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工程大学国际工程师学院校区学生思想动态调研

（2022 年 4 月）

导语：

为进一步做好国际工程师学院校区团学工作，服务校区创新发展、服务学生

成长成才，团学综合办公室每月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定期面向广大同学

开展为期至少 7 天的思想动态调研，积极反馈学生问题，调研学生思想动态。致

力于做好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桥梁纽带，激发全校区同学爱校荣校的主人翁精神，

推进国际工程师学院更好更快发展，做好与机械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院、人工

智能学院的沟通协调。

现就 2022 年 4 月 25 日-5 月 1 日开展的“有问题，就会有回应”4 月国际

工程师学院线上学生思想动态调研的数据整理汇报如下。



第一章 调研情况概述

一、线上调研

（一）调研基本情况

本次线上调研采用在线问卷形式，通过“团学综合办公室官方 QQ 转发”、

“班长、团支书转发”、“智慧大屏”、“网络宣传”等渠道共发放问卷 794

分份（累计浏览量），回收到 181 份（有效反馈）。

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

20 级学生共 100 份，占比 55.25%；19 级学生共 69 份，占比 38.12%；18 级

学生共 12 份，占比 6.63%。

电气工程学院共 71 份，占比 39.23%；机械工程学院共 77 份，占比 42.54%；

人工智能学院共 33 份，占比 18.23%。

男生共 142 份，占比 78.45%；女生 39 份，占比 21.55%。

（二）线上调研基本内容

4月国际工程师学院思想动态调研调研了同学们对3月思想动态调研报告评

价、广场舞系列活动的看法、时政新闻了解意愿等问题进行调研。

4 月中旬，受芜湖市疫情影响，国际工程师学院校区落实更严格的疫情防控

措施，包括全面转入线上教学、提高全员核酸检测频率、实行核酸 20%抽检等措

施。4 月调研主要在于疫情防控方面调研了同学们对校区疫情防控措施的看法、

封闭式管理期间的适应情况、线上教学学习情况、对疫情的关注度等。目前安徽



省内疫情已经不断向好，芜湖市内疫情在各有关方的积极努力下得到有效控制，

市内高校也正在有序解除封闭式管理。



第二章 学生问题反馈及调研数据分析

一、物业/后勤/网络信息化问题反馈：

（一）本次调研，设置了学生建议和问题反馈，经收集、整理和反馈对部分

共性问题进行回应，如下所示。

1、校区和何时解封？

回应：国际工程师学院校区已于 2022 年 5 月 6 日有序解除校区封闭管理，

但仍需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确保师生员工生命健康和校园安全，把疫

情隔在校园外，把安全留在校园内。

2、北苑餐厅问题处理处反馈问题时有时没有人？

回应：北食堂经理一般会在就餐时段值守问题处理处，若其因故暂时离开，

同学们可通过处理处预留的电话号码与其取得联系。

3、书院洗衣房味道难闻，是否安排并实施了定期清理？

回应：洗衣房每天打扫，洗衣机里面的脏垢一周清理一次。



4、普遍反映水果店水果不新鲜，价格偏高？

回应：水果会因品种、产地、进货渠道的不同，反映在价格上会有较大差别。

校区管委会后勤科已做了大量调研，通过和校本部地超、大润发超市以及城市名

人超市等商场的水果价格比对，新校区水果店的价格还是比较适中的，接下来后

勤科会持续跟踪监测水果店的价格情况，并督促店方保证水果的新鲜度。

5、超市进行商品调价之前是否能进行公示？

回应：可以。

6、夏天教室或自习室能否开空调？什么时候能开

回应：依据学校规定，为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号召，空调使用时间原则上规定

为每年 6 月 1 日至暑假起始日（经批准的假期留校学生宿舍除外），秋季开学至

10 月 1 日，12 月 1 日至寒假起始日，天气异常情况下可予适当调整，【最低气

温低于 0 度或最高温度达到 30 度，即满足空调专线提前供电条件】。其他时间

停止空调专线供电。



二、线上问卷调研数据反馈及分析

（一）疫情防控相关

四月中旬，受芜湖市疫情影响，国际工程师学院校区落实更严格的疫情防控

措施，包括全面转入线上教学、提高全员核酸检测频率、实行核酸 20%抽检等。

疫情防控方面，本次调研了同学们校区疫情防控措施的看法、封闭式管理期间的

适应情况、线上教学学习情况、对疫情的关注度。

1.如何看待定期校区疫情防控措施？

本题选项设置了“不能理解，过于严格”“无所谓”“有必要”三个选项。

图 2-1

数据显示，在收集的问卷中，48.07%的同学的意见为“不能理解，过于严格”；

但是也有 39.23%的同学表示相关疫情防控措施“有必要”；另外 12.71%的同学对

