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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教学中心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推进会召开 

◆ 实验教学中心接待华理附小 700余名学生进行互动科技活动 

◆ 徐汇校区危险品仓库围墙主体重建工程进行中 

◆ 安全办为上海医药雏雁励志明德俱乐部同学进行实习安全培训 

◆ 徐汇校区实验室安全检查情况最新通报 

◆ 奉贤校区实验室安全检查情况最新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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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徐汇校区危险品仓库围墙主体重建工程进行中 

今年 3 月下旬实装处积极配合凌云街道等相关部门开展相关河

道整治工作。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对于所辖范围内须整治建筑物进行了

多次勘察并且和街道进行了积极沟通。实装处与街道相关单位配合共

同努力下在规定时间节点提前顺利完成了整治工作，拆除了科辅七楼

周边设临时搭建和危险品仓库原围墙。 

经协商，凌云街道对危险平仓库围墙重建工程进行了补偿。7 月

下旬，实装处经过询价招标，

按照保障仓库安全标准，开始

重新复建实心围墙，长度 90.5

米，位置离开河道一定距离保

证防汛通道畅通。目前围墙主

体建设工程基本完成。（董玉

国） 

用房管理（责任编辑：董玉国） 

实验十二楼辅楼墙面修复工程基本完成 

为配合地铁 15 号线建设工程，学校配合市政施工单位拆除了实

验十二楼辅楼主体部分，连接主楼的墙面没有修复。后经近实装处会

同基建处与徐汇区拆迁办多次协商，日前，徐汇区拆迁办对实验十二

楼辅楼靠近主楼部分

墙面基本完成了修

复。为保持墙面外观

和实验十二楼主体风

格一致，实装处进行

了多次现场勘测，并

和施工单位进行沟

通。（董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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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管理（责任编辑：袁洪学） 

实验教学中心利用暑期积极开展以评促建工作 

根据迎评相关工作安排，实装处、教务处、评估中心联合召开实

验教学中心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推进会。实验教学中心环境布

置及其他各项准备工作在暑期前已展开，主要包括：统一制作实验室

用房信息卡、实验室管理规定、安全制度、安全警示牌和学生实验守

则等张贴有序，完善实验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其中，用房信息卡由实

装处收集内容后统一制作，目前已收集 575 间实验室 835 块用房信息

卡，相关核对、确认工作完成后将交付制作。实验教学中心《管理制

度汇编》已由实装处收集整理，发各中心参考。同时，各中心评估材

料准备工作也在有序进行。（刘扬） 

 

奉贤校区各实验教学中心全力以赴做好“科普开放日“活动 

6 月 9 日，实装处与校工会组织各实验教学中心在奉贤校区联合

举办了“2017 年华东理工大学科普开放日活动”。华东理工大学附

属小学 4 个年级 18 个班级的 700 多名同学分组参加了药学、材料、

资环、生工、机动、物理、化学、电子信息实验教学中心精心准备的

互动科技活动。相关实验教学中心和实验室与装备处 36 人利用休息

时间参与了科普开放活动的准备和支持，保障了开放活动的顺利开展。

（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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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实验教学中心协助科普开放活动人员情况 

隶属学院 实验教学中心 参与老师数 

生工学院 发酵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2 

化学学院 工科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6 

药学院 药学实验教学中心 5 

材料学院 材料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2 

信息学院 电子与信息实验教学中心 5 

机动学院 机械实验教学中心 5 

资环学院 资源与环境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3 

理学院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3 

实验室年度信息数据填报工作启动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报送 2016/2017学年高等学校实验

室信息数据统计的通知》精神，我校实验室信息数据填报于 6 月 29

日起动。该项统计是经国家审计局审批同意，每年进行一次，是国家

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国高校实验室建设、实验队伍、实验教学及仪器设

备等方面状况和发展趋势，为高教改革与发展决策提供参考性资料。

各学院和相关实验室、实验中心、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人员重视填报工

作，在相关时间节点前按照填报要求报送准确数据。特别新成立的省

部级以上实验室、中心应及时建立固定资产三级部门账户，以免因资

产为零造成数据验证错误。（刘扬） 

物资供应（责任编辑：董玉国） 

加快推进材料类物资采购平台早日上线试运行 

为推进学校材料类物资采购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实装处与第三

方协管运营服务商进行了多次商讨，并有针对性在平台上进行测试演

练，并针对运行中发现问题及时沟通，特别在物品搜索、订单生成、

台账确认全流程跟踪，后期集中报销及统计等功能上提出改进方案。

目前平台根据学校具体需求进一步个性化定制改进，并进行内部调试

和部分模块开发，预计开学后将上线试运行，届时将邀请师生来参加

使用培训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使得平台更好的服务于全校师生的教学

科研工作。（张伟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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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化学品管理平台销售情况 

