的景观花盆、花箱、休闲椅等纷纷到货，

各学院门口安装直径 1.6 米景观花盆共 16个；在公寓园区、音乐学

院南侧摆放防腐木花箱共 16套；休闲椅 50套、更新果皮箱 80个；

东大门旁边摆放立式花柱 8 套；在综合楼 B区两侧绿化带安装景观围

栏 260 延长米；补栽花草 68000 棵，恢复因电信施工和校内基建施工

损坏的花圃。这些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真需要下一番功夫。由

于时间紧任务重，校园管理中心员工起早贪黑，加班加点，靠的是无

私奉献精神、埋头苦干加实干，硬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

9月 9 日校园管理中心将战场转移到七公寓北侧的垃圾场内，这

是最后一块硬骨头，校园内除生活垃圾以外的所有建筑装修垃圾、废

弃物都聚集在这儿，垃圾既多又杂。在这之前国家环保督查组在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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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校园内建筑垃圾运不出去，校园管理中心积极想办法，借来锅

炉房的铲车，员工们搬的搬、抬的抬、全然不顾铲车卷起的灰层，利

用休息时间，夜里 11点进行清运。经过 3天的奋战，东西校区总计

清运垃圾 88车。垃圾清理了，环境变好了，同学们无不拍手称赞。

9 月 11 日专家组正式进校，在“教学审核评估”期间后勤总公司

班子成员分成三组，分头负责校园室内外卫生的督促检查，校园管理

中心员工也与保洁员工合兵一处，按照事先分组，轮流上岗、密集巡

查，做到各自负责自己区域内垃圾杂物随丢随捡，确保校园内环境卫

生干净、整洁。保洁过程中没有欢呼，没有掌声，只有默默地坚守和

奉献。评估期间，后勤员工充分展示了后勤人服务师生、保障大局的

作风。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

力和付出，校园内的路

净了，树木葱葱，绿草

茵茵，花团锦簇。花园

式的学校为师生在紧

张的教学之余带来了

美的享受，整洁与卫生也给他们带来了舒适与愉悦。后勤总公司全体

员工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学校“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增添一道光彩。

评估工作虽然结束了，教职员工评估工作带来的兴奋正在逐渐退去，

但砥砺我们后勤人前行的脚步却从未停止，后勤服务工作永远都在路

上。 （后勤总公司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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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供应保障有力 为迎评工作保驾护航

----物业管理中心迎评促建工作纪实

在学校评估准备期间，学校各个部门评建工作任务繁重。物业管

理中心为保障评估期间安全，对全校范围安全隐患进行排查与维修，

可谓是一支埋头苦干、不计得失、默默奉献、敢打硬仗的后勤一线工

人队伍。

埋头苦干保安全 默默无闻只奉献

为保证教学及科研用电需求，物业管理中心对全校用电分配情

况进行梳理、排查，对家属区和校内非教学用电开展专项排查和清理

工作，完成西校区收费系统升级及卡式电表更换工作；对全校所有供

电设施及线路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先后对陶艺实验室、六教地下室、

乒乓球馆等重点教学场所进行了供电负荷调配及线路设备安装；完成

了学生公寓区、西校区教学楼及实验楼等照明死角区域的校园亮化工

程。

为确保学校师生日常供水及饮用水安全，物业中心定期对地下管

网进行巡查，并由专人对用水量及水压进行监测，及时发现管网异常，

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进行抢修，最大限

度地为学校减少损失和浪费；建立健

全二次供水管理制度，建立定期检测

制度，严格按照行业规范要求进行水

箱清洗和消毒工作。

除正常的清洗、检测消毒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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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期间，每天均对全校的水样进行检测，每天对学校水泵房进行监

督巡查，保证饮用水卫生，保障饮用水安全，避免学校在评估期间发

生饮用水不达标或停水等情况。

为保障评估期间水电供应，物业管理中心提前与供电公司、水务

集团进行了沟通协调，并于 9月初办理保电、保水手续，制定了水电

保障应急预案，配备柴油发动机和洒水车，在评估期间由专人看守重

点部位，确保水电供应万无一失。

排查维修不出错 迎评促建用心做

物业中心为保证学校夜间照明，

以确保师生夜间通行安全。对全校路

灯进行了全面排查和维修。共计维修

了本部路灯 4处，西校区路灯 12处。

且对于高空路灯，调动升降机进行更

换，并派专人每晚对路灯进行巡查与维护。保证了学校评估期间路灯

百分之百完好。

为迎接审核评估工作，展示学校良好风貌，物业中心积极联系施

工单位和 LED 灯源厂家，为确保照明效果，

双方技术人员认真研究施工方案，采取有效

的安全措施，保障了高难度的维修工作，在

专家进校前顺利完成了大字维修任务。

由于学校各教学楼内暖气管道长时间

裸露在外导致氧化生锈，针对这一问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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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心在人员紧张的情况下，利用周六、

