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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袁越来越多的同学选择在食堂
餐厅聚会 袁来增进相互之间的感情 曰也
有的选择在餐厅闲谈聊天 袁一吐为快 袁
因此 袁 校园饮食卫生安全一直很受校
园工作人员和学生的关注 袁 饮食卫生
工作是否到位 袁 关系到众多在校师生
的健康问题遥 为此袁我院校报小记者对
学校餐厅的负责人李经理进行了采
访 袁 深入了解其对学校饮食卫生安全
措施的看法遥
李经理为人很是负责袁 在新校区基

础设施还未完全建立时 袁 他本人就已
经对校园餐厅进行规划改革 袁 现如今
食堂二楼餐厅布局就是他本人自己规
划和改革的 袁 餐厅提供靠背桌椅 袁沙
发袁意见箱等 袁这一系列变动 遥 谈及对
我院餐厅设施的看法 遥 李经理说 院 野他
利用假期时间曾去过 野华北师范大学 冶
进行参观网红餐厅遥 所以袁对于学校的
餐厅 袁他一直在完善中 袁想尽最大努力

改善现在传统的餐厅环境遥 冶他本人声称这种把传统升华加工的改革方式会给
人带来一种舒心放松的心情袁让老师和学生在每天大量学习和授课之后能心情
愉悦遥

大餐厅尧野大锅饭冶环境卫生是让每一位就餐者担心的遥 关于这一热点话题

我们对李经理问到院 您对食堂餐厅环境卫生满意吗钥 对于饭菜过剩如何做的钥
李经理侃侃而谈到院野在餐厅环境卫生满意程度上袁他本人不是满意 袁说还需要
进行优化遥 冶他本人当过兵袁所以袁在饭菜质量尧 服务态度尧 卫生安全方面都进
行严格把关遥 时刻以卫生健康为第一要务袁很是负责遥 在新学期开始前袁对所有
餐厅工作人员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袁让他们学习更优良的餐厅服务遥 随着
天气升温袁他说我们每天的饭菜过剩都会当天处理 袁及时 野浪费 冶袁不让过夜饭
菜再次上桌遥 体现了他对我们学生和老师饮食卫生安全健康的负责袁很是体贴
入微遥

最后 袁看到李经理负责的态度 袁小记者问到 院您平时工作时间是怎么安排
的钥 他说院野对于工作袁 他每天坚持从早上 8 点开始一直到晚上 11 点左右下
班遥 冶全天工作并且监督管理遥 很是辛苦袁但是李经理却乐在其中袁他表示这份
工作让他很充实尧 满意袁 觉得自己的付出有价值的遥

我们提到对于学生用餐看法时袁他很是严肃遥他说相比较去年袁学校加强食
堂管理后 袁今年学生很少存在不主动放餐盘 袁浪费粮食等行为了 袁这一管理严
格实施很是有效遥 但是还是有好多学生平时会在外面买门口小吃袁外面路边摊
的卫生不是很有保证袁 也不安全遥 也许是认为校园餐厅饭菜吃多了想换换口
味袁为了解决学生口味问题袁学校采取相应措施院一星期会换一次菜色遥 避免在
校外吃到不卫生食品导致身体出现问题遥 这一措施袁很是周到袁考虑很是全面遥

通过此次采访袁我们更清楚的了解到 袁良好的校园餐厅环境需要我们共同
创造和维护遥 为了我们的健康安全袁让我们一起努力袁共同营造健康尧安全的就
餐环境遥 学校也将在现有基础上袁加大饮食卫生安全力度袁常抓不懈遥 对于食品
安全我们要警钟长鸣袁不断改善食堂条件遥

创文明袁树新风遥 为响应学院野五个文明 冶活动的号召 袁为学生传播健康生
活的理念遥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校报小记者对我院清洁工林阿姨就野落地烟
头冶问题进行了采访遥

