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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点击相关标题，可浏览详细内容) 
 我校学术委员会资源配置专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我处赴浙江大学学习调研实验室管理 

 我处暑期仓库开放、装备资产入账、外购材料审核报销与财务

处同步 

 我处与研工部、研究生会联合发布 2016 年暑期实验室安全倡

议书 

 我处通过微信平台开展“化学品平台供应商服务问卷调查” 

 我处招聘奉贤校区安全环保管理、装备资产管理岗工作人员 

 “安全生产月”之“安开杯”实验室安全有奖知识竞赛落幕 

 党支部举办“两学一做”专题学习 

http://news.ecust.edu.cn/news/38354?important=1
http://news.ecust.edu.cn/news/38348?important=0
http://webmanage.ecust.edu.cn/s/26/t/45/a/68739/info.jspy
http://webmanage.ecust.edu.cn/s/26/t/45/a/68739/info.jspy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3691&idx=1&sn=f369850aaf2a44d855f1c1c6b80cee7d&scene=1&srcid=07144bCS8mLddhyIvJKKrNeY#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3691&idx=1&sn=f369850aaf2a44d855f1c1c6b80cee7d&scene=1&srcid=07144bCS8mLddhyIvJKKrNeY#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3691&idx=3&sn=2c7f1482803203d4fbcb398366b47e4e&scene=1&srcid=0714Fpop16VCXCdO4NrzGOeN#rd
http://personnel.ecust.edu.cn/s/6/t/165/0b/87/info68487.htm
http://webmanage.ecust.edu.cn/s/26/t/45/a/68554/info.jspy
http://webmanage.ecust.edu.cn/s/26/t/45/a/68587/info.js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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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管理 
全校行政办公用房备案核查工作完成 

按照上级部门要求，严格按照办公用房上限标准，做好办公用

房面积核定、清理整改和腾退工作。实装处根据各单位行政办公用

房自查统计上报的情况进行了汇总合并，对全校 900余名行政人员

的办公用房进行了初步摸底备案。由实装处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开

展了领导干部科研办公室核实备案工作。（王瑞寅） 

徐汇校区华昌公司厂房实地测绘结束 
徐汇校区华昌公司厂房作为学校实验十九楼建设拆迁安置的主

要房源之一，我处近期对徐汇校区华昌公司厂房所有房间面积进行

逐一测量，并按照可使用功能进行具体分类，对入驻学院进行分

析，进一步完善安置方案。（王瑞寅） 

实验十二楼主楼加固搬迁工作启动 
轨道交通十五号线开工在即，实验十二楼主楼加固工作正全面

展开。为缓解各学院在腾迁过程中涉及到的新困难与新问题，实装

处积极与相关学院进行沟通，实地勘测了主楼一层相关房间实际使

用情况制定安置方案，协调各学院的房屋置换。在化工学院、资环

学院的大力支持配合下，涉及到的主楼若干房间的临时搬迁安置工

作顺利进行。（王瑞寅） 

实验室管理 
制定实验教学中心会议交流资助办法 

为鼓励实验教学中心人员参加全国实验教学领域会议、促进实

验教学中心交流，提升实验教学水平，实装处日前制定了实验教学

中心会议交流资助办法。每年资助人数不最多超过实验中心实聘人

数的 40%，资助范围为实装处发布会议的会务费、展位费等。会议

结束后，参会人员应根据参会情况填写《实验教学中心会议交流总

结》。（刘扬） 

组织实验教学中心人员参加全国高校实验教学研讨会和实

验技术队伍建设与发展研修班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实验室管理工作分会拟于 7 月 21 日、8 月 8

日分别举办“全国高校实验教学改革与示范中心内涵建设交流研讨会”

以及“全国高等院校实验技术队伍建设与发展研修班”。我校共有 23

名老师报名参加交流学习。（刘扬） 



                                 实验室与装备处 
                                                                                           

 

4 

我校推荐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讲师团成员 
根据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关于开展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讲师团成员推荐工作的通知》，实装处组织

各相关学院从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推荐了信息学院侍洪波教授、化学

学院胡坪教授为联席会讲师团成员。（刘扬） 

国家大型仪器网络平台对接调研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

社会开放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高校 50万元以上仪器应于 2016 年

7 月底前完成与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对接。为确保按时完成对接工作，

近期实装处在调研的基础上拟定了对接方案。（刘扬） 

物资供应 
开展 2017 年仪器设备及车辆购置预算填报工作 

按照教育部 2017 年部门预算信息数据填报通知要求，实装处开

展对 2017 年需购置车辆和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信息的申报

工作。由于时间紧，各相关单位领导要加强督导严格审核把关，杜绝

数据的虚假和夸大，正确填报相关表格。按照通知要求截至 7 月 15

日实装处完成统计校内提交的数据信息并审核上报，漏报错报的单位

将影响下一年度采购工作。（张伟毅） 

开展化学品管理平台供应商调查问卷 
化学品管理平台运行已经有三个月，平台上

销售的供应商已达 43 家。为加强供应商管理，

提高服务质量，实装处将利用暑假期间对销售量

前 30名的供应商在部门网站、“华理实装”微信

等平台上进行满意度测评并广泛征询改进化学

品管理平台的建议，欢迎师生积极参与测评活

动。（张伟毅） 
化学品管理平台调查问卷 

奉贤校区仓库增加玻璃仪器品种配置 
近几年，奉贤校区各项事业发展迅速，为支持奉贤校区师生开

展教学、科研工作，实装处进行了相关调研和问询，根据师生反映

的需求情况，在奉贤仓库增加了玻璃仪器品种的配置。今后，根据

师生需求，加强动态管理增加相应品种的配置。由于地理条件、订

货、储运成本等原因，建议在大面积本科实验前，有计划地提前提

出采购申请，以便实装处提前和供应商订货，确保按时供应完成教

学计划。（张伟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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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统一采购灭火器材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为提升实验室安全，对学院所属实验室按

