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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我处在第 49 届全国高仪展专题高峰论坛和全国高校大型仪

器设备共享管理研讨会上做主题交流发言 

大型科学仪器与科研设施是高校的核心优质资源，围绕如何更

加充分地发挥这些资源的使用效益，更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学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发

〔2014〕70 号），加快推动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实验室管理工作分会,于 5 月下旬在沈阳举办的第 49

届全国高教仪器设备展示会期间，举行“高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

享工作高峰论坛”，并于 6 月中旬在西安举行“全国高等学校大型

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与管理研讨会”，邀请在资源开放共享体系

建设上具有显著特色的高校交流经验做法、研讨在开放共享过程中

碰到的困难。在论坛和会议期间，我校实装处处长袁洪学做了题为

《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推动大仪开放共享》的主题交流发言。从学

校大型仪器管理模式、开放共享机制建设、虚拟平台系统建设情况

及问题与思考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构建大型仪器开放管理体系上我校

的经验做法以及面临的挑战和思路，并与与会兄弟院校代表进行了

深入讨论。(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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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处在上海高校危化及实验室安全监管研讨会上做主题发

言 

6 月 20 日，上海市教委召开“推进高校危化及实验室安全监管

研讨会”，我校安全办徐宏勇主任、周健老师参加。参会的还有市教

委、市防雷中心、复旦、交大、同济、应技大等高校的相关部处负责

人。 

会上我校资环学院安全专业陈继章老师对危化品管理形式与政

策进行了解读，并对高校危化品隐患排查表进行了解读。我校安全办

主任徐宏勇做主题发言，针对高校危化品管理工作提出了风险分级管

控与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并重的工作思路，以“大数据+社会共治”

的新模式，进行危化品的管理工作。会上徐宏勇还介绍了我校目前开

展的第三方安全检查及安全大数据管理软件移动 APP 开发工作的进

展。这两项特色工作引起了其他高校的浓厚兴趣。市教委领导表示可

以在教委危化品管理工作中引入“社会共治”的模式。 

会上拟定了下一阶段高校危化品管理的工作重点，确定了今年上

半年高校化学品安全巡查的安排，确定由我校陈继章老师担任技术组

长、安环办主任徐宏勇老师担任副组长。（徐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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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管理 

推进学院用房收费数据核准工作 

为更加合理配置学校现有房屋资源，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今年 4

月学校发布《学院用房定额管理办法》（校实〔2017〕3 号）。为落实

好文件要求，进一步推进学院用房使用效率，实装处基于用房管理系

统信息数据进行对比，核准各学院实际用房面积。近期实装处将把详

细用房信息数据发各学院进行进一步核对，为下学期推进全校学院用

房收费工作打好基础。（王瑞寅） 

单位名称 徐汇校区 奉贤校区 金山科技园 合计 

化工学院 16090 4120   20210 

生工学院 10788 1911   12699 

化学学院 12665 11912   24577 

药学院 6210 1778   7988 

材料学院 10393 1742  236 12542 

信息学院 6524 9062  495 16081 

机动学院 7779 2670  171 10449 

资环学院 8099 1153   9252 

商学院 4301 608   4909 

社会学院 1371 521   1892 

理学院 4490 5181   9671 

艺术学院 2364 643   3007 

外语学院 1456 5971   7427 

法学院 410 404   814 

体育学院 3722 2574   6296 

马克思院 1076 250   1326 

总计 97738 50500 902 14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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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管理 

