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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之声

——上海师范大学权益问题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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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勤

10月（上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11日 后勤

62号楼电梯一直出故障，已维修 5次左右，但两部电

梯一直轮番出故障，维修时间漫长，高峰期排队长，严

重影响大厅秩序和同学们的安全。

10月 15日 后勤 8号楼门口自行车棚损坏，是否可以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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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28日 后勤 已受理
你好，有同学反应学校里很多的充电桩都损坏了无法使

用

已经反馈好了，过段时间会有师

傅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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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1月 2日 后勤 已受理

有人反映男生宿舍 50号楼旁工地凌晨 1点

还在施工，打扰到同学休息了，学校可以督

促工地在规定时间内施工嘛

之前开过座谈会了，应该后续会有改善

11月 3日 后勤 已受理

有同学反映金桂浴室二楼内部几间浴室的

天花板破损，其中一间的钢筋斜竖下来，很

危险，希望得到关注。

天花板暂时没有办法大修，会做应急处理

把危险处理掉

11月 7日 后勤 已受理
62号楼 6楼的两台烘干机坏了快一个月了，

也没有人修，希望能反馈一下。

先给宿管阿姨反馈，阿姨会联系负责人处

理

11月 14日

后勤 已受理 同学反应 1教 4楼女厕所没有门销子 会反映给相关部门

后勤 已受理

最近经常有同学反应 12号楼的外卖被偷，

有同学提议能不能送餐到楼，不放在园区。

或者想办法解决偷外卖的问题

送餐到楼应该是不可能施行的 考虑到女

生宿舍不能频繁让送餐员上下楼 会不安

全不方便 一般送餐都是送到寝室楼下，

各位同学尽量在收到短信后尽快下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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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下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1月 16日 后勤 未受理

想反馈一下近期有很多同学反馈说自己的自行车停在楼下未上

锁，上完课出来发现不见了，会莫名其妙在其他地方找到，明显

是有人擅自骑走了。今天一位同学上午下课发现自己停在教学楼

下的车不见了，中午吃完饭后正好在食堂门口看到了自己丢失的

车，她就在旁边等了一会儿，发现是几个工人模样的人正准备骑

走，非常生气就录了视频。这种情况之前也发生过，同学们去保

卫处查监控，保安师傅也只是责怪同学没有上锁。希望可以对随

意骑走同学未上锁的自行车的行为进行处罚管理，同时现在同学

们急着上课自行车不上锁的现象其实蛮多的，是不是可以通过学

校对同学们进行提醒，以免造成不便，谢谢！

之前开过座谈会了，

应该后续会有改善

11月 18日 后勤 未受理
11月 18日 16:20左右在紫藤靠近浴室的入口处 一个俺来也的外

卖人员撞到了同学 还态度恶劣拒不道歉

天花板暂时没有办

法大修，会做应急处

理把危险处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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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10月（上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9日 活动 已受理
2021年全国模拟政协征集活动

省团委章和推荐理由的负责人

章和推荐表不需要学院考虑。报名提交后会有政府部门相

关工作人员进行核验、评审、敲章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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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楼

10月（下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24日 教学楼 已受理

你好，有同学询问目前学校周末可供自习的教

室有哪些？另外同学希望周末在 2,3教多开一

些可供自习的教室

校院权益例会已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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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堂

10月（上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13日
食堂 已受理

对食堂饭菜定价有疑问，可向什

么地方反映
食堂公告栏有主任电话

食堂 已受理 金桂二楼汤盛一品外卖有杂物 同学发一下单号，平台退单。

10月 15日 食堂 已受理

俺来也的光明能量站中购买纯

牛奶未收到，售后电话不通，短

信未收到回复

收到，已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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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18日

