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勤管理处 2012-2015 年任期工作总结 
 

后勤管理处在任期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学校的奋斗

目标和整体发展规划，以为教学、科研、师生提供优质工作生活服

务及后勤保障为重点，坚持“管理科学、服务过硬、保障有力、工作

高效”的工作思路，坚持改革，努力创新，以管理团队建设为中心，

强化保障能力，为师生全心全意地办实事、解难题， 努力建设管理

有序，保障有力，适应学校发展需要的后勤保障体系。圆满完成了

工作任务，五委办、居委会 2012 年被学校授予“十佳文明窗口单位”

称号；2012 年获徐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先进单位；2013 年我校获江

苏省绿色社区称号；2013 年获得江苏省高校节能工作先进单位；

2012,、2013、2014 年连续三年获得徐州市节约用水先进单位；中国

教育后勤协会授予我校 2015 年校园物业服务实体 50 强荣誉称号。 

一、深入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和“三严三实”教育活动，

作风建设不断加强 

1.广泛听取意见，认真查摆“四风”问题，切实解决师生员工反

映的工作中的问题。针对师生员工在群众路线实践活动中反映的涉

及后勤房产管理、饮食服务、物业服务等问题，我处总结归纳了 18

项重点整改项目，每一个项目明确了处长、副处长整改责任人，按

照时间要求，本学期完成了 16 项，完善了办事流程和工作制度。 

2.建立了《后勤管理处执行群众路线制度》、《后勤管理处作风

建设首问责任制》，完善了《后勤管理处廉政工作制度》，并在各办

公室悬挂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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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学校党委要求，认真开展“三严三实”教育各个阶段的活

动，处级干部自觉从修身、律己、用权、创业、谋事、做人六方面，

逐项列出了个人“不严不实”问题清单，并在处级干部个人问题清单

的基础上，集体研究列出了本单位领导干部普遍存在的“不严不实”

问题清单 10 项。 

4. 加强处风建设，完善了“勤跑、勤看、勤说、勤问、勤想，细

心、耐心、热心、善心、信心”的“五勤，五心”处风内容。 

二、完善后勤服务监管制度，后勤服务质量显著提高 

1.制定了《中国矿业大学后勤饮食材料采购管理办法》，进一步

规范我校后勤服务集团饮食材料采购工作；坚持南湖学生大食堂每

月的伙食成本核算和检查，建立了“高中低三个一”的菜价分档控制

标准；建立现场检查、发放问卷和网上测评等多种形式，对伙食、

水电、供暖、物业、收发、班车等后勤服务项目的工作质量评价机

制。 

2.全校师生对后勤服务的满意度不断提高，对后勤服务的总体

满意率 2012 年为 80%，2013 年为 83.93%，2014 年为 86.4%，2015

为 85.14％；学生在大食堂的月均消费额始终控制在较低的范围，

2012 年为 310.32 元，2013 年为 315.13 元，2014 年为 313.41 元，2015

年为 359.55 元；学生对大食堂的平均满意率 2012 年为 81.05%为，

2013 年为 81.19%，2014 年为 85.36％，2015 年为 89.52%。 

三、认真清理整改办公用房，积极推进了公有房产的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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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1.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办公用房清理整改工作的通知》，邀

请了第三方有资质的测绘公司对南湖校区行政办公楼和二级单位处

级干部的办公用房使用面积进行测量确认，并作为整改的依据。 

2.我校清理整改取得了明显成效。学校领导带头整改到位，全

校所有处级及以上干部的办公用房达到了整改要求。对校党政机关

腾退的 1624.8 余平方米，一是安排电力学院实验室 600 余平方米，

二是将财务资产部分散在办公楼外的办公场所统一安排到行政办公

楼，三是将校领导腾退的办公用房安排党委宣传部和机关党委办公

使用。二级单位清退办公用房中线面积 1848 平方米，全部用于学院

其他教师用房和研究生用房。 

3．进一步完善了学校公有房产信息公开制度，下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我校公有用房信息管理的通知》；首次发布了《2015 年中