完成理工科学院实验教学专项现场检查 

为进一步了解我校实验教学和管理现状，不断加强实验教学管理

规范，提高实验教学质量。5月 22 日-26 日实装处实验办配合校实验

与实践教学委员会协同教务处完成了理工科学院实验教学专项现场

检查工作。检查组由校实验与实践教学委员会委员、实验教学督导组

专家以及各学院专家组成，检查主要针对 9 个理工科学院 2015 学年

第 2 学期和 2016 学年第 1 学期独立开设实验课程的大纲、计划、记

录、报告、成绩等原始材料，并现场检查了实验课程开展情况。相关

检查结果已由教学例会公布。（刘扬） 

实验教学中心老师积极参加学校岗位技能展示比武活动 

我校实验教学中心目前在编人员 181人，其中涉化学化工类实

验教学人员 107人。在 6 月 9 日由校工会主办、实装处和化学学院

承办的“夯实基础 提升素养”基础化学实验技能大赛中，来自材料

学院、化工学院、化学学院、生工学院、药学院、资环学院 6 个单

位的 23 名实验技术人员参加了比赛活动。 

各实验教学中心参与情况如下： 

学院 
化工 

学院 

生工 

学院 
化学院 药学院 

材料 

学院 

资环 

学院 

总人数 16 9 56 7 12 7 

参加数 2 2 7 3 7 2 

参与率 12.5% 22.2% 12.5% 42.9% 58.3% 28.6% 

4 3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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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比赛获奖情况如下： 

一等奖 3名： 

材料学院陈建壮、化学学院马云飞、药学院刘朝阳 

二等奖 4名： 

化学学院刘娟、王洁、吴海霞，材料学院董旭 

三等奖 8名： 

化学学院刘鑫、赵丹丹，化工学院雷明、查如俊，药学院马小

思、孙仲颖，材料学院黄月霞、资环学院陆志艳。(刘扬) 

我校获得 2016 年度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奖励

26.2 万元 

我校各大型仪器平台积极落实《上海市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

享规定》，不断提高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和使用效率，为增强国家

和地方科技创新驱动力做贡献，根据《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

服务评估与奖励办法》《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评估与奖

励办法实施细则》等文件精神，2016年度我校共获得上海市大型科学

仪器设施共享服务奖励 26.2 万元。按照我校制订的《大型科学仪器

设施共享服务奖励费分配办法》，共分配发展金 18.34万元，占比 70%；

人员奖励 7.86 万元，占比 30%。学校分析测试中心、材料学院大型仪

器平台、化工 985大型仪器平台的 26个机组获得了相应的奖励。（刘

扬） 

我校与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对接仪器分布情况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

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发〔2014〕70号）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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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符合条件的科研设施与仪器已全部纳入“重大科研基础

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管理。 

目前，我校 50万元以上教学科研大型仪器共计 227 台套，在各仪

器平台的分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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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价值 价值占比 台数 台套占比 

化工学院 4,714.31 20% 54 24% 

分析测试中心 4,154.77 17% 20 9% 

化学学院 3,313.31 14% 27 12% 

生工学院 2,761.97 11% 26 11% 

资环学院 2,319.07 10% 32 14% 

机动学院 2,218.39 9% 19 8% 

药学院 1,859.88 8% 16 7% 

材料学院 1,838.35 8% 22 10% 

体育学院 494.12 2% 5 2% 

信息学院 312.91 1% 4 2% 

理学院 125.37 1% 2 1% 

总计 24,112.44 100% 227 100% 

 

（刘扬） 

物资供应 

我处将开通物资采购平台 

随着实装处仓库人员的逐步退休，仓库物资供应能力大大下降，

同时仓库领用物资的管理模式在各项目组课题结题审计时，无法针对

每个项目提供单独发票，只能提供仓库领用记录，造成审计的项目采

购不规范现象。调研兄弟高校已基本不再保留仓库发放模式，社会化

0.00

2,000.00

4,000.00

6,000.00
4,714.31

4,154.77

3,313.31

2,761.97
2,319.07 2,218.39

1,859.88 1,838.35

494.12 312.91 125.37

50万元以上大型仪器按价值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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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已是大趋势。为解决师生物资采购需求与仓库规模不断收缩的矛

盾，更好服务广大师生，我处经过多方调研，吸取“化学品管理平台”

建设的经验，将通过第三方协管运营服务模式，建设学校物资采购平

台。师生通过网上申购、经费负责人批准、特殊物资审核、商家发货、

师生签收、运营商针对每个经费卡定期与实装处进行结算报销。既保

证了师生教学科研的需要，也简化报销环节。（张伟毅） 

 