食堂 已受理 紫藤二楼的酱骨卤肉饭的紫菜蛋花汤中有虫子 给一下同学的联系方式

食堂 已受理 新玉兰食堂盖浇饭菜中有虫

已联系班组负责人，加强原料清洗和流

程控制，杜绝此类事情发生，联系同学

到新玉兰窗口作补餐或退餐处理

10月 25日

食堂 已受理

你好，有同学反映由于上午下课时间较晚，路程也

比较远，所以是否可以请紫藤一楼食堂的上午营业

时间延长到 12:45或 13:00？

紫藤上午开到 12:30（其中沪上名饺和塔

客堡是延迟下班的），抓紧点时间应该

能赶上的。调整时间牵涉到的变动比较

大，望同学理解。

食堂 已受理
有同学反应奉贤校区的亲又亲奶茶店的奶茶里有

玻璃碴子，并且不止一块，底部还有

收到，麻烦给一下同学联系电话，相关

负责人会联系同学处理。

食堂 已受理
有同学反映紫藤一楼水果捞那家不给用刷校园卡

的机器刷已经绑定后的码，而且也不让刷校园卡

刷卡机是正常使用的，如遇拒收可以联

系食堂主任，公告栏上有电话。

10月 27日 食堂 已受理

我们有同学反映徐汇校区香樟苑麻不思蜀窗口有

严重的卫生问题：

同学第一次发现碗里飘的都是小虫子，反映之后食

给一下同学联系方式，相关负责人会联

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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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工作人员说是调料，但还是答应重做一份。结果

在新的一碗里还是发现了小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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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1月 2日 食堂 已受理
金桂苑买饭被不明不白地扣除了搭伙

费，店员说是学校统一扣费

学校里的档口，特别是食堂，基本上都是有搭伙费

的，除了麦当劳，杨国福这些是没有的，搭伙费这

个权限是信息办这边设定的，留学生，借读生，走

读生，还有比如说学校里面商业街这些部门的，只

要他们用卡就餐都是收 30%搭伙费的。具体的要让

同学自己去查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搭伙费，信息办能

够给出解释。

11月 5日 食堂 已受理
同学在新玉兰吃早饭买的烧麦里吃到

了一个螺丝帽
 已反馈，会联系同学处理

11月 9日 食堂 已受理

同学反映金桂西北风味食堂快餐区绿

色蔬菜种类少且固定，希望可以增加

菜品种类，

会反馈给食堂进行沟通的，菜品都有有公示菜单的，

会考虑这个需求

11月 10日
食堂 已受理

有同学反馈肥仔在米阑店铺点的餐未

送达，申请退款也失败了
需要同学的联系方式 商家进行沟通

食堂 已受理 金桂巴西烤肉脆皮鸡饭的图片与实物 需要同学的联系方式 商家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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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联系后也未退错餐的钱，在金

桂牛肉汤点外卖，等待一个小时，打

电话给商家和骑手都不接，商家答应

退款，结果第二天退款失败，也没拿

到



15

 琴房

10月（下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18日
琴房 已受理

琴房预约的审核时间，周日未收

到邮件
可能同学邮箱填错，下一次为 24号

琴房 已受理 琴房预约非常需要，能否再审核 11号之前的已统计好，未收到邮件的同学可直接去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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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车、治安

11月（上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1月 1日
班车

、治安
已受理

最近有同学反映以下两点：

1.在买好票的情况下班车还是坐

满了，最后还是被安排到了教师

班车上了，就希望下一次不要出

现这样的问题了

2.蜜雪冰城旁边的楼梯晚上太暗

了，希望可以装一下路灯防止伤

害事故。

总体回答一下大家最近的问题

1.放票时间为每周星期一早上 10点左右

2.放的票为下一周及下下周的票（例如 11.1日放

11.8-11.24的票）

3.往返奉贤往返青浦的班车由于开设两辆公司会亏本所以

只开设一班 如果有需求的可以直接到豆豆阿姨处预订票

4.关于已经买票但是没有座位被安排到教师班车的情况需

要了解一下是否为同学到达乘车点时马上要发车了 如果

是那下次早一点去乘车点 公司一般是有票先上 临发车

时有空位才会让没有票的同学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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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车

