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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要闻】 

 

1 月 13 日下午，上海体育学院后勤处 2020 年工作总结暨表

彰大会在图文信息楼报告厅召开。为进一步总结经验，提高后勤

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激励广大后勤教职员工积极性、主动性与

创造性，1 月 13 日下午，上海体育学院后勤处 2020 年工作总结

暨表彰大会在图文信息楼报告厅召开。上海体育学院副院长王陈，

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盛，人事处处长焦振伦、资产处处长李

蔚、保卫处处长王强、工会主席刘勇、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彭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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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后勤员工等 300 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后勤处副处长袁文君

主持。 

 

 

1 月 11 日后勤处召开会议 部署寒假防疫工作最新要求及管

理办法，切实保障留校师生生活健康安全。 

 

 

1 月 11 日下午，浙大新宇物业公司来我校后勤处对接综合物

业服务外包事宜，商讨校区宿管、保洁、绿化、会务、物业维修

等方面的服务要求，拟定下一步的整体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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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日下午 后勤处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疫情防控精神再落实

落地及寒假各部门工作安排。 

 

 

 

 

【后勤工作】 

 

  维修部 

 

寒潮来袭，餐厅，浴室，仓库，宿舍等做好防寒措施。水管

爆裂 3 次，都及时抢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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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花房养护和车辆维修保养工作。应急保障方面，及时

处置了多次的下水道和化粪池堵塞。 

 

日常的垃圾房管理清洁、垃圾分类工作。应急保障方面，及

时处置了多次的下水道和化粪池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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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部完成了学生公寓太阳能热水淋浴设备寒潮过后维修保

养，二餐厅检修照明餐椅以及 10 号楼抢修室外落水管等。 

 

 

 

物业部 

锅炉房，浴室加开延长开放时间，配合宿舍楼学生用水需求。 

本周的绿化工作主要是绿地冬季翻土，还有冬季树木修枝也

进入最后的阶段。本周应基建处要求前往徐汇校区完成了大型树

木的搬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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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假期离校、离开寝室后的各类安全检查，对走空宿舍进

行封门工作。学生假期留校情况进一步排摸。 

 

 

校园部本周多次处置化粪池和下水道堵塞问题，以及清运绿

化垃圾辆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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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部信息楼南侧高大树木的突击修剪，以解决信息楼一楼

办公室采光的问题。此外还有日常的绿化养护工作和草坪冬季落

叶清理。 

 

 

学生假期离校、离开寝室后的各类安全检查，对走空宿舍进

行封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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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号楼学生公寓学生均已离开，检查完水电确保安全后 7 号

楼已封楼完成。 

 

 

根据学院疫情防控要求，防疫物资均按要求发放到各个学生

公寓，各楼红外线测温仪均已调试完成并启用。 

 

 

主要工作还有绿地内的杂草、垃圾、枯叶的清理。还有对遮

挡监控的树枝进行了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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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绿化的日常养护，主要为办公大楼会议室和其他一些公

共场所。 

 

 

本周对大件垃圾堆放点的垃圾进行了清运。以保持放假期间

校园环境的整洁、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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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 

 

为方便学生复习迎考，餐厅全天不打烊，空调电灯不关保持

室内温度。增加供应新的点心品种。 

 

 

第二餐厅，三餐，清真餐厅于 1.12 日结束营业，并完成卫生

清扫、物品归类存放、防鼠灭鼠等工作。寒假期间开放一餐，1

月 13 日开始人员值班轮换。 

 



 

 

 

上海体育学院 后勤处 2021年第一期 

 11 / 15 

 

 

餐厅仓库盘库备货，保障假期供应。班组巡查机器设备，做

好假期保养。上报需维修的项目。锅炉房完成例行烟道排污检测。 

 
 

场馆 

 

临近学期尾声，秉承良好的教学保障服务习惯，各场馆开展

收尾工作，为下学期做好充分准备。 

 

 
 

【他山之石】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餐饮模式的创新与

实践—以上海师范大学“云餐厅”为例 
作者：顾中忙    孙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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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初，新冠疫情突然爆发，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
失，对民众生命健康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坚强

有力的领导下，战“疫”攻坚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呈现出积

极向好态势，其中，高校后勤系统也做出了重大贡献。高校餐饮
与师生的健康安全联系最紧密，成为疫情防控中的重点和聚焦点。

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背景下，高校餐饮应积极作为，在理念、

模式和业态等方面要主动推陈出新，为高校后勤疫情常态化防控
提供有效支撑，为高校后勤现代化的推进提供强大动力。 

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髙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髙等教育事业发展新