对化学品管理平台供应商严格管理 

为了保证学校化学品管理平台的服务质量，我处对平台供应商供

应的产品及服务质量严格管理。近期，根据师生反映的一家化学品供

应商提供的药品由于贴错票签，造成所做实验全部无效，实装处当即

对该商家暂停平台销售资质，后经协调商家与师生达成赔付协议、取

得课题组谅解，并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方予恢复平台销售资质。

一家气体公司先后因提供气体标签混乱、使用普通车辆运送氢气钢瓶，

两次违纪事件被直接取消平台销售资质。今后，我处将进一步加强平

台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管理，做到更加规范、安全，也欢迎

材料类物资采购平台流程图

用户 供应商 电商平台 管理部门

阶
段

登陆学校认证
系统

协商确认订单
商品价格

相关审批

冻结费用
送货及二维码

验收单
收货、验收单

签字

收集验收单
汇总验收单、
开具发票、打
印明细对账单

实装处

收取货款
支付供货商

收取货款

进入电商平台
选择商家，生

成订单

输入付费账号

取消订单

一支笔审批

经费余额？

订单审批？

财务处报销，
费用转账电商

读取相关用户
信息

用户要确认一
支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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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师生及时给实装处反馈相关信息。（张伟毅） 

化学品管理平台供应气体价格情况通报 

近期，有师生反映平台上供应商提供的气体单价比以前仓库发放

时价格较贵，实装处即对钢瓶供气情况进行了调查，实为保养费由集

中收取变为分散收取所致。 

原仓库供应是由一家公司，一瓶气体钢瓶费用包含钢瓶长期使用

费 790 元、保养费 190 元/年、气体费三部分组成，师生到危险品仓

库换领；现在平台实行多家供应商竞价机制，为便于管理，气体费中

包含每年保养费、气体本身费用两部分。所以感觉现在平台上的价格

比原先单瓶气体价格高 40 元左右，如果每年换气次数不超过 5 次，

价格比原先仓库领用更便宜，换气次数特别多时可以与供应商单独协

商价格。 

我处也在不断改进钢瓶使用和管理方式，目前在平台上采用钢瓶

租赁形式，提高了钢瓶使用效率，促使钢瓶及时归还，不滞留在学校，

减少安全隐患。（张伟毅） 

三家较大气体公司价格比较（单位：元） 

气体介质(40L) 
原气体价

格 

思灵平台

价格 
佳杰平台价格 

液空平台价

格 

普氮 20 59 69（奉贤价） 不做 

高纯氮 80 117 127（奉贤价） 95 

普氧 20 59 69（奉贤价） 不做 

高纯氧 330 不做 320（徐汇价） 160 

普氢 49 88 不做 不做 

高纯氢 270 不做 280（徐汇价） 160 

普氩 75 113 不做 不做 

高纯氩 330 不做 340（徐汇价） 140 

高纯氦 1450 不做 1490（徐汇价） 1050 

二氧化碳 47 86 96（奉贤价） 不做 

高纯二氧化碳 400 不做 不做 (50L)585 

乙炔(3KG) 85 130 140（奉贤价） 不做 

高纯乙炔(3KG) 450 440 不做 360 

空气 29 68 78（奉贤价） 不做 

高纯空气 330 不做 340（徐汇价）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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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管理 

教师离校须办理用房和装备资产移交 

为加强学校用房和装备资

产管理，根据学校要求，近期

实装处会同人事处对退休人

员在办理离校、退休手续时，

明晰了用房和装备资产移交

审核手续环节，即今后离校人

员在办理离校、退休时，须同

时办理用房移交和名下固定

资产移交手续，填写《离校人

员用房和装备资产移交备案

表》。用房和名下装备资产妥

善移交后，经所在学院党政正

职领导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

公章后交实装处备案。 

名下资产可在学校资产

管理平台（http://gzpt.ecust.edu.cn/gdzc/）中查询，并在“变动

申请”中的“领用人调整”栏中生成、下载《领用人调整申请单》。

（陈祥福） 

安全环保 

一博士生私自处理剩余试剂被处罚 

本月 8 日化学学院一博士研究生私自联系并委托上海研聆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业务员处理实验室剩余试剂 42瓶。接到举报后，先后被

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世纪广场派出所、浦东环境监察支队调查处理，

学校安全与环保办公室主任与涉事博士生导师及涉事博士研究生到

浦东环境监察支队做情况说明，并做出深刻检查。市环保监察部门

还在做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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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化学学院召开全院教职工

