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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实装处发布《关于加强实验室疫情防控管理的通知》 

为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全力遏制疫情蔓延，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实验室的安全

与师生员工健康，实装处根据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健康教育手册》、教育部《高等学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等，

按照学校对新冠肺炎防控和开学工作的要求与部署，起草制定了我校

《关于加强实验室疫情防控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单位要充

分认识实验室疫情防控的重要性，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和安全生产

的主体责任，各级人员严格履行岗位职责，切实担负起实验室安全与

疫情防控的管理责任。《通知》对加强进出实验室人员的管控、严格

做好实验室疫情防控管理和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做出要求，号

召各学院和师生员工牢固树立安全意识、风险意识，自觉做好自身防

护，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贡献。（点击查看《关于加强实验室疫情

防控管理的通知》） 

配合中央专项报销实装处安排到财务大厅现场办公 

3 月 30 日、31 日，财务处为中央专项报销开启绿色通道，实装

处积极配合，安排 3 位工作人员到财务处报销大厅进行现场办公，审

核涉及实验室材料费、测试加工费和仪器设备费的业务，为各单位办

理中央专项报销手续提供便利。（张伟毅、陈祥福、郑劲松） 

大仪共享（责任编辑：袁洪学） 

大仪共享相关管理制度通过学校法务审核 

实装处对制定的学校《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规定》《仪器设

备开放共享收费管理细则》《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细则》在

广泛听取各学院、各仪器管理平台和相关老师意见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优化，日前提交学校法务办公室进行了审核。实装处根据学

校法律顾问的相关建议完成了修改，将报请学校履行发文程序。 

http://sbc.ecust.edu.cn/2020/0331/c11480a105624/page.htm
http://sbc.ecust.edu.cn/2020/0331/c11480a105624/page.htm
http://sbc.ecust.edu.cn/2020/0331/c11480a105624/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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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测试中心 NTC 培训基地已获资质认定 

我校分析测试中心 2018 年启动 NTC 培训基地建设，全国分析检

测人员能力培训委员会（NTC）专家组已对 4 台仪器及培训场所进行

现场评审，目前已有 8名教师取得 NTC培训教师资格，2019年 10月，

中心同时取得了 NTC“考核基地资质认定证书”和“培训机构资质认

定证书”。 

进行 NTC培训，一方面是帮助学生提高仪器操作技能，获得 NTC

证书有利于提高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培养和筛选一批具有自主上机

能力、能代表不同课题组研究方向和特殊性的高层次用户，既提高了

测试仪器与我校科研的结合度、提升测试工作的水平，又有效提高仪

器使用效率。（黄永民） 

 

奉贤校区（责任编辑：袁洪学） 

奉贤校区上半年电梯年检完成 

近日，奉贤校区完成了上半年共 15 部电梯的年度检验。由于正

值疫情期间，奉贤校区内仅安排值班人员留守，电梯公司维保人员按

照学校规定进行申报，经审批同意后进校完成电梯年度检验工作，奉

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颁发电子版检验合格证，我处已将检验结果报

备海湾旅游区市场监督管理所。 

奉贤校区目前共有 32 部电梯，每年分两批进行年度检验，分别

是上半年 3 月份和下半年 9 月份。这次检验的 15 部电梯均是奉贤校

区 1 期工程建设时安装的奥的斯电梯。（郑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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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供应（责任编辑：袁洪学） 

3 月份审核采购合同 40 余份、办理进口仪器设备外贸业务

34 台件 

新年刚过，疫情防控升级，学校相关方面防控急需采购一批防护

镜，当时市场上的防护物资都非常紧缺，但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物资办的老师积极联系供应商，通过努力当天采购完成 100付防

护镜，保障学校相关方面防控物资及时配备。 

在疫情期间，部门党员同志主动报名到校开展工作，履行使命担

当，为学院、部处办理各类业务。3月份共计审核物资采购合同 40 余

份，涉及金额 1268万元；票据审核 35张，涉及金额 593万元；办理

进口仪器设备包括药学院、理学院、化学学院和资环学院等外贸业务

34 台件，涉及金额约 100 万美元。 

同时，物资办开展网上办公，对学校采购平台师生采购的物资，

及时进行线上审批，主动联系老师做好物资交接工作。通过网络会议、

电话等方式开展工作讨论，及时解决各类问题，并为学校师生集中返

校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张伟毅） 

物资采购平台“集中开票”功能上线，“危废处置”模块优化

完成 

为更好地服务学校教学科研，提高服务效率和管理水平，我校材

料类物资采购平台推出“集中开票”功能，今后将大大减少财务单据

数量和结转工作量，对在平台上采购的物资，老师有审计需求，可通

过平台功能直接调取资料。 

同时，物资采购平台还对“危废处置”模块功能根据安全办管理

要求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在平台上开通了实验废液、废物回收网上预

约服务功能，线上选取需要回收品种，选择经费卡号后填写回收数量

和废液主要成分等相关信息就可轻松完成预约。我处将不断提升材料

类物资平台的使用服务功能，为师生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何

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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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资产（责任编辑：靳文浩） 

装备资产入库登记实现网上办理，师生无需前往现场审核 

为方便师生办理装备资产入库手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实装处经过专项调研、协调开发商对系统功能升级，进过春节寒假期