局面。今年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作为纲领性文件，对新时代开

展劳动教育的目的，开展劳动教育的具体方式等进行了系统论述

和统筹谋划，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针对性。 
进入新时代，“三全育人”、劳动教育成为高校立德树人的

重要工作。高校后勤在校内育人工作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餐饮

工作为学校后勤服务的重要窗口，为大学生劳动教育提供了第二
课堂和教学素材，最适合承担起劳动教育的职能。同时，高校餐

饮直接关系到广大学生的身体健康，是学校维护稳定的重要阵地，

对高校后勤坚持三服务两育人宗旨，构建三全育人体系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随着“互联网＋后勤”工作的不断推进，高校餐饮除实现了

基本的保障服务功能外，其劳动教育的载体优势没有得到充分挖
掘，其蕴含的育人资源优势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发挥。面对后勤育

人新要求，高校餐饮应积极构建以云计算、大数据为基础的智慧

餐饮服务平台，借助新技术开发进行育人功能的实践探索，从而

获得髙校餐饮育人模式的新突破和育人功能的新进步。 

二、当代大学生的需求导向是高校餐饮创新的原生力 

从供给侧角度来讲，高校餐饮服务要以教学、科研和师生的
需求满足为目标导向。当目标群体需求发生变化时，作为服务供

应的主体，高校餐饮应通过创新和改革适时调整以适应上述结构

的变化。 
作为高校餐饮服务供给的主体人群，９５后大学生的信息化

素养和需求都高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学生。在消费心理上，他们

是当下潮流经济形式的推动者和追随者。在“懒人经济”的影响
下，外卖点餐逐渐成为大学生的就餐方式；在消费行为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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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餐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强烈，“网红美食”成为很多大学生的就
餐首选。面对服务主体的上述变化，传统的高校餐饮竞争力日益

弱化，无法满足多样化的就餐需求。同时，外卖进校带来了食品

安全无法保障，校内公共安全受到干扰等现实问题。这些都倒逼
高校餐饮的提质升级。 

疫情防控期间，作为学校防控工作的重要一环，餐饮安全关

系师生的健康安全和高校防疫成败。面对挑战，高校餐饮在健全
管理体系，进行采购、供餐、就餐精细化管理的同时，加大新技

术、新业态在服务过程中的普及和应用，成为助力学校疫情防控

的重要手段。 

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高校餐饮创新提供了关键支撑力 

“建设智能化校园，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在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中已经做出了明确
规划。中国教育后勤协会发布的《教育后勤“互联网＋”行动计

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提出了“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新

技术为载体，以教育后勤信息化建设为抓手，以技术创新和服务
管理模式创新为驱动，以满足师生、服务、管理新需求为导向”

的建设思路。在互联网时代，高校餐饮行业的变革与创新无法避

免。 
在“互联网＋”时代，高校餐饮的转型发展获得了难得的发

展窗口期，数据信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应用，既为学

校餐饮的创新提供了契机，又成为其强大的驱动力，高校餐饮更
新理念、优化技术、丰富载体等都起着重要助推作用。在上述背

景下，深化和拓展“互联网＋餐饮”的内涵和外延，探索新时代

高校餐饮发展的新路径，打造适应时代特点的高校餐饮新业态，
成为高校后勤餐饮创新发展的切人点和出发点。 

四、疫情防控中高校餐饮的创新之举 

上海师范大学“云餐厅”的探索与实践上海师范大学是市属

重点高校，办学资源丰富，生源构成广泛，现有徐汇和奉贤两个

校区。早在２０１７年，在“互联网＋后勤”的大潮推动下，学

校以“互联网＋餐饮”为切入点，经过前期调研和科学论证，率
先推出了独特的“云餐厅”就餐模式，引领了当时高校餐饮界的

新业态。面对疫情防控的新形势，学校对云餐厅原有功能进行优

化升级，既提升了线上预定的便利性，同时也提高了线下餐食品
配送的安全性，真正达到了减少接触、保持距离、加强防控的目

的。 

（一）满足多样就餐需求，激发餐饮新活力 
传统的高校餐饮，师生没有任何选择权。食堂做什么，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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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能吃什么。在生源多样化的趋势下，如何做到“师生想吃什
么食堂就提供什么”？构建以师生为主导的良性餐饮服务模式？