大会，对全体教职工进行安全提醒，并对

全院实验室类安全事故、环境隐患进行

排查。同时，经学院党政联系会议讨论决

定对该事件做出初步处理：（1）查封涉事

实验室（实验 13 楼 426 房间）；（2）削

减涉事导师课题组实验室面积；（3）削减

涉事导师下一年度招生名额；（4）扣除涉

事导师当年绩效 1万元整。 

在学校安全工作会议上，副校长钱锋院士再次责成所有涉及化学

品实验室按照化学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要求，从采购、存储、使用、

处置环节做好台账工作，确保化学品及废液的处置可控、可追溯。学

校废液处理站是学校化学废弃物处理的唯一出口，严禁私自交给无资

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徐宏勇） 

安全办就高校气瓶动态管理进行调研 

安全环保办公室针对学校气瓶管理工作中难题，展开了专项调研，

分别与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含

特种设备科）、液空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普莱克斯（上海）工

业气体有限公司、上海市高等研究院、上海市异工同智有限公司、上

海市紫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高校、政府部门及方案提供商进行了广

泛的交流。通过调研一方面了解了兄弟院校的管理模式，一方面也了

解了目前上海市对气瓶的管理规定，及电子标签的管理模式，同时还

了解了不同气体供应商的气瓶管理体系，以及目前钢瓶物联网管理手

段的可行性。为进一步完善我校气瓶的动态管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徐宏勇） 

开展废液回收站周边环境检测工作 

本着对环境、学校师生及周边居民负责的精神，6 月 6 日，学校安

全环保办公室在废液回收过程中，邀请了资环学院大气课题组对我校

废液回收站及周边道路进行检测，监测点位分别选在废液回收站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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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部道路，预计一个月内可以得到检测结果。 

监测初步结果显示，废液回

收站周边道路的 VOC 浓度大于

废液回收站内部的浓度，主要

因为部分同学在送废液的过程

中，废液桶没有加内盖，导致有

机物散逸到空气中，或者是盖

子没有盖紧，现场需要进行二

次开盖、重新密封，因此导致周

边道路 VOC浓度较大。（徐宏勇） 

奉贤校区 

防雷装置检测 

根据《防雷减灾管理办法》和上海市奉贤区气象局相关文件规定，

防雷装置实行每年检测制度。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6 月 7日至 14 日

上海市避雷装置检测站对我校奉贤校区建筑物和相关设备的防雷装

置进行了检测，主要问题是有些设备未接地、屋面上部分设备未做等

电位连接、屋面接闪带绑线、SPD（电涌保护器）up值偏大等。《检测

意见反馈表》已移交保卫处安排维修和改造。（翁瑞妹） 

奉贤校区化学学院实验 2、3 楼通风系统改造基本完成 

按照 ABET 国际论证要求，化学学院把《化学实验教学中心安全建

设》列入了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项目。该项目分两期

进行，第一期于今年年初启动，现已基本完成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之

一是实验室通风系统改造，对奉贤校区实验 2、3 楼共 18 间实验室的

通风橱改造，并每间实验室新增一个通风边柜，用于学生实验时取用

化学药品；实验 2楼实验室安装了废液收集装置，实验 3 楼更换了废

液收集装置，杜绝了用废液桶造成的二次污染，改善了实验室内的环

境；更换了实验 2、3 楼屋顶的风机、通风管道，配置了配电箱，加

装了电源开关等等。据悉，该项目的第二期将改造实验 4、5 楼的通

风系统。（翁瑞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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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之窗 

支部开展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活动 

6 月 21 日实装处采招中心联合党支部组织支部成员来到徐汇检

察院凌云检查室，开展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活动。支部成员通过认真听

取讲解、参观警示教育展区、观看了廉政教育微电影深受教育。大家

表示对于一个党员来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要从每个细节和小事上

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身为一名党员肩负的责任；要进一

步加强自身廉政意识,筑牢防腐拒变的思想防线，要严格遵守廉洁从

政行为规范；要更加坚定信心,开拓进取,以良好的作风和扎实的工作,

树立好依法、廉洁、高效、进取的形象，做好学校的服务工作。（王信

儒） 

微信推送 
 实验室钢瓶安全小课堂 

 2017 年教职工基础化学实验技能

大赛举行 

 一博士生私自处理剩余试剂被处

罚 

 开展废液回收周边环境监测工作 

 我校举行实验室安全专题讲座 

 支部开展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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