学校的疫情防控措施表示“无所谓”。

总体的调研数据显示，近 50%的同学认为防控措施相对较严，但是也有近 40%

的同学认为防控措施“有必要”。



目前芜湖市疫情在各有关方紧密合作和芜湖市人民的支持下得到有效控制。

5 月初，本校区以及市内其他各高校也在逐渐有序解除封校。但是解除封校的同

时，校区依旧坚持实施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包括“严格履行出市请假手续”“利

用 APP 打卡、每天 20%核酸抽检等措施持续加强健康监测”等，树立“解封”不

意味着“解放”的理念，持续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员工切实

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属地防控政策要求，共同巩固来之不易的疫

情防控成果，确保师生员工生命健康和校园安全，把疫情隔在校园外，把安全留

在校园内。

2.同学们是否适应校区疫情防控措施？

本题设置了“不太适应”“勉强适应”“能适应”“完全适应”四个选项。

数据显示，39.23%的同学表示“不太适应”校区的疫情防控措施；而表示“勉

强适应”“能适应”“完全适应”的同学分别占 28.18%、23.20%、9.39%。

图 2-2

结合日常团学综合办公室收集的同学反馈来看，校区疫情防控措施对日常生

活带来的影响，如对出校就医、物流运输、外卖收取等需求强烈，在疫情防控关



键时期，缩紧防控措施有助于全市做好疫情防控，有助于尽快实现病例清零。同

学建议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如书院日常生活设施、超市生活五中供应、餐厅就餐、

教学过程等。

3.每周关注疫情的频率

本题选项设置了“每天都关注”“一周两次或以上”“一周一次或更少”“基

本不关注”四个选项。

图 2-3

数据显示，64.09%的同学“每天都关注”疫情消息；25.41%的同学以“一周

两次或以上”的频率关注疫情消息；6.08%的同学表示“一周一次或更少”的了

解疫情消息；4.42%的同学表示“基本不关注”疫情消息；

4.线上教学意愿和积极性

4 月中旬，校区全面转入线上教学，本次也对线上教学意愿以及线上教学积



极性对校区同学们进行调研。

图 2-4

数据显示，如果校区持续封闭式管理，62.98%的同学表示更希望通过“线上

教学”；18.23%的同学表示希望进行“线下教学”；18.78%的同学表示无论是线

上还是线下教学都可以。

图 2-5

关于线上教学积极性方面，数据显示，51.93%的同学表示学习更加积极；

22.65%的同学表示积极性不佳；另外 25.41%的同学表示无所谓。



（二）时政新闻了解意愿

本期调研了同学们对于“大学生是否有了解时政新闻的必要”，设置了“很

有必要”“可以考虑”“离我太远，没必要关注”三个选项。

图 2-6

数据显示，67.40%的同学表示大学生很有必要去了解时政新闻；30.39%的同

学表示可以考虑去关注时政新闻；仅 2.21%的同学表示时政新闻离大学生太远，

没有必要去关注。

大学生积极关注时政新闻，了解国内外热点、国内和国际形势，有助于培养

其自主学习的能力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同时也拓宽视野，培养全面看待社会现

实问题的能力，形成良好健康的心理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深化了对党和国家

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激发爱党爱国热情。



（三）校区广场舞活动

自 4 月开始，国际工程师学院校区组织每周五周六（后视考试周等情况进行

调整）晚 18:30 开展广场舞系列活动。本次调研了广场舞活动的参与率、广场舞

系列活动的评价、疫情之后持续开展该活动的意愿情况。

1.广场舞系列活动参与率

本题调研同学们参与广场舞的情况。

图 2-7

数据显示，在收集回的有效问卷中，55.80%的同学表示参与过校区广场舞活

动；44.20%的同学表示没有参与过校区广场舞活动。

2.对广场舞活动的评价

本题调研同学们对广场舞活动的评价，设置了“满意”“一般”“不满意”

三个选项。



图 2-8

数据显示，59.12%的同学表示广场舞活动“一般”；30.94%的同学表示对广

场舞活动“满意”；也有 9.94%的同学表示对广场舞活动“不满意”

3.疫情结束后，继续参与广场舞活动意愿

本期调研了同学们在疫情后持续参与校园广场舞活动的意愿。

图 2-9

数据显示，70.72%的同学表示希望疫情后也可以持续参与；29.28%的同学表

示不希望疫情之后持续开展广场舞活动；



举办校园广场舞系列活动意在疫情期间鼓励同学们安全地走出宿舍，感受校

园，同时丰富同学们的课余活动，促进交流，增强体质，促进高校大学生的全面

发展，为构建和谐校园增添青春活力。

但是在活动的过程中，同学们也反馈存在“歌舞曲单一、噪声大影响自习”