10月（上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12日 班车 已受理
周四晚上 20：30到人民广场的班车是否可以增设，且

多少人可以增开一班？

30人即可增开一班，问卷调查周

四晚 20：30去人广的班车

10月 14日

班车 已受理
去往航头的班车太早，希望可以增设下午 5点-6点的

班车

航头地铁站班车时间老师定的，

询问老师是否可以调整

班车 已受理 本周周四晚上 20：30到人民广场的班车是否可以增设 下周开始增设

班车 已受理 周四下午 5点到 6点到航头的班车是否可以增设 因人数太少无法增设

班车 已受理 周五到青浦的班车是否可以延长一下发车时间 因反映人数太少无法增设

班车 已受理 班车路线的购买途径没有在中国银行 app里找到 下周开始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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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18日 班车 已受理 金科路站点具体位置 后续会根据第一次运营来调整

10月 19日 班车 已受理
你好，有同学问松江班车可以延长吗，两个下客站那种

（松江老城区延长到新城区）
已反馈

10月 22日

班车 已受理
你好，有同学反应中国银行 APP里没找到这周去航头

的班车，这周是还没有吗？

去金科路、航头地铁站的票因为

系统问题得下周才能购票

班车 已受理

你好，有同学反映奉贤校区到青浦周五 17：00左右的

班车车票抢不到，回不了家，请问是否可以下发问卷调

查一下同学们的需求考虑增设。谢谢！

老师说可以直接问一下豆豆阿

姨，跟她说一下

10月 31日 班车 已受理
你好，有同学反应周日青浦回奉贤的校车司机人满了很

长一段时间还是不发车，能不能催促司机尽快发车

这类问题可以现场直接和司机反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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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1月 1日 班车 已受理

你好，最近经常有同学们询问

网上购票的具体的放票时间，

因为有的班车票比较难抢，所

以大家都比较关心提前几周放

票，然后具体是什么时间放票

总体回答一下大家最近的问题

1.放票时间为每周星期一早上 10点左右

2.放的票为下一周及下下周的票（例如 11.1 日放

11.8-11.24的票）

3.往返奉贤往返青浦的班车由于开设两辆公司会亏本所以

只开设一班 如果有需求的可以直接到豆豆阿姨处预订票

4.关于已经买票但是没有座位被安排到教师班车的情况需

要了解一下是否为同学到达乘车点时马上要发车了 如果

是那下次早一点去乘车点 公司一般是有票先上 临发车

时有空位才会让没有票的同学先上

11月 10日 班车 已受理

有同学希望能增设周四晚到南

站的班车，这是这个同学做的

问卷，主要是在我们院转发的。

班车公司为保证自身利益无法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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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下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1月 19日 班车 已受理
有同学刚刚不能打开中国银行 app校车票，无法完成检

票。

应该是网络的问题。退出后台再

试一下

11月 21日 班车 已受理
有同学反映中国银行 app崩了，无法登录，无法抢票 中国银行 APP进行系统升级，第

二天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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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站

10月（下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18日 水站 买水未给水票，且态度差，只能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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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

10月（下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19日 宿舍 已受理
你好，有住在 40号楼 5楼的同学申请能不能增加一个

饮水机

已经反馈了，明天物业公司去看

一下

10月 21日 宿舍 已受理
有同学反映 25号楼 2单元 202这边的卫生间天花板一

直漏水，上周向宿管报修了，但到现在一直没有人来修。

老师那边已经反映了，同时让这

个同学联系这个楼的楼长，然后

让楼长发在楼长群里面，因为楼

长群里面有专门分管物业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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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1月 8日 宿舍 已受理
有同学反应男人村 43号楼 4楼的热水器出现长时间断

网显示未注册的情况，

注册系统晚上无法使用 需等待

白天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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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