周日的时间对全校生锈的暖气管道进行刷

油翻新。确保在学校评估期间，展示学校

良好办公环境。

改造抢修不可少 只为创造美环境

为了让特教学生有一个舒适的洗浴环境。物业中心提出对特教浴

池进行改造的申请，获得批准后，积极配合后

勤处对特教浴池进行了整体更新、改造。物业

中心工作人员严把质量关，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完成了特教浴池的改造工程，并对室内卫生进

行了全面的清理，同时为学生配备了拖鞋、镜

子等物品。使得特教浴池的洗浴环境焕然一新。（图为改造后照片）

2017 年 8月份，物业中心发现家属区 4500 米住宅楼地沟内上水

管道水量异常，经物业中心排查系地沟内上水管道爆裂。发现问题后，

物业中心马上组织抢修并更换破损管道与阀门，及时恢复了家属区用

水，在确保住户正常生活用水的同时也避免

出现更多的经济损失。

2017 年 8 月份，物业中心巡查时发现

南湖家属区上水管道有渗水痕迹。由于南湖

家属区年久失修，上水管道老化情况严重。

经过全面检查，工作人员连夜对漏水点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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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维修，克服重重困难，水暖班组全体成员

带水作业，全力抢修漏水点。经过连续 8 个小

时的奋战，终于确保了南湖家属区住户的正常

用水，受到教职工住户的一直好评。

（物业管理中心供稿）

圆满完成评估汇报文艺演出的保电工作

9 月 11 日晚，学校在报告厅举办评估汇报文艺演出。后勤总公司

接到任务后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布置各项事宜。物业中心提

前与长春市供电公司相关部门进行对接，同朝阳区供电局办理了重大

事件保电手续，并联合电业局同志对我校高压供电专线进行了巡查检

修。与此同时，电工班组还组织专人，对晚会现场的供电线路、用电

设备进行了“地毯式”巡查，提前

把应急发电机接入备用状态，同演

出团队技术人员进行对接，密切配

合，确保所有舞台设备及照明灯具

的电源供应。在演出期间，特意安

排两名电工密切监视设备运行和

现场负荷变化情况，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确保演出圆满成功。

（物业管理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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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贴心周到 为迎评提升服务水平

----饮食服务中心及教工食堂迎评促建工作纪实

长春市食药局对特殊教育食堂进行了检查指导

2017 年 9月 4 日上午，长春

市食品药品监督局食品处及朝

阳区食品药品监督局的同志对

我校特殊教育学院食堂和教工

食堂进行了检查。后勤总公司及

泉润佰合餐饮有限公司部分同

志陪同检查。

检查过程中，长春市食品药品监督局食品处徐处长带队，对特殊

教育食堂的证照公示、原材料的采购、燃气安全、环境卫生、检查记

录及食品留样等方面进行了检查指导。徐处长对我校食堂的餐饮服务

保障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对餐饮公司提出了一些科学、规范的建议，

对我校今后的后勤餐饮工作也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和建议。

（饮食服务中心供稿）

饮食服务中心圆满完成专家组走访检查工作

在我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过程中，专家对教学资源保障进行了专

项检查。9 月 12 日中午，所有专家组成员在学校相关部门领导和联

络员的陪同下，对学生食堂进行实地考察，并品尝了学生伙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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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员仔细询问了饭菜价格、原材料进货渠道、食品卫生安全，并同

部分就餐同学进行了现场座谈。后勤副校长王剑飞及后勤总公司部分

同志全程陪同。

为了保证此次实地考察的顺

利进行，饮食服务中心全体同志

高度重视，协调泉润佰合餐饮公

司对就餐区域、后厨操作间、库

房等重点部分进行重点检查，做

到“干净整洁、绿色饮食、合理

膳食”，全力做好学生食堂的监

督和管理工作。

走访结束了，评估组专家对食品安全、就餐环境、价格品质以学

生反馈等方面给予高度评价。

（饮食服务中心供稿）

后勤总公司对学生食堂进行安全隐患大检查

9 月 7日，后勤总公司领导及办公室工作人员及饮食服务中心、

泉润百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人员一起，对学生食堂进行了食品安全专

项检查。此次检查共分为三个组，分别检查

了西校区学生食堂、特教学院食堂及校本部

二食堂、四食堂。此次检查，重点是对各种

规章制度是否健全、原材料采购的索证索票

是否完善、环境卫生是否达标、消防设施是

否齐全。经过详实细致的检查后，后勤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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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相关人员同泉润百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召开了现场会，就

