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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校党政领导慰问后勤处员工 

新学期的第一个工作日，校党委书记孙培雷、校长胡晟来到后勤

处，亲切慰问后勤教职工，为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并对新学期的开

学工作进行指导。走访过程中，校领导们每到一处，都与教职工亲切

交谈，向大家送上新年的美好祝愿和亲切慰问，仔细了解新学期开学

工作的准备情况，勉励教职员工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新

学期的各项工作中，尤其是 2018 年我校将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

评估工作，校领导希望后勤教职员工要围绕重点，扎实工作，确保审

核评估工作圆满完成。 

 

江川路街道调研闵行校区 

开学初，闵行区江川

街道工作委员会王文辉

书记一行 8 人来我校闵

行校区调研，在听取了我

校后勤处关于闵行校区

210 弄、280 弄教职工住

宅水电社会化改造、闵行校区内部基础设施改造，以及随着校区布局

转移后老校区如何进行建设转型等问题后，王文辉表示上海电机学院

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学校为闵行区建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江川

街道会和我校一起尽快解决目前遇到的困难。此外，王书记介绍了江

川街道科创示范园区建设进展情况，特别对区域内与我校相关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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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予以重点说明，表示希望利用闵行校区资源，积极推进科创示范

园区建设，在进一步的紧密合作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会后，在校后勤处和昂电实业公司领导的陪同下，王文辉一行现

场考察了我校闵行校区的校内设施、教职工住宅等。 

 

市政设计院调研闵行校区改造方案 

三月初，市政设计院来闵行校区调研，后勤处、基建处就闵行校

区目前面临的房屋年久失修，道路路面开裂，雨季校内积水严重，电

力能源供应不足等方面向设计院提

出设计改造要求，希望在有限的财

力下，尽可能改善闵行校区面临的

突出问题，为师生正常开展教学、

生活提供应有的保障。 

 

后勤处启动新学期开学保障工作 

粮草未动，兵马先行。为了让开学工作能够平稳有序的进行，后

勤处在开学前一周开展了各项准备工作。各科室各司其职：能源服务

科对两校区供电、供水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对检查发现的异常情

况进行了维修；物业服务科对校园内枯枝、落叶、卫生死角、小广告

等进行了再次集中清理。同时，利用寒假对两校区的用水、洗浴、电

梯等各类设备进行常规检查、维护，确保设备正常运行；综合服务科

重点督促租赁公司做好班车的安全检查，确保班车的正常运行；卫生

所做好医疗器械、药品的检查工作，为迎接开学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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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正式上线 

上海电机学院后勤处倾力打造的微信公众平台“电机后勤”于三

月份正式上线，该平台目前包括通知公告、后勤

新闻、餐饮服务、班车服务查询、医疗服务、住

宿服务、服务电话、失物招领、校园风景等基础

模块。只需通过手机，动动手指，便可及时了解

后勤服务资讯，实现各种功能，获得贴心的后勤

服务。 

 

后勤开展美化校园行动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

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

满皇都”。校园的春色“百般红紫

斗芳菲”，大自然通过校园的一花

一草，传递着春的消息，而我们后

勤人就是春的信使。 

清除景观绿化内的杂草，保持

景观和草坪的美观性；清理整顿餐厨垃圾，维护就餐环境洁净；整修

校园地面，确保师生出行安全……美化校园，就是后勤人责无旁贷的

使命。 

 

4 月 3 日校通勤班车事故报告 

4 月 3 日上午 7 时 35 分左右，我校由新华公司承运的 3 号通勤

班车（行车路线：莲花路——莘庄——临港线路）在沪芦高速（S2）

上海市区往东海大桥方向，沪芦高速与上海绕城高速大亭立交桥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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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公里处发生追尾交通事故，事故未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事发后，学校已启动紧急预案，将 8名体感不适教师紧急送医就

诊；对相关教师的工作已妥善做出相应调整，确保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不受影响。相关校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人、新华公司领导第一时间到

达第六人民医院看望受伤老师。目前现 8名受伤老师中 3人在家休养，

5人已正常上班中。 

4月 5日，经交管部门勘察事故现场后认定，事故责任方为追尾

我校班车的衡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大巴，由衡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承担所有后续费用。 

4月 9日，新华公司相关领导已逐一慰问我校受伤老师，并垫付

相关费用。由新华公司承担所有受伤老师的各项后续费用，已发书面

工作函给我处。 

后勤处已召开全体驾驶员会议，通报事故情况，从事故中吸取教

训。要求进一步加强安全行驶意识，严格控制车速，并对所有车辆进

行全方位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立即整改。以书面形式上报检查情况

及整改措施，患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学校通过用水用电相关专业检测 

二月，学校接受政府指定检测单位的用水用电相关专业检查，我

校各项指标均达标，顺利通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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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调研 