我们都知吸烟有害健康遥 它里面的尼古丁会对人的心肺功能进行损坏袁不
仅是对吸烟者本身有严重影响 袁而且传出的 野二手烟 冶对吸烟者周围人也有危
害遥

据调查显示 院烟草的每片烟雾中含有几千种的化学物质 袁几百种的有害物
质袁 致癌物质就高达六十九种遥 烟草中的这些物质在烟民朋友吸烟过程中袁就
会作用于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袁引起相关的疾病遥 例如院两大类常见重大疾病院
癌症及引起慢性疾病遥 并且吸烟会缩短寿命遥

记者问到关于校园内不文明的吸烟及烟头落地现象的看法遥 林阿姨讲到院
野吸烟不仅会导致吸烟者本人身体机能下降它也会让不吸烟的人被动吸收二手
烟导致其患病遥 而且二手烟的危害不次于吸烟原本的危害遥 冶

现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袁有人声称野吸烟有助于缓解快节奏的精神压力冶遥 事
实上面对快节奏的生活袁我们每个人应该越来越来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遥 而不
是用某种物质来麻痹自我遥 现在公共场明令禁止抽烟遥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更
应该以身作则袁杜绝吸烟遥

烟头袁对于吸烟人本身来说是一件麻烦的事情遥 吸烟者必须保证自己丢掉
的烟头没有零星烟火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危害遥 而对于清洁工阿姨更是一件苦
恼的事情袁打扫起来真是麻烦遥

针对这些实质性的问题袁小记者问到院野在日常生活中袁我们在保护环境方
面应注意哪些细节钥 冶提到这个问题林阿姨表示感触很深遥她说院野在校园中袁随

手乱扔垃圾袁随地吐痰袁大声喧哗袁破坏花草树木行为时有发生 遥 冶对于以后该
如何去更改袁 阿姨也给我们提出了建议让我们爱护环境袁 积极参与植树活动遥
将垃圾分类投放到垃圾桶中袁对于烟头我们更是应该较少抽烟行为 袁将它熄灭
后投放 袁 注意星星火苗引发的危
险火灾遥

让我们一同跟随林阿姨的脚
步袁从小事做起袁将烟头不落地的
活动积极落实 袁 提高保护环境的
意识遥
校园的美丽需要每一位同学 尧每
一位老师积极参与 遥 校园文明需
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袁 让我们
携起手来袁从身边小事做起袁从一
点一滴做起 袁 以实际行动共同维
护西高学院美好环境袁 努力将高
新学院打造成为绿色尧生态尧和谐
的文明校园遥

身体力行创文明 袁 从我做起
树新风遥 让我们共同携手袁努力为
创建文明校园贡献出自己的力
量遥

予人为乐，与己而乐
我们都明白"赠人玫瑰袁手有余香"遥 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要乐于助人袁并且

我们也要予乐为乐遥
现在快节奏的生活袁"丢三落四"的现象在我们周围也时有发生遥 比如袁有

的学生在夜跑时丢钥匙遥 我院学生针对这一类现象也创建了一个公众平台 袁
发布寻物启事袁并及时向失物者反馈遥 在此平台上袁我们也偶尔会看到失物招
领的启示遥有的粗心的学生把身份证忙丢了遥于是袁捡到的学生便会第一时间
向此平台匿名投稿袁寻找失主遥 虽然袁这种事情看起来很小袁但它从细节方面
足以体现出我院学生的用心和助人为乐的精神风气遥

拾金不昧是我们学生的品质袁节约尧禁止浪费更是我院学生的优良传统 遥
有时 袁看到大水房里忘记没关或者没有关紧的水龙头 袁便会有同学主动并及
时关掉遥 虽然袁我院为了给学生营造自由舒适的环境并没有实施统一作息熄
灯的措施袁但是袁我院学生有着良好的自觉性遥 及时熄灯袁提倡节电尧节水不浪
费遥

