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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处理。 

三、卫生工作要求 

1．地板干净，无果皮、废纸、废材等废弃物；墙壁无破损，

无灰尘、脚印及蜘蛛网等。 

2．门窗干净无污秽，讲台、课桌椅干净整洁并摆放整齐。 

3．黑板无乱写乱画现象，教学设备（多媒体、电脑等）干

净整洁。 

4．做好教室内其他卫生工作，保持教室整体整齐美观。 

5．其他影响卫生的情况。 

四、经费支持 

1．使用二级经费申请用工，进行卫生保洁工作。 

2．向后勤处申请专项维修、物资申购、专项用工等，专项

协调人：陈育对，13600715730。 

3．向学生处申请学生勤工俭学岗位，安排学生进行卫生保

洁，专项协调人：林少雄，15259594436。 

五、完成时间 

1．11 月 5 日前完成第一轮清理整顿。 

2．11 月 6 日进行现场检查并提出整改意见。 

3．11 月 7 日-8 日为第二轮整改阶段。 

4．11 月 9 日-13 日为迎检阶段，保持良好卫生状态。 

六、责任要求 

1．教室的卫生责任部门的负责人要专门部署该项工作，指

定专人负责（附件 2，于 11 月 2 日下午下班前报给教务处童薇

老师），及时协调解决遇到的问题，各卫生责任部门要建立教室

卫生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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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室管理及卫生责任部门一览表 
序号 教室门牌 管理部门 教室界定 卫生责任部门 

1 厚德楼 101 成教部 系管教室 成教部 

2 厚德楼 102 成教部 系管教室 成教部 

3 厚德楼 103 成教部 系管教室 成教部 

4 厚德楼 104 成教部 系管教室 成教部 

5 厚德楼 201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教务处 

6 厚德楼 202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工商系 

7 厚德楼 203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工商系 

8 厚德楼 204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工商系 

9 厚德楼 301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教务处 

10 厚德楼 401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教务处 

11 厚德楼 402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工商系 

12 厚德楼 403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工商系 

13 厚德楼 404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工商系 

14 厚德楼 501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教务处 

15 厚德楼 502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工商系 

16 厚德楼 503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工商系 

17 厚德楼 504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陶艺系 

18 厚德楼 601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教务处 

19 厚德楼 602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陶艺系 

20 厚德楼 603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陶艺系 

21 厚德楼 604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工商系 

22 善行楼 206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23 善行楼 305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设计系 

24 善行楼 306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设计系 

25 善行楼 307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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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善行楼 405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设计系 

27 善行楼 406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设计系 

28 善行楼 407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教务处 

29 善行楼 505 工商系 系管教室 工商系 

30 善行楼 506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工商系 

31 善行楼 507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工商系 

32 善行楼 605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公教部 

33 善行楼 606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公教部 

34 善行楼 607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公教部 

35 致知楼 103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36 致知楼 104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37 致知楼 201 工商系 系管教室 工商系 

38 致知楼 202 工商系 系管教室 工商系 

39 致知楼 203 工商系 系管教室 工商系 

40 致知楼 301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公教部 

41 致知楼 302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公教部 

42 致知楼 303 学校（教务处） 校管教室 公教部 

43 明理楼 201 工商系 系管教室 工商系 

44 明理楼 202 工商系 系管教室 工商系 

45 明理楼 301 工商系 系管教室 工商系 

46 明理楼 302 工商系 系管教室 工商系 

47 明理楼 303 工商系 系管教室 工商系 

48 明理楼 401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49 明理楼 402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50 明理楼 403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51 明理楼 501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52 明理楼 502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53 明理楼 503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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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明理楼 601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55 明理楼 602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56 格物楼 206 工商系 系管教室 工商系 

57 格物楼 301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58 格物楼 305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59 格物楼 402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60 格物楼 501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61 格物楼 502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62 图书馆 101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63 图书馆 102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64 图书馆 103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65 图书馆 104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66 图书馆 105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67 图书馆 106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68 图书馆 202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69 图书馆 203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70 图书馆 204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71 图书馆 205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72 图书馆 302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73 图书馆 303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74 精艺楼 103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75 精艺楼 105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76 精艺楼 201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77 精艺楼 202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78 精艺楼 203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79 精艺楼 205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80 精艺楼 301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81 精艺楼 302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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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精艺楼 305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83 精艺楼 401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84 精艺楼 402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85 精艺楼 501 设计系 校管教室 设计系 

86 精艺楼 502 设计系 校管教室 设计系 

87 精艺楼 503 设计系 校管教室 设计系 

88 精艺楼 505 设计系 校管教室 设计系 

89 精艺楼 601 设计系 校管教室 设计系 

90 精艺楼 602 设计系 校管教室 设计系 

91 精艺楼 603 设计系 校管教室 设计系 

92 精艺楼 605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93 博学楼 206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94 博学楼 207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95 博学楼 208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96 博学楼 306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97 博学楼 307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98 博学楼 308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99 博学楼 406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100 博学楼 408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101 博学楼 506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102 博学楼 507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103 博学楼 508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104 博学楼 606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105 博学楼 607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106 博学楼 608 设计系 系管教室 设计系 

107 实训工厂垃坯实训室 1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108 实训工厂垃坯实训室 2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109 实训工厂垃坯实训室 3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110 实训工厂垃坯实训室 4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111 实训工厂陶瓷仿真生产车间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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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实训工厂陶艺实训室 2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113 实训工厂陶艺实训室 3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114 实训工厂陶艺实训室 4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115 实训工厂陶瓷材料实训室 陶艺系 系管教室 陶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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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室卫生专项负责人名单 
 

填报部门（盖章）：                       

 

序号 姓名 职务 手机 

    

 

部门负责人（签字）                    填表人： 

 

此表格请于 11 月 2 日下午下班前报送教务处童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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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教室卫生检查登记表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 

序号 教室名称 存在情况 整改措施 

    

    

    

    

    

    

    

    

    

    

    

    

    

    

注：此表用于学校或使用部门平时教室卫生检查登记，由检查部门存

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