国矿业大学公有房产使用状态年报》，对各单位公有用房使用情况进

行了公开公示。 

四、建立了教职工住房管理办法，切实提高了教职工的住房

保障  

1.根据国家关于公租房的租住政策，通过调查问卷、座谈会

等多种途径征求教职工的意见，反复修改，起草制定了《中国矿业

大学教职工住房管理办法》，并于 2013 年 7 月 1 日执行。在执行的

过程中，后勤管理处继续通过多种途径不断听取教职工的意见，并

及时召开校住房管理委员会和教代会职工福利委员会，经过民主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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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妥善处理了各方面利益诉求。截至 2013 年 12 月 25 日，教职工

共退房 336 人，安排 2012 年至 2013 年来校工作的博士、硕士共 193

人入住公租房，为新进教师的公租房需求创造了条件；制定了《关

于子女上小学接送困难申请公租房办法》，解决了 68 户校内无房子

女上小学接送的困难。 

2.根据徐州市文件要求，按照学校预算，及时调整公积金基数，

从 2014年 1月 1日起，教职工单位公积金平均涨幅达到了 40%以上。

有力的保障了教职工特别是青年教师购买住房的能力。 

3.制定了《南湖尚苑选房办法》，准备充分，组织有力，顺利

完成了南湖尚苑选房工作，选房教职工公积金提贷款工作顺利进行，

保证了南湖尚苑建设的资金需求。签订购房协议 1554 套，报批公积

金 19 幢楼，已办理公积金贷款 78 户，批准贷款 2400 余万元，已提

取公积金 600 余户，提取 8000 余万元。 

五、改善学生住宿和学习环境条件，建立了学生宿舍信息化管

理，学生宿舍的安全度显著提高 

    1．完成了南湖校区所有学生宿舍和公共教学区的空调工程，实

现了学生宿舍和公共教室“冬有暖气，夏有凉气”的目标，住宿和学

习条件显著改善。 

 

    2．建立了学生公寓出入信息管理系统，完成了南湖学生宿舍公

寓门禁系统，更换了电子门锁，全面实现学生使用校园卡刷卡进出

宿舍和宿舍大门，不但提高了学生宿舍的安全度，也为新生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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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离校提供便捷的手续。 

5.完成了南湖校区篮球场改造工程、校园体育运动场所条件得

到了明显改善。 

2.优化南湖校区校园绿化，更新了南湖校区东门大道的行道树，

建设了花果山和银杏林，新增樱花林三处，公共教学区新增了玫瑰

园和三棵 40 公分以上的国槐，增加了六棵 40 公分以上香樟树、重

阳木等大树。南湖校区学院广场新增了 100 颗的法桐树，优化了银

3.建立了学生宿舍报修信息系统，加快了学生宿舍维修速度，加

强了应急维修工程监管。 

4.完成了南湖校区学生公寓热水洗浴系统改造工程，学生可按个

人需要刷校园卡实时消费热水，彻底消除了使用电热水器带来的安

全隐患。 

6.每年暑假期间，后勤管理处全体职工克服高温和酷暑，对新

生宿舍、进行了全部的粉刷和维修，为学生入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和保障。对南湖学生公寓宿舍的门、卫生间隔断、洗漱盆支架进行

了更换。对部分学生公寓漏雨屋顶进行了维修，对不具备维修条件

的漏水宿舍，及时安排学生进行了调宿。 

 六、改革机制，科学规划，绿化美化了校园环境，提升了学校

美誉度 

1.整合校园绿化队伍。将后勤集团的绿化队伍合并到实业公司，

成立后勤管理处校园绿化管理部，委托经营实业总公司全面管理学

校的绿化和美化工作，形成了校园绿化美化一盘棋。 



 

