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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处召开 2020 年新增装备资产预算申报暨大型仪器申购管理系

统使用培训会
◆ 我校受邀参加 2019“生命引擎”主题教育活动
◆ 我处工会组织员工到苏州高新区参观学习
◆ 我处党支部召开成立后第一次组织生活会
◆ 我处党支部到苏州枫桥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党日活动
◆ 安全办举办实验室 EHS 管理系统功能研讨会
◆ 安全办携手 EHS 校友会为化工学院本科生讲授实验室安全课程
◆ 徐汇校区实验室安全检查最新通报
◆ 奉贤校区实验室安全检查最新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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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管理（责任编辑：靳文浩）
开展学院用房数据更新工作
5 月，实装处学院用房管理办公室对外语学院、化工学院用房大
修后的徐汇校区教学三楼及实验 16 楼房间使用面积进行重新测量，
共计测量房间 216 间，测量面积约 6700 平米。并将测量数据同步更
新至用房管理系统，保证学院用房数据更新及时、准确。（张瑞，王
瑞寅）

参与推动学校用房管理工作
5 月，实装处学院用房管理办公室在学校用房管理系统建设讨论
会上向学校房管中心提交了学院用房标准化名单表，并提议全面规范
校内楼宇名称，以解决各部门分管用房名称不统一的问题，积极推动
学校用房管理平台建设。
本月学院用房管理办公室还配合学校房管中心协调徐汇校区教
学三楼及商学院大楼非学院用房的移交调整工作，为学校 2019 用房
调整规划的落实提供基础保障。（张瑞，王瑞寅）

落实待移交用房资产整理工作
5 月，用房管理办公室协调商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对各单位原有用房内的装备资产开展规划处置工作，妥善处
理所辖国有装备资产。经协调，将于 6 月公开调剂一批装备资产，以
提高学校装备资产利用效率。（张瑞，陈祥福）

实验室管理（责任编辑：袁洪学）
上海世外中学学生来机械实验教学中心体验参观
5 月 14 日，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 14 位 6 年级学生到奉贤校区机
械实验教学中心体验参观，真真实实地做了一次“小小工程师”。
参观体验活动分两部分，先是参观机械陈列柜，观察常见工具的
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了解机构和机械最常用的传动形式及其零部件
具体结构，体验齿廓曲线的形成；而后参观智慧制造工厂，通过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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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一些控制装置了解啤酒酿造工艺、啤酒罐装工艺以及运输进入立
体仓库的整个流水线过程，体验现代化工厂工程师所做的工作。
据悉，此次参观体验活动是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开设的“梦田职
业体验计划”活动之一，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不同职业、岗位的特点，
帮助他们开阔眼界，强化服务社会的责任感。
开学初，实装处动员各实验教学中心充分利用实验资源，进一步
挖掘和开发适合中小学学生的实验项目，开展科普教育，承担社会责
任，扩大学校影响。
（翁瑞妹）

大仪共享（责任编辑：袁洪学）
2019 年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工作启动
根据科技部、财政部通知，2019 年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
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工作于本月底启动。实装处高度重视评价
考核工作，在总结 2018 年上报经验的基础上，对全校大型科研仪器
的运行情况、共享服务成效、组织管理情况进行总结评估，仔细核实
2018 年度大型仪器的开放共享数据，并会同各学院部门认真准备相
关材料，将在规定时间上报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2018 年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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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中我校考核结果为良，高校排名第六。（靳文浩、秦文静）

奉贤校区（责任编辑：袁洪学）
奉贤校区开展特种设备安全“双预防”工作
接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试点工作的通知，为构建奉贤区特种设备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实现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的
精细化管理目标，结合奉贤区实际，我校被列为此次“双预防”工作
试点单位之一。我处奉贤办公室人员参加了相关培训，将隐患排查资
料整理并下发到各个相关部门,要求建立隐患排查管理手册和程序文
件，健全隐患排查治理的岗位责任制，通过安全管理审查、分类排查
（日检、月检、年检）、安全管理评价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开展对排
查出的隐患进行分级分类，填写隐患排查记录，建立隐患台账，落实
隐患整改。
目前，我校奉贤校区特种设备共有 136 台件，奉贤办公室将在以
后的日常安全检查中加入对台账的检查。（郑酩）