作为当代大学生袁不忽略每一件事情遥 哪怕看起来很小的一件事袁也有可
能很及时的帮助到别人遥 做好公众平台袁全面服务于每位学生遥

赠人玫瑰袁手有余香遥 我们将温暖传播袁也便温暖了我们自己曰予人为乐袁
与己而乐 遥 我们要将助人为乐视为己之乐 袁涓滴之水成海洋 袁颗颗爱心变希
望遥 我们学院主张学生从小事做起袁从身边做起袁争做好人好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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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黑 除 恶 ， 创 平 安
黑社会作为和谐社会的一个巨大毒瘤袁危害了百姓的生活而且还扰乱了社

会的稳定遥 因此国家机关制定了了扫黑除恶的相关规定遥 最近袁中共中央尧国务
院发出叶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曳

该叶通知曳指出院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和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袁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尧社会安定有序尧国家长治久安袁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袁
党中央尧国务院决定袁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遥 并强调在全国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 袁 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 袁 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
安袁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袁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尧建设伟大工程 尧推进伟
大事业尧实现伟大梦想遥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袁切实增强"四个
意识"袁充分认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部署上来袁科学谋划尧精心组织尧周密实施袁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这场攻坚仗遥

要坚持党的领导 尧
发挥政治优势 ; 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尧 紧紧依靠
群众 ;坚持综合治理 尧齐
抓共管 ;坚持依法严惩尧
打早打小 ; 坚持标本兼
治尧 源头治理遥 要聚焦
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
点地区 尧 重点行业 尧重
点领域遥 要坚持依法严
惩尧 打早打小尧 除恶务
尽袁 始终保持对各类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打
高压态势遥 政法各机关
要进一步明确政策法律
界限 袁 统一执法思想 袁

加强协调配合 袁 既坚持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袁 又坚持严格依法办
案 袁确保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的统一 袁确保政治效果 尧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统一遥 要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者 尧领导
者尧骨干成员及其 "保护伞 "要依法从严惩处袁对犯罪情节较轻的其他参加人员
要依法从轻尧减轻处罚遥 要依法及时采取查封尧扣押尧冻结等措施袁综合运用追
缴尧没收尧判处财产刑以及行政罚款等多种手段袁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遥 要主
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袁 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尧 证据关尧程
序关和法律适用关 袁严禁刑讯逼供 袁防止冤假错案 袁确保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
铁案遥

该 叶通知 曳要求 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 袁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势 袁推动各
部门各司其职尧齐抓共管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预防和解决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突
出问题遥 各有关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 尧防止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袁最大限度挤
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遥各有关部门要将日常执法检查中发现的涉黑涉恶线索及
时向公安机关通报袁建立健全线索发现移交机制遥 政法机关对在办案中发现的

行业管理漏洞袁要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尧提出加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建议 遥 要严
格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袁 对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地区尧 行业尧领
域袁通过通报尧约谈尧挂牌督办等方式袁督促其限期整改遥 对问题严重尧造成恶劣
影响的袁由纪检监察机关尧组织人事部门依法依纪对其第一责任人及其他相关
责任人严肃追责袁绝不姑息遥 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袁对日常监管不到位袁导致
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袁要实行责任倒查袁严肃问责遥

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 "拍蝇 "结合起来 袁深挖黑恶势力 "保护
伞"遥 纪检监察机关要将治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作为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
题的一个重点袁纳入执纪监督和巡视巡察工作内容遥 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各机
关建立问题线索快速移送反馈机制袁对每起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及时深挖其
背后的腐败问题袁防止就案办案尧就事论事遥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将党员干部
涉黑涉恶问题作为执纪审查重点袁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的"保护伞 "问题
线索优先处置 袁 发现一
起 尧查处一起 袁不管涉及
谁 袁都要一查到底 尧绝不
姑息遥 加大督办力度袁把
打击 "保护伞 "与侦办涉
黑涉恶案件结合起来 袁
做到同步侦办 袁 尤其要
抓住涉黑涉恶和腐败长
期 尧 深度交织的案件以
及脱贫攻坚领域涉黑涉
恶腐败案件重点督办遥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
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袁
摆 到 工 作 全 局 突 出 位
置 袁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遥
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要勇于担当 袁敢于碰硬 袁旗帜鲜明支持扫黑除恶工作 袁为政法机关依法
办案和有关部门依法履职尧深挖彻查 "保护伞 "排除阻力 尧提供有力保障 遥 对涉
黑涉恶问题尤其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案要案袁 要有坚决的态度袁 无论涉及谁袁
都要一查到底袁特别是要查清其背后的"保护伞"袁坚决依法查办袁毫不含糊遥