2017年上半年在化学品管理平台购买的化学试剂总计 19170单、

413.07 万元，其中管制类化学品 1454 单、11.56 万元；普通化学品

17714 单、401.49万元。目前，化学品管理平台存在的突出问题仍是

供应商送货后师生不能及时报销，部分长时间不去报销，供应商无法

回笼资金，意见较大，甚至影响后续供应。（张伟毅） 

2017 上半年全校化学品采购情况统计表 

校区 
总订单

数 

总金额

(万元) 

易制毒

订单数 

易制毒金

额(万元) 

易制爆

订单数 

易制爆金

额(万元) 

普通类

订单数 

普通类金额

（万元） 

徐汇 18898 405.34  1103 8.18  312 2.56  17481 394.59  

奉贤 272 7.72  27 0.61  12 0.21  233 6.90  

合计 19170 413.07  1130 8.79  324 2.77  17714 401.49  

完成明年仪器设备预算编制“一上”填报工作 

实装处配合财务处完成 2018 年部门预算编制“一上”仪器设备

填报工作。预算配置新增仪器设备配置预算 130 台套，总计 19989 万

元：其中通用设备 118 台（50万以上 112 台），主要有球差校正透射

电子显微镜（TEM）、场发射透射电镜、FIB/SEM 聚焦离子/电子双束显

微电镜等；专用设备 12 台（其中 100 万以上 7 台），主要有固体核

磁、双微焦斑单晶衍射仪等。（张伟毅） 

装备资产（责任编辑：董玉国） 

今年上半年学校购置装备资产 3702 台件 

2017 年上半年，学校新购置装备资产 3702 台件，总值 4637.33

万元。其中 4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 12台件，总值 652.64万元，

占新购置装备资产总值的 14.07%。具体情况：紫外分光光度计、电子

倍增光谱探测器等及配套设备（化学学院），高速显微分析系统、可

见光分光光度计（化工学院），高速动态分析系统、气相色谱仪（资

环学院），光谱仪（理学院），近红外分析仪（信息学院），量子效率测

量仪（材料学院），多通道研究超声平台（机动学院），出口流量控制

设备（信息办）等仪器设备各购置一台套。（赵勤伟、陈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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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学校新增进口仪器设备 300 台件 

2017 年上半年，全校新增进口仪器设备总计 300 台件，总值

1485.45万元，占新购置装备资产总值的 32.03%。具体情况：化学学

院购置电子倍增光谱探测器、多功能酶标仪等 132 台件；材料学院购

置量子效率测试仪、旋转流变仪等 41 台件；化工学院购置可见光分

光光度计、气相色谱仪等 30 台件；机动学院购置多通道研究超声平

台、氮氧化物分析仪等 28 台件；资环学院购置高速动态分析仪、气

相色谱仪等 16 台件；生工学院购置多功能酶标仪、多功能微孔板检

测仪等 12 台件；商学院购置导航仪等 12 台件；药学院购置混合型研

磨仪等 9台件，理学院购置光谱仪等 6 台件；信息学院购置近红外分

析仪等 5 台件；其他学院或部门共购置核心数据库等 9 台件。（赵勤

伟、黄朝华） 

今年上半年处置装备资产 6734 台件 

2017 年上半年，全校共计上报校长办公会处置装备资产 12 批，

共 6734 台件，资产原值总计 5942.12 万元。其中通用设备 5946 台

件，原值 4761.42万元；专用设备 464 台件，原值 1109.30 万元；文

物陈列品 3 台件，原值 6.05 万元；家具用具 321 台件，原值 65.35

万元。（赵勤伟、陈祥福） 

安全环保（责任编辑：徐宏勇） 

我校一实验室发生爆燃事故 

本月 5 日下午，我校徐汇校区实验 1楼 432 室发生爆燃事故，事

故原因待消防部门进一步确定，安全办也组织成立调查组查明详细原

因。事故发生后，材料学院书记、院长对学院所有实验室进行安全巡

查，查找问题；责成实验室责任人提交事故原因分析报告和整改方案；

召开院党政联席会议对责任教师做出罚款 1 万元、减少研究生招生名

额以及取消 2017 年全年评优资格的处罚；对涉事研究生也进行了相

应处罚。安全办将协调对该事故产生的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安全处置

工作。（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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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实验室运转申报备案情况汇总 