组织对奉贤校区实验楼宇墙面漏水情况进行排摸
奉贤校区靠近海边，处在高湿度、高盐度、雨水多、风大的环境
下，而且校区大部分楼宇已启用近 12 年，实验楼宇多处出现了屋顶
漏水、水管堵塞锈蚀、墙面渗水、墙面霉变起皮脱落等现象，严重影
响了实验室的美观和学生实验环境，小修小补已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需要有计划修缮改造。实装处会同各实验教学中心近期进行了全面排
摸，共发现 93 处有渗漏水或墙皮霉变脱落等现象，已会同基建处向
学校建设工程委员会进行报告，拟在明年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
经费中安排专门项目进行修缮。（翁瑞妹）

物资供应（责任编辑：袁洪学）
5 月份结算物资采购平台发票 15000 余张
学校物资采购平台今年平均每月购物 4300 余单，平均金额
超百万元。5 月份实装处共完成常规结算和前期补结算合计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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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单，发票 15000 余张。
（何伟立）

物资采购平台“共享调剂”功能进一步优化
学校为更好的服务教学、科研，本学期实装处在听取师生意见基
础上，会同平台运营商对平台“共享调剂”流程进一步优化。师生可
将使用剩余的化学品及其它商品，在平台上免费调剂给有需求的师生。
既能满足有需求师生对化学品的使用，也能节省作为废弃化学品的处
置费用。从而也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环境。因管控化学品实行公安局
备案制，目前的“共享调剂”仍是对一般化学品，管控化学品没有列
入线上共享的范围。
（张伟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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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资产（责任编辑：靳文浩）
4 月全校购置装备资产 625 台件
4 月全校购置装备资产合计 625 台件(2018 年同期 599 台件，同
比增加 4.34%)，总金额 1868.02 万元（2018 年同期 1340.10 万元，
同比增加 39.39%）。其中，购置进口装备 18 台件，合计 465.40 万元，
占本月总金额的 24.91%；新购 40 万元以上的大型装备 4 台件，合计
624.64 万元，占本月总金额的 33.44%，即化学学院的拉曼光谱仪、X
射线粉末多晶衍射仪、离子质谱仪和机动学院的超低温疲劳环境箱。
（张瑞、陈祥福）
4 月各单位新增装备资产基本情况统计表
按购置总金额排序

金额单位：万元

1

购置总体情况
单位名称
台件数
化学学院
62

金额
625.19

2

党政系统

73

592.53

3

化工学院

123

150.83

6

4.99

4

机动学院

31

149.53

1

4.80

5

材料学院

41

78.59

4

45.06

6

信息学院

34

69.89

7
8
9

商学院
药学院
资环学院

115
28
52

50.38
42.97
34.99

3

25.16

10

生工学院

29

33.63

11

后保处

10

20.97

12

理学院

6

8.48

13

社会学院

12

6.95

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1.17

15

艺术学院

3

0.90

16

继教学院（网院）

2

0.80

17

体育学院

1

0.12

18

外语学院

1

0.10

625

1868.02

18

465.40

序
号

合

计

进口装备情况
台件数
金额
4
3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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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大型仪器申购管理系统上线
为提升学校仪器设备申购管理水平，特别是减少老师在申购和采
购环节重复填报的情况，实装处会同采招中心与系统开发公司积极合
作，推动大型仪器申购管理系统上线运行。该系统按照学校仪器设备
申购论证的流程设计，并和采招系统对接，实现申购审核通过的仪器
设备主要信息和采招环节信息的交换和共享，并完成每年教育部预算
申报之前的大型仪器申购论证功能。
2020 年新增装备资产预算申报工作正在进行，此次申报采用该
系统进行线上申报。5 月 20 日，实装处专门组织各学院、部处安排申
报的人员对大型仪器申购管理系统使用进行了培训。
（靳文浩，秦文
静）

5 月份完成一批资产公开处置拍卖
5 月完成一次报废装备资产公开处置拍卖。拍卖标的物由国资办、
审计处、实装处共同抽签遴选出的评估公司评估，总残值为 92993.00
元。这批报废资产，经由国资办、审计处、实装处共同抽签遴选出的
上海国拍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于 5 月 22 日公开拍卖，45 家意向竞买
人参与现场竞价，最终以 152500.00 元成交，
比评估残值溢价 63.99%，
并于 5 月 28 日全部提货完成。
（陈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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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为部分单位更换装备资产条形码标签
为加强装备资产信息化管理，自 2016 年 5 月起入库装备资产已
启用条形码新标签。对此前入库的装备资产的标签替换工作，各学院
高度重视、积极配合，自今年 4 月以来，实装处已为材料学院、化工
学院、信息学院等单位打印更换 11200 多张条形码标签。
（王瑞寅、
王信儒）