 - 6 - 

杏林，新增地下工程中心银杏林，扩大了不显山银杏林，新增学生

生活区人行道栾树 200 多株。形成了春有百亩油菜花，秋有百亩菊

花的风景。深受师生员工和徐州市民的喜爱。 

1.南湖校区污水管道已与市政污水管道联通，每日可排污水

2000 吨，改造了污水处理厂，完成了南湖校区曲水河净化循环系统

改造和河道清淤工程，曲水河水质得到了显著改善。形成了曲水河

管理、美化的良性机制。 

2.完成了南湖校区双电源工程工程、文昌校区供电线路改造、

公共智能电表更换、路灯更换等电力工程，有力的提升了我校整体

电力保障。南湖校区实现了送电系统的自动化，送电由原来的 2 小

时，减少为 15 分钟。 

3.采用合同能源方式将南湖校区所有学生公寓电热水器改造为

空气源热泵直供热水，消除了安全隐患，人均每年节电 31 度；文昌

校区公共浴室改造为合同能源方式，制水直接成本下降近 60%，每

七、加强学校污水治理，切实提高了学校电力保障能力 

八、加强管理，改善设施，数字化后勤和节约型校园成效显著 

1.通过路灯节能改造和控制系统优化，教室节能灯改造，节能

22%，污水处理厂改造，中水回用，每年节水 135 万吨。充分利用

我校的现有屋面资源，投资 1200 余万元，与徐州艾德太阳能有限公

司合作共建江苏省重点节能项目 0.5千伏并网光伏屋面阳能发电站。 

2.加强了公共场所水电跑冒滴漏的巡查和监控，每年维修跑冒

滴漏 20 余处，节水率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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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学校节省约近 40 万元。 

4.完成了南湖校区校园节能监控平台建设、南湖校区公共教学

区空调远程控制系统、学生公寓用电控制升级改造工程工作和南湖

校区公用房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后勤管理信息化、数字化水平显著

提高。 

九、科学规划，严格管理，认真做好教育部修购专项工程实施

和申报，校园基础设施显著改善 

1.投资近 1.5 亿元元，加强了校园基础设施维修改造，美化了校

园环境。申报获批教育部修购专项资金 10330 万元，长效机制 4000

万元，住建部节能专项 300 万元。严格执行修缮管理办法，科学组

织项目管理，全部完成了工程决算。 

2.共完成屋面维修近 13500 方米，有效地解决了屋面渗漏的问

题；完成教学楼和实验室的装修改造 16575 平方米，为学院实验室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既有效地保证教学楼的安全使用，又使

教学楼的能耗大为降低；维修学生宿舍 515058 平方米，完成学生食

堂维修 2700 平方米，完成图书馆改造 8608 平方米，改造篮球场

30600 平方米，新增灯光球场 25 片，改造学校道路 10800 平方米，

对排水和污水进行了改造等；为师生创造了一个稳定、舒适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环境，也为学校的教学科研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十、加强公共卫生安全，积极做好环境整治 

1.清理整顿了文昌校区学生区无证饮食摊点，学生宿舍楼内的

生活垃圾保证日产日清；在泉山区行政执法部门的支持下对学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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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搭乱建情况进行了拆除、清理。 

2.认真落实我校《公共饮食卫生安全管理规定》，加强校内公共

饮食卫生安全的督查，并对存在问题的管理单位按规定予以处罚；

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内快餐外卖管理的规定》，有力遏制了

无证出售外卖的乱像。 

3.积极宣传预防 H7N9 禽流感和艾滋病的预防工作。对家属区

32 户养鸡家庭进行了逐一检查处理，对全部饲养的鸡舍进行了药物

消毒。积极开展艾滋病的预防工作，举办学生骨干培训班，开展预

防日宣传活动等。 

十一、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1.积极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完善了房屋调配、

修缮工程廉政风险防控点的防控措施，完善了办事流程和工作制度，

积极利用高校的反腐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建立了《后勤管理处

执行群众路线制度》、《后勤管理处作风建设首问责任制》和《后勤

管理处廉政工作制度》，并在各办公室悬挂警示。没有发现违法违纪

问题。 

2.认真执行学校信息公开制度，起草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我校公有用房信息管理的通知》；首次发布了《2015 年中国矿业大

学公有房产使用状态年报》，对各单位公有用房使用情况进行了公

开公示。对公租房房源信息、南湖尚苑选房等及时进行了公开公示。 

3.每年反馈解决师生热线学生反映的问题和师生来电来访反映

的诉求 80 多项，按照教育部巡视组的要求，及时反馈师生反映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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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协调后勤集团等单位认真处理教代会提案每年十余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