截至 7 月 12 日，化工学院、资环学院、药学院、材料学院向安

全办上报 2017 年暑期实验室运转申报备案情况，其中，化工学院共

申报备案 264 间人次、资环学院 110 间人次、药学院 74 间人次、材

料学院 102 间人次，所有运转申报备案的实验室均进行危险性评估并

落实实验预案，由学院负责人审核、学院备案后上报安全办、保卫处。

（周健） 

青春河水质监测工作 

为了配合上海市河道整治工程，学校委托上海市化工环境保护监

测站对青春河水质进行全面的监测，共设计了 9 个监测点位，其中每

个点位监测参数共计 11 项（总氮、总磷、透明度、氧化还原电位、

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等），监测结果预计 7月底反馈学校。（徐宏

勇） 

奉贤校区（责任编辑：袁洪学） 

奉贤校区开展暑期实验室安全检查 

临近学期结束，为保障校园安全，按照学校《关于做好 2017 年

暑假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奉贤办公室联合保卫处对各实验教学中

心进行了专项检查，重点检查了实验室用房责任人落实、化学药品存

放等方面内容，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化学药品储藏室堆放其他设备、药

品领用记录不全、用房责任人信息未及时更新等，相关要求整改情况

已在网上公示。同时要求各实验教学中心安排好暑期值班，停运实验室

实行封门制度，需运转的实验室要进行申报，并要求指导老师加强对

实验室人员的安全教育，落实实验安全操作制度，特别强调严禁单人

实验和实验无人看。（翁瑞妹） 

奉贤校区暑期实验室申报运行情况 

今年暑假期间，奉贤校区各学院报备申请运行的实验室在不同时

间段共有 91 间，涉及化工、生工、材料、信息、机动、理学院和工

训中心，分别开展科研、创新实验、举办全国或上海市各类比赛及准

备等。（翁瑞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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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校区暑期实验室申报运行情况表 

序号 学院 使用房间 
实验

室数 
使用时间 责任导师 实验内容 

1 
化工

学院 

实验 7楼

112室 
1 7.12-8.12 路贵民 

采用陶瓷材质的热解炉设备，

对饱和氯化镁溶液进行喷雾热

解。需使用天然气 

实验 7楼

123室 
1 

7.10-7.31 

8.16-8.30 
李平 

经过变压吸附工艺，将低浓度

的混合气（CH4/N2)浓缩至较

高浓度。需使用天然气 

实验 7楼

1-3层 
8 7.20-7.23 潘鹤林 

承办全国化工实验大赛华东赛

区决赛 

2 
生工

学院 

实验 7楼

615室 
1 7.12-9.8 常雅宁 

利用电子舌、电子鼻设备作样

品分析 

3 
材料

学院 

实验 7楼

735、739 
2 7.8-9.10 叶晓军 

扩散、电子束蒸发钝化膜、电

池金属化、光伏组件发电量监

控等 

4 
信息

学院 

实验 1楼

207室 
1 7.8-9.1 刘笛 

为全国“恩智浦杯”智能车竞

赛作准备 

实验 1楼

409室 
1 7.16-8.15 王嵘 

为全国大学生智能互联大赛作

准备 

实验 1楼

202、204

室 

2 7.14-9.10 孙京诰 

为“西门子杯”智能制造挑战

赛作准备 

5 
机动

学院 

实验 1楼

605室 
1 7.12-9.8 陈琴珠 

为参加全国大学生“三菱”电

气自动化比赛作准备 

6 
理学

院 
实验 6楼 72 7.8-8.13 钟菊花 

为参加上海市、全国大学生物

理学术竞赛作准备 

7 
教务

处 

实验 8楼

413室 
1 7.10-8.10 胡德兴 

为第 11届“三菱电机杯”全

国大学生电气与自动化大赛准

备 

 合计  91    

暑期前对实验室废液进行收集外送处置 

6 月 28—30 日实装处安排

了 3天时间对奉贤校区各实验室

废液集中收集，共收集废液

1621.3KG、废弃化学药品 20KG、

废玻璃 600KG，这些实验室废弃

物通过专业公司于 7 月 10 日顺

利外送处置。（翁瑞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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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奉贤校区各实验室废弃物收集情况（单位：KG） 
实验教学中心名称 废液 废弃化学药品 废玻璃 

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934.4  510.0 

药学实验教学中心 250.3 11.0 36.0 

发酵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192.8  32.0 

化工专业实验教学中心 176.0  19.0 

工程训练中心 31.3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30.5   

资源与环境专业实验教学中心 6.0  1.0 

机械实验教学中心  9.0 2.0 

合计 1621.3 20.0 600.0 

党建之窗（责任编辑：董玉国） 

党支部加强业务学习，提升服务水平 

7 月 5 日，实装处采招中心联合党支部开展采招文件制度业务培

训学习，两单位相关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培训。采购招投标管理中心工

程部主任朱辉针对学校《采购管理办法》、《货物与服务采购管理实施

细则》、《二级单位分散采购指导办法》等采购招投标制度和操作流程

进行了深入解读。与会人员根据工作实际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以便

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做好服务。党支部将在下一阶段“两学一做”

支部学习过程中不断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

动全体工作人员既按规范和程序办事，又要有细致热情的服务态度，

全面推进服务工作有序开展。（王信儒） 

微信推送 
 暑期实验室安全小课堂 

 华理科普开放日迎来 700 余华理

附小学生 

 【安全检查通报】实验室检查情

况通报 

 【党支部活动】七一前参观一大

会址 

 安全办为上海医药雏雁励志明德

俱乐部同学进行实习安全培训 

 今年上半年学校购置装备资产

3702台件 

 今年上半年学校新增进口仪器设

备 300 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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