11月（上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1月 1日 体育 已受理

今天晚上 16：40左右 很多同学都反应体锻打卡经 4

点无法打卡，始终显示接口有问题，反复尝试多次无法

打卡，等到能够再次进入时，系统已经自动结束跑步了，

并且显示本次无效

现在这个时间段小程序系统不太

稳定，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在工作时间直接拨打客服电

话 15316009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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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

11月（上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1月 2日 图书馆 已受理

同学反映徐汇图书馆二楼理科阅览室后面的灯坏了，一

直在闪，她说她上个月就已经和图书馆的老师讲了，但

是还是没有修。因为位置本来就少，所以就很影响学习

老师前去确认没有问题，需要更

加明确的位置

11月 8日 图书馆 已受理 每一楼的储物柜都不能用，都是关掉的

现在图书馆因为防止同学将物品

放在储物柜中过夜浪费资源，把

储物柜全部停掉了。这个已经很

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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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

10月（下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20日 网络 已受理

你好，一个同学反应她的校园卡充值但是扣费了一直没

到账，怎么处理？她到校园卡的公众号提交申请一直说

系统繁忙。

负责老师查了一下，说已经到账

了，而且后面都消费过，让同学

在支付渲染里面查一下他的那个

消费记录，充值记录可以查询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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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站

11月（下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1月 22日 网络 已受理
你好，有同学反应最近三教和四教的 4、5楼等区域校

园网质量不好，常常连不上，连上了也无法使用
已经反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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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医院

10月（下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27日 校医院 已受理
有同学反映，希望校医院的上午开门时间能早一点，下

午关门时间能晚一点。谢谢！

正常门诊时间外都有值班医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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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卡

11月（上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1月 8日 校园卡 已受理
请问校园卡挂失后解除挂失状态需要有什么条件吗，需

要等待 24小时后嘛？
补办的会马上发放新卡



30

 信息办

10月（上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14日 信息办 已受理 shnu_mobile校园网连不上
账号为校园卡号，密码为教务处

网站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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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17日 信息办 已受理 29-1五楼WiFi用不了 老师上班后查看是否为设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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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室

10月（下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18日 浴室 已受理 徐汇区洗澡忘记刷卡多扣费如何冲正 浴室管理员开消费冲正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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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1月 9日 浴室 已受理

徐汇西部澡堂今天有同学反应洗澡洗着

没热水了，具体时间是今晚 9点左右，洗

着洗着就断流了，澡堂热水供应不足，问

一下有解决办法吗

近期热水供应充足，机器设备也运行正常，可

能在水龙头长时间没人用管道里会有冷水，或

者水箱供水切换时会有十五秒左右的冷水，请

告知同学们，碰到这种情况多放一会儿水就可

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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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

10月（下半月）

时间
所属

板块
状态 诉求原文 诉求回复

10月 19日 治安 已受理

你好，有同学反映东门保安办事态度恶劣，由于没带校园卡同学在

找电子证明时保安拖拽同学并且态度很嚣张，希望能够反映一下，

谢谢

已向相关老师反映，

以后会加强治安人员

管理

10月 20日 治安 已受理

你好！有同学反馈晚上 10点以后，50号楼正对的工地，学生休息

时间，然而工地施工产生的噪音到晚上 10点以后，仍然存在，甚

至一直持续到凌晨 12点，甚至 1点。学生反馈对自己的休息造成

了巨大的影响，经常会晚上因噪音失眠。

已反馈

10月 22日 治安 已受理

你好！有同学想反应一下奉贤校区内机动车驾驶过快造成危险的问

题。这位同学今天 11:30左右的时候，遇到一辆机动车在转弯时未

减速且车速较快，导致他来不及做出反应，发生碰撞，这位同学当

时觉得没什么问题就自行离开了，事后感觉手臂酸痛，身体总体无

碍。

收到，已反馈

10月 28日 治安 已受理 对于这种存在于校内的推销行为，学校相关部门可不可以加强一下 收到，已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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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力度，让这种现象能减少一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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