要严格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袁 对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地区尧
行业尧领域袁通过通报尧约谈尧挂牌督办等方式袁督促其限期整改遥 对问题严重尧
造成恶劣影响的袁由纪检监察机关 尧组织人事部门依法依纪对其第一责任人及
其他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袁绝不姑息遥 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 袁对日常监管不
到位袁导致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袁要实行责任倒查袁严肃问责遥

扫黑除恶创平安袁打击不合法及各种压榨尧欺压百姓的行为遥积极配合中央
措施袁共创平安幸福生活遥

关注教育实时动态，贯彻教育新思想  
----- 西安高新科技职业学院召开“教育理论”学习大会

为落实好国家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紧跟教育改革发展步伐。西安高新科技
职业学院于 3 月 26 日下午在学院实验中心智能化多功能厅召开了第二次“教
育理论”学习研讨大会。学习贯彻 1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文件精神。副院长于萍教授、教务处处长谢金鹏、各系部主任及全体
教师参会。  

副院长于萍教授首先对本次研讨会重要内容进行简要介绍，从源头重视职
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改革
开放以来，职业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全面建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社会吸引力不断增
强，具备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诸多有利条件和良好工作基础。并指出此次会议
对学院深化综合教学改革和发展重要性。我们要认真贯彻理论指导思想，把文
件主要内容抓实抓细。

教务处谢金鹏处长对《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政策的精髓和精华进
行剖析讲解，强调我们要认真落实此次国家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此实施方案是
为了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教育法》而制定的。该方案指出：“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
代化。”这让在座所有老师都深刻认识到了此次会议的重要性及该文件要贯彻

落实的迫切性。谢处长
指出：我们学院要将该
文 件 的 总 体 要 求 与 目
标、具体指标认真学习。
他强调了该改革方案中
的七大实施路线，明确
了该方案的具体目标。
其次谢处长重点剖析了
我院应如何更好地适应
国家政策改革培养更加
优秀技能型人才，他说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
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
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
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

职业教育重要地位和作
用越来越凸显。我院应
积极迎合国家政策培养
现代化、高效率、高素
质人才，同时强调到学
院将进一步加大软硬件
设施投入力度，建成智
慧化、科技化、国际化
的现代化校园，为师生
们营造学习、工作和生
活环境”。结合国家政
策进一步阐述落实实施
方案的意义以及教育对
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
没有教育现代化。认真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是学院长久和今后发
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最后谢处长和各系部主任及青年教师进行了研讨交流，对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有关疑问和教学过程中的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耐心解答。参会的
老师在交流中也表示要真学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在自己教育教学中不断加强教
学内容、教学手段、课程改革、教材改革等综合性改革，做好四有好老师，践行
四个引路人，正在成为学生未来成长成才的灵魂工程师和指引前进的灯塔。

副院长于萍教授作了会议总结。首先认真全面贯彻此次国务院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认真学习理论指导思想，并将此方案中的七大实施路线努力落到人才
培养改革中”。其次要继续深化综合教育教学改革，对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
元”育人方面，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推动校企全面深度合作、打造一批高
水平实训基地、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对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做
优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严厉严格的培养一支优秀教学老师，对完善技术技
能人才保障政策方面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待遇水平、健全经费投入机制；最后强
调进一步加强学院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督导评价上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
和督导评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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