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勤服务工作简报  2018年第二期 

 1 / 10 

 

 
 

 

2018 年第二期 

                                                                    2018年 5月   

 

综合新闻 ......................................... 2 

后勤处召开班车管理工作现场推进会............................................................................. 2 

“学以食为先”——2018 电机美食节开幕 ........................................................................ 3 

我校新增八幢学生公寓达到“六 T”标准 .......................................................................... 5 

大调研 ........................................... 6 

校领导调研后勤餐饮服务 ................................................................................................... 6 

校领导调研后勤物业服务 ................................................................................................... 6 

后勤服务简讯 ..................................... 7 

后勤服务五月数据统计 ............................. 8 

卫生宣传 ......................................... 9 

HPV 你了解吗？ ..................................................................................................................... 9 

 

 



后勤服务工作简报  2018年第二期 

 2 / 10 

 

综合新闻 

后勤处召开班车管理工作现场推进会 

4 月 18 日，后勤处召开班车管理工作现场推进会，副校长王志

恒、后勤处、新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徐总等出席。 

早上 8：30，王志恒副校长带领后勤处

相关人员和新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领导就

通勤班车的车容、车况、安全设施等开展

了现场安全大排查，共检查 10辆通勤班车

（临港 7辆，闵行 3辆），总体车容车况良

好，个别班车安全带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

检查具体结果如下： 

序号 车牌号 
检查项目 

车容车貌 
安全带 安全锤 灭火器 安全指示牌 

1 沪 EK2811 完好 配备 配备 配备 整洁 

2 沪 EC2833 完好 配备 配备 配备 整洁 

3 沪 EC2851 完好 配备 配备 配备 整洁 

4 沪 EC2890 完好 配备 配备 配备 整洁 

5 沪 EC2878 完好 配备 配备 配备 整洁 

6 沪 EC2869 完好 配备 配备 配备 整洁 

7 沪 ET6583 完好 配备 配备 配备 整洁 

8 沪 DC1592 完好 配备 配备 配备 整洁 

9 沪 AU4208 完好 配备 配备 配备 整洁 

10 沪 D61157 有一个插口紧 配备 配备 配备 整洁 

检查完毕，校后勤处与新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就班车日常管理工

作展开交流，就“4·3事故”和教代会所反映的问题确定整改方案，

会上，双方还签订安全承诺协议。 

最后，副校长王志恒代表学校对校通勤班车管理工作提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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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要加强班车安全检查和驾驶员的日常管理，确

保通勤班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后勤处

要以大数据为工作抓手，完善管理制度，

按制行车；此外，还要做好司机休息场

所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为司机安全行车

做好安全保障。 

 

“学以食为先”——2018 电机美食节开幕 

2018 年 4 月 20 日下午三点半，上海电机学院 65 周年校庆系列

活动“学以食为先”——2018电机美食节在美丽的月河畔正式开幕。 

此次美食节由校后勤处、校友会、昂电后勤服务有限公司主办，

校工会、校学生会协办。校党委书记孙培雷，副校长王志恒，上海市

餐饮烹饪行业协会会长沈思明，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副会长曹德

华，市教委后勤保卫处副处长南少华，上海昂电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峰，上海生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陆卫华等以及临港兄弟院校

的后勤处处长、校友代表和在校师生一起享受了一场视觉和味觉的饕

餮盛宴。 

开幕式上，王志恒副校长表示此次美食节作为 65 周年校庆系列

活动的组成部分旨在各位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关注并支持学校的改革

发展，继续参与学校后续的相关校庆系列活动。王志恒表示后勤服务

将以美食节为抓手，狠抓服务品质，提升师生对我们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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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代表沈思明先生向母校迎来 65 周岁生日表示祝贺，同时对

学校将美食节融入校庆系列活动的这一创新做法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沈思明在新校区建成后，先后来校 3次，每次都让他对母校有全新的

认识，他相信上海电机学院的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南少华副处长对美食节活动的筹办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希望后

勤服务部门总结经验，拓展美食节内容、丰富活动形式，把美食节办

成具有特色的校园餐饮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师生的美食文化生活。 

随后，孙培雷书记宣布美食节开幕，并与嘉宾一起开启了象征幸

福、圆满的生日蛋糕，为学校 65岁庆生，整个会场气氛达到高潮。 

4 月以来，经过初赛、复赛的比拼，厨师们精湛的刀工技法、娴

熟的烹饪手艺让人印象深刻，各类美食霸屏广大师生朋友圈的情景让

人记忆犹新。今天的决赛，汇聚了我校各食堂大厨们精雕细琢的 87

道特色“看家菜”，在现场看来，真的是让人目不暇接、垂涎欲滴。

开幕式结束后，来自校友代表、校职能部门代表、二级学院师生代表、

学生会代表、网络抢票师生代表等 150 名美食评审品赏了这 87 道菜

品，并经过投票产生了此次美食节的十佳美味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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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新增八幢学生公寓达到“六 T”标准 

2018年 5月 9日上海市学校后

勤协会公寓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

2018 年年会在上海东华大学召

开，会议上，宣布了公寓“六 T”

项目申报合格名单，我校新申报

的 8 幢学生公寓全部通过评审。

其中临港校区 6幢公寓分别被评为学生公寓六 T管理 5星示范单位和

4星达标单位，闵行 2幢公寓被评为 4星达标单位。 

至此我校共有 8幢五星达标公寓， 11幢四星达标公寓，“六 T”

达标率在上海高校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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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研 