云餐厅的实践为这一想法的实现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 

随着招生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在生源结构上，上师大由原
来的本地生源为主，逐步向生源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目前，外地

生源占比达６０％以上，此外还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群体。

在这一背景下，云餐厅坚持“开门办餐饮”的理念，除涵盖校内
食堂所有菜品外，还通过招商吸纳社会知名连锁餐饮企业。对于

商家的安全资质，云餐厅也进行了资质审核，根据师生需求，适

时扩大校内外优质餐饮产品供给，形成强大的供应链云，满足师

生变化的新需求。 

为不断提高师生的就餐获得感和满意度，云餐厅构建了双竞

争机制。线上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师生餐食消费的情
况，感知数据变化的趋势，定期汇总菜单排行榜，构建了以“末

位淘汰”制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竞争机制。在一定时间内少人问津

的餐品就不得不从“ 云餐厅”下架，保证了餐饮品种与师生口
味等需求变化的同步调整；在健全内部淘汰机制的同时，云端引

人的外部餐饮品种，与校内餐饮品牌形成错位竞争，导致了“鲶

鱼效应”的发生，这就促使传统食堂不得不推陈出新，从而更好
地满足了师生的多样化就餐需求。 

（二）创新监管体系，打造食品安全新保障 

食品安全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作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
人的重要场所，高校食品安全工作尤其重要。不论采取何种新业

态，运用何种新技术，食品安全始终是高校餐饮工作的重中之重。 

根据防控要求，疫情期间食堂以供应套餐为主。为减少人员
聚集和接触，云餐厅推出了餐柜自取、预约就餐、食堂自带等多

种就餐模式选择。为做好不同模式下的食品安全工作，学校按照

师生分布情况，对学生公寓和办公楼宇等场所的自助取餐柜进行

科学布局，食堂内配备了先进的红外测温设备，醒目的排队间隔

导流线和餐桌隔断设施，保证了取餐、用餐的便捷和安全。同时，

云餐厅实行严格的定时消杀、餐品质量把控、垃圾分类投放等制
度，最大程度上保证云餐厅的食品安全。 

自助取餐柜作为云餐厅的新形式，同样也面临着食品安全这

一老问题。为守住这一新生事物的安全底线，云餐厅制定了严格
的消杀保洁制度，所有餐柜每天定时消杀，每餐必须保洁；首创

餐食报废制度，超过规定时间（９０分钟），餐柜自动锁死，订

餐人无法取餐，柜内餐食按废餐处理。为保证餐品的新鲜度和安
全性，所有取餐柜实时进行温度控制，冷餐餐柜温度0一4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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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餐柜控制在６５－７０摄氏度，一旦超出温度控制区间，后
台系统将第一时间发出报警信息。 

（三）践行育人宗旨，开辟后勤育人新阵地 

“三全育人”是集多元主体、多种教育力量为一体的系统工
程。高校餐饮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育

的必要延伸，在育人功能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独特的餐饮文化，

既是对育人第一课堂的有益补充，也是开展劳动教育的最佳载体。 
与传统餐饮清一色的窗口与座椅相比，“云餐厅”实体店经

过改造之后，凭借温馨的环境，为教师给学生答疑、讨论教学内

容提供了新选择，为各类学生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提供了特有的新

空间，丰富了学生的品质生活体验，成为师生互动的第二教室和

多元集成、优质优品的第二育人空间，为育人语境下的高校餐饮

创新提供了新的注解。 
除满足师生常规供给外，云餐厅还开辟了线下“共享厨房”。

学生只要在云餐厅公众号后台留言预约，就能使用共享厨房过一

把“厨瘾”。为保证学生的用餐安全，食材均由学校餐饮部门严
格审核。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就餐模式下，学生自己动手，协作劳

动，不仅增进了群体之间的凝聚力，同时突破原有劳动教育资源

单一的现状，丰富适切的劳动教育学习空间，促进学生形成热爱
劳动、崇尚劳动、践行劳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了重

要作用。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云餐厅将进一步加大大数据、云计算
等前沿科技的运用和推广，打造交互式餐饮新模式，为师生提供

可视化、动态化的全健康饮食指导，走出一条既助力疫情防控，

又符合高校后勤育人生态的特色智慧餐饮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