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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后勤、服务平台、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等新平台、新技术的落地转

化，加快建设理念统一、亮点纷呈的一校三地后勤保障体系，全力保

障山东大学由大到强历史性转变。

后勤党委召开纪念建党 98 周年暨庆“七一”表彰大会

7 月 1 日，后勤党委在知新楼思源报告厅举行纪念建党 98周年暨

庆“七一”表彰大会，表彰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党员，

并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后勤党委书记刘学

祥致辞，后勤保障部部长殷录民主持大会。

刘学祥向新入党的同志和受到表彰的先进党支部、优秀个人表示

衷心祝贺和感谢。他回顾了四年来后勤党的建设取得的成绩，并对后

勤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表示，自学校党委巡察

组到后勤进行巡察以来，后勤党委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深化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全面强化基层党建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同时也清醒的认识到，与学校党委的要求相比，与教职医务员工

的期盼相比，整改工作还存在不足。他要求各单位要以巡察整改为契

机，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加强追求卓越、

只争朝夕的意识，充分发挥后勤人敢于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增强

服务师生、保障学校“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转变的能力，推进后勤改

革发展，为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山大之路”贡献力量。

会后，全体党员观看了“灯塔大课堂”第一课，共同学习了《中

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后勤党委委员、各党（总）支书

记、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共 150 余人参加会议。

【工作动态】

后勤党委压实主体责任 巩固深化巡察整改成果

7 月 11 日，后勤党委集体研究通过《后勤党委 后勤保障部巡察

整改情况总结报告》。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后勤巡察整改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后勤党委和各基层党组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扛起

整改落实的主体责任。经过一学期的努力，后勤党委核心领导作用日

益凸显；在破解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两张皮”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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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高校后勤服务创新初探
黄美霞

浙江农林大学

一、高校后勤服务现状

（一）高校后勤服务面临新变化新需求

近几年来高校发展迅速，并进入了再次内涵式跨越发展的“新

阶段”。随着学校的快速发展，作为保障学校发展的后勤服务部门，

必然也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随着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00 后迈入大学，广大师生对美好校园生活的需求进一步提高，急

需一个具备专业化、个性化、信息化等服务的现代高校后勤，要积

极对应新时代“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构建“双一流后勤”。

（二）高校后勤服务存在不足

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不断深入，各高校后勤纷纷通过完

善、更新后勤服务设施设备、创新服务手段、拓宽服务渠道、丰富

服务内涵等手段提升师生满意度，后勤服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

时也存在很多不足，主要集中表现在：1. 优质服务意识不足。2.

专业化水平不够。3. 育人内涵不深。4. 服务品牌不明显。

二、新型后勤服务要求和变化

（一）服务的多元化。

多元化是相较与原来单纯的统一的后勤服务来比较，是指通过

服务方式、方法、内容、项目等各方面的改变或增加，使原先提供

单一的、固定服务的场所成为涵盖多种服务相结合的一个点，为师

生提供更及时、便捷的校园后勤服务，从而不断满足师生日益增长

的校园服务需求。

（二）服务的信息化。

高校是大学生学习休闲的主要场所，作为新生一代的青年力

量，他们非常愿意尝试并接受信息时代智能化带来的方便、快捷。

互联网时代的科技模式可以将新信息技术及新网络服务模式进行

有效结合，从而改变传统的服务模式，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师生

需求。

（三）服务的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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