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对餐饮公司下达了整改通

知。

（饮食服务中心供稿）

学生食堂彻底整改，为教学评估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为了创造更好的校园环境，以暂新

的面貌迎接审核评估，9 月 11 日，饮

食中心及餐饮公司员工对食堂周边的

环境及损坏的设施进行了彻底的清扫

和清除。

为了创造良好评估和就餐环境，饮

食服务中心更换了新的公示板，同时对四食堂档口的窗户也张贴了窗

纸，既能防止阳光对厨房的直射影响后厨操作，也使操作间更加规范

整洁。

（饮食服务中心供稿）

新的公示板



长春大学后勤总公司工作简报

- 21 -

饮食中心管理人员对学生食堂常用食材进行集中考查

8 月 22 日到 29 日，长春大学饮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分别对学生

食堂所用的大米、调料、冻货等常用食材进行了一次集中考查。考查

中，他们到店铺咨询，到库房调查，就

产品的来货渠道、生产日期、产品价格

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盘查。同时，

也对企业的三证也进行了详细的查询。

为学生能食用放心的食材进行保驾护

航。

（饮食服务中心供稿）

为迎接教育部专家进校考察调整就餐时间

2017 年 9 月 11 日上午，教育部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组进入

我校评估考察。为更好的配合评估

工作，避免开餐时出现排长队滞留

的现象。教工食堂经过认真研究后，

决定在教育部专家评估期间调整就

餐时间。教工食堂一方面协调卡机公司调整教工划卡时间，另一方面

与厨师团队协调，在评估期间按照调整后的开餐时间准备早餐和午

餐。早餐时间由原来的 7：00 改为 6：30；午餐时间则由 11：00 改

为 10：45；经调整后，早餐及午餐排队打餐状况明显好转，开餐时

排队秩序井然。教工食堂圆满的完成了迎评促建饮食保障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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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食堂供稿）

教工食堂协调厨师队伍增加新菜品

2017 年 8 月 14 日新学期开学后，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专家组将进入我校评估考察，为做好迎评促建后勤保障工作的同时做

好教职员工的早餐、午餐保障工作，后勤总公司教工食堂积极与厨师

团队进行沟通、协调，经过认真研究讨论后，决定在原有的菜品种类

基础上增加新的菜品，有清蒸小肥鱼、酱脊骨、干炸河虾、红烧海鲫

鱼、软炸龙利鱼等。新菜品投入后，

得到了广大教职工的一致好评，教工

食堂将再接再厉，继续协调厨师团队

在主食和菜品方面增设新的品种，增

加教职工的用餐满意度，增强职工的

幸福感。

（教工食堂供稿）

教工食堂圆满完成党代会午餐保障工作

2017 年 8月 7、8两日，中国共产党长春大学第四次代表大会在

图书馆大礼堂隆重召开。为确保大会的顺利召开，后勤总公司对教工

食堂下达了《关于做好中国共产党长春大学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勤保障

工作及党员代表午餐的通知》。教工食堂接到通知后，积极响应。但

由于恰逢暑期，厨师团队放假，教工食堂一方面积极联系、组织并协

调厨师团队人员到岗，另一方面准备好党代会午餐所需食材的采购工

作，确保教职工就餐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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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代会召开的两天时间里，贴心的开餐时间、高品质的饭菜质

量、员工的热情服务，都得到了党

员代表的一致好评，党员代表更是

对饭菜赞不绝口。教工食堂圆满完

成了中国共产党长春大学第四次代

表大会的午餐保障工作，也激励所

有职工食堂全体工作人员向更高的

服务目标而努力。

（教工食堂供稿）

《长春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餐饮监督条例》审议通过

为了更好地对餐饮公司的工作进行监督管理，使监督工作有章可

循、有法可依，经过多次讨论修

改，《长春大学饮食服务中心餐

饮监督条例》经后勤总公司批准

正式通过。新的监管条例针对餐

饮工作中的不规范行为都有相应

的规定，更具有实际的操作性。

不仅使学校对餐饮公司日常工作的监督有依据同时对处罚也有抓手，

既能警示餐饮从业者也可以成为他们日常工作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饮食服务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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