后勤处赴兄弟院校进行学习交流 

2018 年 3 月，后勤处先后来到上海海事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后勤处进行学习交流。 

上海海事大学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与我校交流了各自后勤服务

的历史和现状、组织和架构，我校从物业管理、车辆使用、餐饮服务、

卫生医疗、能源服务等方面进行经验交流。通过交流学习，发现了目

前后勤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校领导调研闵行校区后勤服务工作 

3 月 30 日，副校长王志恒在后勤处的陪同下来到闵行校区，调

研闵行校区后勤服务工作。 

调研期间，王校长从物业管理、食品安全、餐饮服务、节能减排、

旧校区改造等方面与相关人员亲切交谈，在了解闵行校区后勤服务的

历史、现状后对后勤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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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服务简讯 

 

闵行校区餐饮第一阶段改革初见成效，新的经理

和厨师长到任，菜的品种和量有所增加，服务态度有

较大改善，教工菜价逐步开始和临港校区接轨。此外，

两校区校内食堂从本学期开始杜绝使用转基因食用

油，为食品安全保障增加系数。 

 

喜庆的中国结、火红的大灯笼，元宵皮儿洁白绵软

黏而不腻，红红的澄沙馅入口即化，满口甜香。为了

让在校的学生在元宵佳节能吃到象征团圆的汤圆，我

们特意在节日里做起了元宵，一颗颗圆圆的团子，饱

含了我们对学生慢慢的关爱与祝福 。 

 

清明节时有吃青

团的风俗，青团将雀

麦草汁和糯米一起

舂合，使青汁和米粉

相互融合，然后包上

豆沙、枣泥等馅料，

用芦叶垫底，放到蒸

笼内。这个清明节，

校后勤精心准备了

各式各样的青团供

师生们购买，一度成

为校内“网红”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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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服务一季度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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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余次，大车 20余次； 

零星维修工程，包括：外墙面砖脱落维修近 20处，约 200平方；

管道爆裂抢修 8 处（闵行 3 处、临港 5 处）；连体办公桌 108 个布线

和布插座；办公室隔断 4间，约 120平方（机械 2间，电气一间，财

务一间）；行政楼办公室地板、墙面粉刷维修 1间；图书馆、语言楼、

教学楼地砖维修约 60平方；二食堂水泥地坪浇筑约 20平方；机械学

院墙面粉修约 300 平方；行政楼办公室粉修约 100 平方；32 宿洗浴

间吊顶安装约 50平方；  

水电煤缴费： 

校区 项目 金额（元） 时间 

临港校区 

水费 462163.80  2018.01—2018.03 

电费 2078165.62  2017.12—2018.01 

燃气费 1323245.20  2017.11—2018.03 

闵行校区 

水费 403660.34  2017.12—2018.03 

电费 992678.14  2017.12—2018.03 

燃气费 231391.60  2017.12—2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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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宣传 

春季传染病预防工作宣传（肺结核） 

春季为传染病的多发季节。学校又是人群密集场所，容易导致疾

病流行，危害师生身体健康。针对这一情况，后勤处卫生所及时通过

各种途径做好春季传染病预防宣传工作。 

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痰涂片阳性的肺结核患者是结核病的主

要传染源，防控肺结核要做到以下几点：宿舍、教室、图书馆等室内

场所每天要注意开窗通风，确保室内新鲜空气流通和交换；保持生活

规律、充足的睡眠，合理膳食，加强体育锻炼，提高抵御疾病的能力；

咳嗽、咳痰２周及以上，或痰中带血丝；胸闷、胸痛、低热、盗汗、

体重下降、食欲减退等为肺结核的可疑症者，应怀疑得了结核病；出

现肺结核的可疑症状，应到属地的区（县）级结核病定点医院进行胸

部Ｘ线检查和痰涂片/培养检查；学生一旦被诊断为肺结核，要主动

向学校校医和班主任报告，不要隐瞒病情，不要带病上课；肺结核的

治疗要遵照医嘱坚持全程规则治疗，绝大多数肺结核患者是可以治愈

的，如果不坚持规律治疗，就会产生耐药，导致结核病治疗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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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电话 

报修电话-----------------13817174048 

晚间及节假日报修电话-----38223377 

楼宇管理负责人-----------15021886141 

物业维修负责人-----------18918892161 

搬运及保洁负责人---------13524001616 

订餐联系人---------------18621608253 

行政楼值班电话-----------15000144740 

研究生公寓订房电话-------38223365 

后勤服务热线-------------38223365 

后勤总协调---------------13636406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