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第 2期（总第 27 期） 

主办：实验室与装备处                          2019 年 3 月 28日 

 

◆ 学校召开学院负责人安全工作会议 

◆ 徐汇区鲍炳章书记来我校巡河，调研青春河水环境治理工作 

◆ 李涛副校长巡视青春河治理工程 

◆ 上海市水务局来我校开展执法宣传活动 

◆ 我处召开物资采购平台用户意见征询座谈会 

◆ 安全办参加上海高校实验室安全研讨会 

◆ 安全办组织参加霍尼韦尔实验室安全交流活动 

◆ 国际专家为我校师生普及实验室通风橱安全使用知识 

◆ 市场监督管理局来我校考评特种设备管理体系 

◆ 金陵科技学院设备处来我校调研  

简讯(点击相应标题，可浏览相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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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管理（责任编辑：靳文浩） 

徐汇校区六教主楼完成用房及装备资产调整工作 

为持续推进 2019 年学校用房调整规划，落实搬迁学院用房移交

工作，实装处于 3 月协调外语学院及相关部处单位完成了徐汇校区六

教主楼原学院用房内装备资产的全面调整工作，切实落实学校用房调

整及装备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张瑞，王瑞

寅） 

 

徐汇校区沿河实验用房先期治理工作完成 

实装处与基建处于 3 月对徐汇校区实验 15 楼辅 1 房（红顶房）

开展施工协调工作，对需要拆除的局部实验用房屋进行现场施工调研，

充分听取了使用单位诉求并予以协调处理，并于 3 月中下旬由基建处

完成先期施工治理工作，为学校沿河实验用房的安全使用提供了充分

保障，为后续校内河道治理工作的落实做好了先期准备。（张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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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管理（责任编辑：袁洪学） 

启新小学参观我校奉贤校区实验室 

3 月 14 日，奉贤校区迎来了启新小学一百多名五年级学生，这

是该校每年一次的科普日活动。 

小学生们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引导下，参观了材料、化学和生工实

验教学中心。在材料实验教学中心，小朋友们听取了关于矿物标本和

宝石鉴定的讲座；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心，学生们观看了衣服的原料之

一-尼龙-66 的合成过程，并动手实验蔬菜紫甘蓝中的紫色液体在酸

碱溶液中的颜色变化；在生工实验教学中心，学生们被大鱼缸、动植

物标本深深吸引，用显微镜观察美丽的微生物切片，从宏观到微观对

生物体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老师们用科学知识来解释生活中的现象，

让同学们感受知识的力量。 

自奉贤校区启用以来，各实验教学中心开发丰富的教学资源，

并将这些资源融入社会，引领中、小学生走进大学校园，体验大学

的学习氛围，激发他们进一步学习探究科学的热情。（翁瑞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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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教学及兴趣实验项目”开放 100 项 

经过寒假期间各实验教学中心精心准备，2018-2019学年第二学

期“教学及兴趣实验项目”开放项目已在各实验教学中心网站、微信

公众号以及实验室与装备处网站公布。13 个实验教学中心共计开放

100 个项目，最多可报名 2188 人次，各中心已开始接受学生报名并

根据计划开展开放工作。（翁瑞妹） 

中心名称 开放实验项目个数 最大报名人次数 

材料实验教学中心 17 48 

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14 287 

信息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13 530 

机械实验教学中心 12 160 

资源与环境专业实验教学中心 9 90 

发酵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8 375 

化工专业实验教学中心  8 354 

药学实验教学中心 7 90 

物理实验中心 5 100 

艺术设计与传媒实验教学中心 2 60 

化工原理实验教学中心 2 24 

数学实验教学中心 2 20 

商学院实验教学中心 1 50 

合计 100 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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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校区（责任编辑：袁洪学） 