间调试和试运行，目前已实现装备资产入库网上审核。 

以后师生办理装备资产入库手续时，在装备资产管理平台系统登

记后和上传资料后，实装处进行线上审核，审核通过，即短信通知申

请人自助打印报增单和进行后续财务报销手续；网上审核未通过，也

会短信告知申请人退回原因，提醒进行补充相关材料或修正相关信息。 

装备资产入库审核由现场审核改为网上审核，不但减少了师生购

买装备资产需多部门跑路之苦，还能使师生及时了解装备资产入库审

核进程，同时大大提高了资产入库审核工作效率。 

装备资产入库登记网上审核自 2020 年 4 月 1 日开始上线实施。

（张瑞、陈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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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2019 年度国有资产上报工作 

3 月期间实装处协同国资办完成了《2019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年度报告》《2019 年度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决算报告》的

编制上报工作，其中上报 2019 年度新增装备资产 10360 台件，价值

2.66 亿元（同比增长 61%），其中新增 50 万以上装备资产 70 台件，

价值 1.03 亿元（同比增长 221%）；上报 2019 年度处置装备资产 8590

台件，价值 8827 万元（同比增长 130%）。 

此外，按照 2019 年财政新规要求，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线上管

理信息系统中在账的约 10.5 万条装备资产数据顺利完成了折旧计提，

上报数据通过检核校验，符合上级主管单位要求，保证了学校年度资

产报告数据的规范性及有效性。（张瑞） 

完成 2019 年度国产退税设备分类筛选工作 

为更好地执行《财政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构

采购设备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要求，实装处于 3 月根据《高等学校固

定资产分类及编码手册》等指导文件，结合日常仪器设备使用方向，

对 2019 年度新增装备资产，按照四项大类、23 项子类开展分类定义

及检索整理工作，从 2019 年新增的 10360 台设备中筛选出了 1350 台

件符合公告退税条件的仪器设备，占新增资产总数的 13%，总金额约

2976.05万元。 

目前实装处已将筛选出的装备资产清单交付财务处开展后续退

税办理工作。（张瑞） 

安全环保（责任编辑：徐宏勇） 

李涛河长带队考察青春河治理工作 

3 月 25 日，李涛河长带队考察了青春河治理工作，针对青春河

盲肠段水质及落叶季河面保洁等问题召开了现场工作会，基建处副处

长朱辉做了现场汇报。参加现场工作会的还有河长制办公室主任徐宏

勇及后勤相关教师。（徐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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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处组织安全员开展网上业务学习 

为了进一步提升实验室安全管理能力，安全办主任徐宏勇 3月 25

日为学校安全员及兄弟高校开展“关于高校实验室 HSE管理初心的思

考”为主题的网络培训。培训围绕着高校 HSE管理人员的初心开展了

工作底线、合规性、RAMP 流程管理等内容研讨。清华大学、天津大学、

兰州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东华大学、宁波万华等多所学校、企业实

验室安全管理人员参与互动，共计 2000 多人次。此外我处还组织安

全员参加其他的网络安全培训 6 场次。（徐宏勇） 

党建之窗 

我处党支部开展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主题

党日活动 

 

http://sbc.ecust.edu.cn/2020/0331/c11481a105592/page.htm
http://sbc.ecust.edu.cn/2020/0331/c11481a105592/page.ht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4788&idx=4&sn=4b9f5167bb6fab73eca50961b9d60a00&chksm=e94e71bcde39f8aa41da21d6a33e1ea72d782d18532866419b695c39331078fd4d7eba665a2b&scene=0&xtrack=1&key=aa2d7a317a09951d310019081508d5fec1e4959cef30706b62be3f797b48ad815425753ab7bb70599f7933ccf11f4bddaf6de1b2d2a3ff60983ee8b7c4502578d0f7da5139dda7711e2c689fdc0de92e&ascene=1&uin=MTg2MDI2NTYyNA%3D%3D&devicetype=Windows+7&version=62080079&lang=zh_CN&exportkey=AWnmEmIiG%2FuC9xv%2B5peyBGE%3D&pass_ticket=h7LA37UswflsaFUQAXyAWp2GI0FJ6fH3JyXST9k1RhRMqzpwwp5qaBPbVhkXQ3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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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推送 
安全警示 

 气瓶当街坠落爆炸冲向行人瞬间撞

得粉碎 

 静电安全与防范 

党建之窗 

 我处开展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

担在肩膀上主题党日活动 

华理实装小课堂 

 24.请注意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要

求 

 25.常用玻璃仪器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26.生物实验室的分级与进出注意事

项 

 27.实验室化学品存放要求①按照性

质分类存放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4705&idx=1&sn=c0b9cc17a969720d77c8208907a73caa&chksm=e94e71e9de39f8ffc305d3f3ab1531dc0d7d13db38d128ada5918b394e7ee8cc30bbab399c77&token=596960501&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4749&idx=1&sn=fd306f7766d0aba31ff10219bc3d6407&chksm=e94e7185de39f8937bb390b77d20e1fff22d5f7677b87b2acc789349316a81a654784a1591ad&token=596960501&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4788&idx=1&sn=a6d4596508a73bc963448c7fc8ddf474&chksm=e94e71bcde39f8aa2a3577396607d6ce319391b0c11385294e9488f7c8bec0e3d8c82708dd92&token=596960501&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4788&idx=3&sn=65741fe0288c58e053abe48f50701c5f&chksm=e94e71bcde39f8aabc4ba0ea6b35a8d1a6499626fdc90db0201c6cb0a99f644280857dc91529&token=596960501&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4749&idx=3&sn=4333c38f1fd75e300d0278b14b07f515&chksm=e94e7185de39f8937a3b1766ebfb43ba989e5e7fbabef11c8d33666c334a39970fc71feb2744&token=596960501&lang=zh_CN#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