2020 年新增装备资产预算申报工作启动
2020 年新增装备资产预算申报的装备资产范围包括所有机动车
辆、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和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今年开始，按照
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的流程进行申报，并通过“大型仪器申购管理系
统”线上进行。在 6 月中旬教育部预算申报前，需要完成专家论证、
学院审核、学院公示、资金主管部门审核、安全办和实装处审核，对
于 200 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还将完成校学术委员会资源配置专委
会进行校级论证。
（靳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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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环保（责任编辑：徐宏勇）
Co60 源井废水开始处理
5 月 21 日，上海市核工院废水处理装置进驻我校 Co60 源库，开
始处理源井内残余的废水。该处理方案前期已经向生态环境部、生态
环境部华东站、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报备。待源井内废水处理达标后，
将按照上海市水务局、生态环境局要求进一步妥善处置，然后源库可
以进入下一步处置过程。
（徐宏勇）

安全办下发实验室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
5 月 23 日，安全办在实验室安全抽检过程中，发现实验 18 楼 6
间实验室溶剂存量、存储方式不规范，对所属的药学院下发了实验安
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并对 6 间实验室下达了安全隐患告知书。要求药
学院举一反三，逐一排查所属实验室，限期在 7 日内提交整改方案，
30 个工作日完成整改工作，形成整改报告。6 间实验室分别为实验 18
楼 810、实验 18 楼 925、实验 18 楼 1023、实验 18 楼 1020、实验 18
楼 1412、实验 18 楼 1425。
（徐宏勇）

学校实验室溶剂存量抽样调查
5 月份，安全办对我校实验室溶剂存储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共
收到九个学院共计 402 间实验室的上报数据，抽样数据显示药学院、
化学学院、材料学院和化工学院溶剂存储总量超过全校总量的 90%。
实验 18 楼、实验 1 楼、实验 3 楼、实验 6 楼、实验 15 楼和实验 13
楼存量均超过 1000L，其中 18 楼超过 3000L。全校各实验室平均溶剂
存量为 42 L。单间实验室溶剂存量超过 100 L 的实验室共计 41 间，
超过 200 L 的实验室有 5 间。
（徐宏勇）

安全办调研药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
5 月 21 日，我校安全办主任徐宏勇赴药学院开展调研工作，与
药学院张青书记、李浩副院长开展交流，李浩介绍了药学院近期开展
的实验室安全工作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徐宏勇介绍了学校近期学校安
全工作重点、实验 18 楼药剂存储抽样调研情况。双方就师生安全教
育、易燃化学品存储、加热设备使用、高层楼宇逃生、化学品泄露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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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处置等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形成了初步的工作安排。
（徐宏勇）

安全办赴 3M 研发中心调研高层楼宇逃生解决方案
5 月 21 日，我校安全办主任徐宏勇、李晨晨赴 3M 研发中心防坠
落中心开展调研高层楼宇逃生解决方案，3M 高级工程师邓明达接待
并介绍了 3M 防坠落产品-R550，该装置符合美国消防协会 NFPA 的要
求，单人较大下降高度 500 米，双人较大下降高度 175 米，缓降速度
为 6m/s，满足我校高层楼宇逃生的要求。随后我校两位教师攀上高台
体验了防坠落产品使用过程。
（徐宏勇）

党建之窗（责任编辑：袁洪学）
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接收陈晓雯同志为预备党员
5 月 30 日下午，实验室与装备处党支部召开陈晓雯同志接收预
备党员支部大会。支部 13 位在职正式党员全部参加会议，会议由支
部书记袁洪学主持。会上，陈晓雯向党支部汇报个人履历、入党动机
和对党的认识；介绍人张伟毅和周健分别介绍陈晓雯的工作和思想情
况；副书记靳文浩报告支委会对陈晓雯的材料审查情况；与会党员对
照党员标准和要求对陈晓雯同志的入党动机、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等
给予肯定，并提出期望和建议；陈晓雯表示将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积极要求进步，主动作为，不断学习。经无记名投票，全票通过同意
发展陈晓雯同志为预备党员报上级党组织审批。（靳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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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与装备处

微信推送
重要通知
 装备资产调剂公告(2019-3)
 2020 年新增装备资产预算申报工
作通知
华理实装小课堂
 10.危险废物（固废）基本知识
（二）
 11.危险废物（固废）基本知识
（三）
 12.实验室常用试剂管理及分类
重要转载
 歌唱祖国！为上海打 call！华东
理工大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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