校领导调研后勤餐饮服务 

4月 24日，副校长王

志恒调研学校餐饮服务。

调研会上，昂电实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峰、昂电后

勤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范辉先后作公司总体情

况介绍和学校餐饮服务

介绍，后勤处处长林文胜就食堂餐饮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和与会同志

展开交流。最后，王校长提出餐饮工作是全校师生可以安心开展教学

任务的根本，做好餐饮服务工作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让全体师生

吃的放心，吃的舒心是我们今后工作的目标。 

 

校领导调研后勤物业服务 

5月 3日，副校长王志恒调

研学校后勤物业服务。调研期

间，王校长听取了后勤处、昂

电后勤服务有限公司、学友公

司负责人对学校物业服务的工

作汇报。汇报涉及了工作内容，

工作困难，工作成绩，工作展望四部分内容，随后王校长和与会人员

进行了进一步讨论。王校长提出后勤工作中要特别关注和广大师生息

息相关的后勤保障工作，让师生们在一个安全、健康、环境优美的校

园里开展工作、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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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服务简讯 

根据市教委【2018】3号文件精神，

后勤处、昂电后勤服务有限公司对两校

区食堂卫生工作进行专项检查。在各经

营单位进行自查后，针对人员配备、人

员健康、人员培训、食品安全等进行了

重点检查。整体情况在受控范围。 

 

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5 月 15 日我校 2018 年无

偿献血活动在临港校区学生事务中心

举行。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组织下，

献血现场秩序井然，活动当日共成功采

血 416人份，采集血液达 83200毫升。 

 

 “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春姑

娘踏着微风细雨，载着满园花色就这样不经意的来了。 

五月的电机，处处花海。娇娆的

蔷薇爬满了围墙；灵动的波斯菊铺满

了草地；最爱和太阳做游戏的酢酱草

在行道树下舒展着身姿；秀美的月见

草如同她的花语——默默的爱，点缀

在小道、路边，静待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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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服务五月数据统计 

五月，后勤处启动物业服务等 6项合同的招投标准备工作；保障

校公务车的使用工作，共计派小车 210 余次，大车 30 余次；零星维

修工程共 17起（附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维修面积(平方） 

1 临港校区机械楼办公室线路改造 电线、涂料 40 

2 闵行校区锅炉房架空线 电线 330米 

3 临港校区电气学院及机械楼墙面隔断 隔墙涂料 125 

4 临港校区行政楼办公室改造工程 涂料墙面 45 

5 临港校区修理马路及下水道项目 混凝土 45 

6 闵行校区校史馆维修铜像工程 毛石、脚手架 25 

7 临港校区宿舍铝扣板吊顶 铝扣板 25 

8 闵行校区图书馆开门洞 开门洞、不锈钢推拉门 15 

9 临港校区一食堂外墙修理项目 墙砖脚手架 65 

10 临港校区文理楼及商学楼修理 墙砖涂料 50 

11 临港校区体育中心室内篮球场窗帘安装 布帘 160 

12 临港校区体育馆乒乓室涂料 涂料 280 

13 上人孔不锈钢盖板 盖板 7只 

14 闵行校区足球场线路整修 电缆 130米 

15 临港校区文理楼及商学院修理 涂料面砖 87 

16 临港校区卫生所及学生事务中心外墙修理 外墙砖脚手架 45 

17 临港校区图书馆修理 led 灯、大理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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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煤缴费： 

校区 项目 金额（元） 时间 

临港校区 

水费 215086.50  2018.04—2018.05 

电费 499985.93  2018.04 

燃气费 252118.9 2018.04 

闵行校区 

水费 161892.1  2018.04—2018.05 

电费  218411.32 2018.04 

燃气费 72019.6  2018.04 

 

卫生宣传 

HPV 你了解吗？ 

人类乳头瘤病毒(HPV)是人体的一种病毒。属乳头多瘤空泡病毒

科乳头瘤病毒属。易感染人类表皮和粘膜鳞状上皮，HPV感染表皮引

起的增生性病变称为“疣”,感染粘膜鳞状上皮引起的增生性病变称

为“乳头瘤”。 

HPV的传播途径？ 

1、性传播途径：是导致各种类型 HPV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径，HPV

病毒存在患者的分泌物和血液当中，性接触很容易通过破损的皮肤和

粘膜感染，而现实生活中很多年轻人性生活活跃，并且有不洁性生活

和高危性生活，如经期性生活、人流后康复期，就非常容易导致被

HPV病毒感染，还有很多女性性生活开始的时间过早，也会在感染 HPV

病毒后让发生宫颈癌的几率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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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密切接触：是指平时生活当中亲吻或者是皮肤接触引起的感

染，因此 HPV病毒可以导致家人同时被感染。 

3、间接接触：是指通过接触感染者使用过没有消毒的衣物、剃

须刀、指甲刀、浴盆、浴巾、牙刷等生活用品、用具等引起的感染，

这种感染途径虽然很少见也是不可忽视的。 

哪些人可能感染 HPV？ 

80-90%有性生活的女性一生中都会被 HPV感染，而且可能反复感

染 HPV，也可能同时感染多种不同型别的 HPV。使用安全套可以降低

感染的可能性，但却不能完全阻止 HPV的传播。 

HPV致病机制 

致癌高危型 HPV的持续感染是宫颈癌主要致病因素，从感染致癌

高危型 HPV到罹患宫颈癌一般需要 5-20年的时间。 

宫颈癌可以预防吗？ 

WHO（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宫颈癌防控策略包括 HPV 疫苗接种

和宫颈癌筛查。 

一张表看懂 HPV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