照实际情况配置小型灭火器，由于购买数量多，实验室地点分散等

原因，提出由实装处统一采购与发放，为支持、配合化分学院安全

工作开展，联合校保卫处消防办为学院购置了所需的灭火装置，并

对所购灭火器进行了备案，方便后续保养维护工作顺利开展。（张伟

毅） 

装备管理 
装备资产清查抽盘工作结束 

根据学校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的部署，6 月 30 日，2016 年国有资

产清查审计评估工作正式启动。学校引进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全校装备

资产进行了抽盘，7 月初总计抽盘约 8000 台件，总价值 9.65 亿元，

抽盘资金面比例为 63.5%。同时，对抽盘的装备资产逐一贴上资产清

查标签。（陈祥福） 

 

装备资产清查复核工作开始 
在全校各二级单位装备资产清查上报的结果基础上，装备资产清

查小组经过汇总、分析，6 月下旬制定了《装备资产清查复核工作方

案》，要求各单位对于问题资产进行严格核查、复查，如果发生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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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亏，逐件盘查原因，经办人和单位主要负责人要签字确认。确有发

生人为因素等不恰当原因造成资产损失的，依据学校装备资产管理相

关制度进行赔偿。 

6 月下旬至 7 月初，装备资产清查工作小组约谈了相关二级单位

负责人、装备资产分管领导和管理员，要求再次对上报装备资产数据

进行复核，尤其是对不符合要求的问题资产进行重新清查、修正和上

报。（陈祥福） 

安全环保 
“安全生产月”活动顺利闭幕 

今年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分三个主题板块开展。 

在“安全∙责任在肩”板块内，安全办联合化工学院、化学院、

材料学院、生工学院、机动学院、理学院、药学院、资环学院等理

工科学院开展用房负责人、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易

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气体钢瓶、废弃化学品全面排查工

作，彻查本单位安全隐患，并将排查结果汇总，做到危险源数量

清、情况明；与工会共同开展《“安全∙责任在肩”法规宣贯活动之

新<安全生产法>十大亮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贯活动。 

在“安全∙不能忘记”板块内，与宣传部共同开展《“安全∙不能

忘记”主题宣传活动之不能忘记的实验室安全百科》实验室安全知

识宣贯活动；向二级单位提供 2016 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政论片

《筑基》、《痛思》、《伤逝》及专题片《易燃易爆物品爆炸事故警示

与预防》拷贝，用于二级单位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开展“安开杯”

实验室安全有奖知识竞赛。 

在“安全∙美丽校园”板块内，通过“小花梨”平台推送《小梨

说安全》主题微信，目前已推送《上工治未病》、《居安思危》、《防

微杜渐》、《曲突徙薪》及《长治久安》，充分利用新媒体营造校园安

全文化氛围。（周健） 

徐汇区环境监察支队来我校检查，相关工作要求整改 
徐汇区环境监察支队于 6 月 22日来我校检查废水、废气、废渣

（液）、噪声的排放情况，对实验室、食堂、锅炉房、污水处理站等

部位进行抽查，要求学校摸清雨水管道走向；规范化学废弃物的处

置标准；学院加大力度彻底清查本单位废弃化学品、过期化学品及

废弃钢瓶；食堂增加油烟净化等。（周健） 

我校专家参加上海市教委校园安全督查 
6 月，上海市教委组织多个校园安全督查组开展校园安全督

查，其中，我校朱育红任组长，周健及市教委、政府职能部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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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校专家作为督查组成员，对华师大等四所高校进行校园安全督

查。（周健） 

暑假前实验室安全大检查 
7 月 6、7 日，安全办、保卫处会同化工学院、化学学院、材料

学院、生工学院、药学院、资环学院、机动学院、理学院安全员进

行暑假前实验室安全大检查，主要

对学校实验楼进行重点检查，在检

查中发现，实验室普遍存在着装不

规范、个人防护用品佩戴不规范、

国家管控化学品（易制毒、易制

爆）暂存不规范等情况，已当场告

知整改，对于逾期未改的实验室，

已与相关学院沟通，暂停该实验室

暑期申领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的

资格。（周健） 

奉贤校区 
奉贤校区安全检查 

根据学校《关于做好 2016 年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7 月

11 日由实装处（安全办）、保卫处和生乐物业组成检查组对奉贤校

区实验室进行了安全检查，重点检查了实验室药品和气瓶的存放情

况，重申了实验室安全的各项要求：①实验室暑期实行封门制度，

封门前要切断水、电和气，暑期运转的实验室须向学院申报并报保

卫处和实装处（安全办）备案；②做好防汛防台工作，落实值班人

员，并明确值班职责。（翁瑞妹） 

党建之窗 
入党积极分子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建党 95 周年讲话 

在建党 95 周年之际，实装处采招中心党支部入党积极分子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建党 95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主题的讲

话。入党积极分子表示：作为积极分子，要牢记党的纲领，坚定理

想信念；作为刚步入社会的青年，立足岗位，脚踏实地，爱岗敬

业，不忘初心有着全身心投入的热忱；作为业务部门的窗口，要理

清思路，努力践行“工于至诚，行以致远”的理念，立足本职岗

位，勤于学习、长于思考，学习业务技能，争取业绩突破，努力成

为行家能手。（沈舒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