等问题，并希望可以不断丰富和创新广场舞活动形势以及及时调整设备设施，并

且建议若遇考试周等其他因素，应根据现实条件灵活调整广场舞活动时间。

（四）餐厅就餐问题及建议

本次调研，在 3 月报告中总结的基础上调研了同学们在餐厅就餐时遇到问题

后的处理方式以及是否知道如何有效的进行现场问题处理。

图 2-10

数据显示，当在食堂就餐时遇到食品问题时，53.59%的同学表示会“忍着，

感觉无处可以反馈投诉”；24.31%的同学表示会“当场找食堂经理进行现场处理”；

11.60%的同学表示一般会“事后，通过辅导员或团学综合办公室进行反馈”。



图 2-11

同时，调研了同学们是否知道就餐时遇到问题的现场处理方式。数据显示，

50.28%的同学表示知道怎么处理“通过南苑大屏幕左侧综合服务台、北苑一楼问

题处理处”；49.72%的同学表示不知道如何现场处理；

3 月国际工程师学院思想动态调研报告指出，“同学们在食堂就餐时出现的

问题不一定能够当场及时被餐厅负责人解决”。在线上调研、线下座谈和日常反

馈中发现可能存在“同学们不知道找谁当场解决、同学们不知道在哪里找相关负

责人解决、联系和解决很麻烦”以致于很多问题得不到具体回应。如何广泛告知

同学们食堂经理的“存在”以及如何便捷地、快速地联系上“问题解决者”，是

使得问题能够被餐厅快速处理的重要因素。



第三章 参考数据补充

一、4 月国际工程师学院食堂满意度调查

目前，国际工程师学院校区每月都会开展一次食堂满意度调查，在中午同学

们就餐时通过发放线上或线下问卷的方式收集师生对食堂满意度、问题和建议的

反馈。

南苑餐厅：

图 2-12

北苑餐厅：

图 2-13

数据整来源及整理：团学综合办公室权益保障部



第四章 学生献策情况

本次调研，设置了学生对国际工程师学院校区的改进建议，发现很多有益的

建议，总结归纳如下：

1.持续化、规范化、常态化开展思想动态调研

自 2020 年 9 月首批学生入驻以来，在校团委、学生处、国际工程师学院校

区管委会的指导下成立了团学综合办公室。自 2021 年 4 月起，团学综合办公室

首次正式启动思想动态调研，并列入常态化和重点工作中。目前已经开展 10 期

思想动态调研，拟写思想动态调研报告并在安徽工程大学官网进行公示，思想动

态调研工作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中。目前，在校团委的指导下，国际工程

师学院思想动态调研工作有了新要求，将在每月的固定时间发放、回收问卷并且

撰写成文，希望广大同学们予以重视和支持。积极反馈学生问题，调研学生思想

动态，做好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桥梁纽带，激发全校区同学爱校荣校的主人翁精神，

推进国际工程师学院更好更快发展，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向我们提出宝贵建议。



2.合理有效规划活动，丰富小区文化体育氛围

国际工程师学院校区正积极打造“梦溪杯”系列体育竞技项目品牌活动，目

前已经尝试开展了“梦溪杯”篮球联赛、“梦溪杯”第一届羽毛球联赛等体育竞

技活动。同时，也正在探索更多有趣的活动如“周末影院”“梦溪风筝节”、“校

园广场舞”、“旧物交易市场”等丰富校园文化。同时根据社团意愿积极引导、

鼓励并协助社团策划开展符合国际工程师学院校区特色的第二课堂活动、配合并

协助学院开展校区活动。



第五章 总结

本次调研参与人数较往期增多，在线上调研中，我们收到了很多同学们对于

普遍性问题的反馈，在线下座谈中，邀请了学生和老师进行面对面的座谈，总结

的一些问题，得到了学校的有效回复和处理，同时也收集到同学们的建议，有些

建议很有启发性、建设性和可行性，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了思路。

本次调研以疫情防控下校区生活和心理状态作为重点内容，主要在于疫情防

控方面调研了同学们对校区疫情防控措施的看法、封闭式管理期间的适应情况、

线上教学学习情况、对疫情的关注度等。为学校了解疫情下同学们的思想动态提

供参考，为学校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帮助。

本次调研问卷，在数据统计的同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和分析，对校区

部分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报告通过大数据分析，通过多渠道充分剖析了收集到的

问卷和得到的建议。能够较好的为学校相关部门、组织提供一定的启发，高水平、

高质量服务国际工程师学院校区学生，为同学们提供实际的、有用的、精准的帮

助。

撰稿人：梁康杰、罗晶晶

审核人：郭广春、周宇航

撰稿时间：2022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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