各实验教学中心认真筹备开学工作 

开学第一天，奉贤校区办公室走访各实验教学中心，了解寒假情

况、实验室开学准备情况、本学期实验安排以及目前是否存在困难，

了解各实验室提前采购实验所需材料、化学药品等情况，对于老师们

提出的问题给予解答。各实验教学中心都在积极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药学实验教学中心、发酵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和有机化学实验室在第一

周就有实验课程，其他实验教学中心也在第二、三周开启了实验教学。

在走访各实验室时，提醒各实验教学中心做好洗眼喷淋装置自查、学

生进入实验室安全教育等相关安全工作。（翁瑞妹） 

奉贤校区开展春季开学安全大检查 

按照学校《关于做好 2019 年春季开学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3

月 12 日，实装处奉贤校区办公室会同奉贤高校派出所、保卫处等人

员对奉贤校区部分实验室进行了安全检查。重点检查了实验室安全管

理规定落实情况、危险化学品和国家管控化学品管理以及消防设施是

否完好等等，主要存在的问题有：实验 7 楼 735、739 室存在用电安

全隐患；实验七楼 609 室学生实验过程中提供过量化学药品；实验 7

楼 204 室化学溶剂存放过量；实验 2楼 202 室灭火器已过期等等，涉

及这些问题的学院有：材料学院、生工学院、化工学院和化学学院，

检查组把问题及时反馈给了有关人员，要求尽快整改。（翁瑞妹） 

物资供应（责任编辑：袁洪学） 

开展外贸代理公司招标遴选工作 

今年，学校外贸代理公司服务合约到期，对货物外贸代理及报关

工作重新进行公开招标、遴选，共有 5 家公司参与竞标，经校采购与

招投标管理中心组织专家综合评审，东方科学仪器上海进出口有限公

司、建发（上海）有限公司中标入围，作为华东理工大学货物外贸代

理和进行报关工作，服务期限三年。通过本次招标，进口货物金额小

于 50万美元的每个项目收取代理服务费从 0.75%下降到 0.30%，优惠

幅度达到 60%。进口货物金额大于 50 万美元的每个项目收取代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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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费从 0.48%下降到 0.10%，优惠幅度达到 79%。进口货物金额≥500

万元人民币的，由学校组织本项目入围供应商进行二次报价选取外贸

代理业务供应商。外贸代理公司通过良性竞争、互补，进一步提高外

贸代理公司服务质量。（张伟毅） 

2018 年学校进口设备汇总 

2018年全年，华东理工大学全校进口各类仪器、设备共计 127 件

（台），其中以美元计价设备、仪器 112 件（台），合计 5,158,063.43

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3461 万元；以欧元计价仪器、设备 14 件（台），

合计 449,928.00 欧元，折合人民币约 342 万元；人民币计价仪器、

设备 1 件（台），合计 581 万元。各类仪器、设备价值总额折合人民

币约 4278 万元，这其中 100万元以上仪器有 9台，总金额约 2174 万

元。（黄朝华） 

装备资产（责任编辑：袁洪学） 

3 月份完成一批资产处置公开拍卖 

3 月完成了一次拟报废装备资产公开处置拍卖。拍卖标的物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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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55.00 元。这批报废资产，经由国资办、审计处、实装处共同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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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出的上海国拍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于 3 月 13日公开拍卖，22 家

意向竞买人参与现场竞价，最终以 93500.00 元成交，比评估残值溢

价 29.05%，3 月 21日完成全部提货。（陈祥福） 

配合国资办完成 2018 年度资产上报及会审工作 

3 月实装处协同国资办完成了《2018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年度报告》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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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上报 2018 年度新增装备资产 11773台（件），价值

约 1.65 亿元；共计上报当年处置资产 4412 台（件），价值约 3834 万

元。同时，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在账的约 10.3 万条

装备资产数据进行了全面合规化整理，保证了学校上报装备资产数据

的规范性及有效性。 

此外，会同国资办赴北京参加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年度报告、

决算报告会审工作，报表均顺利通过现场专家会审，为全国第三家通

过教育部财务司报表会审的部属高校。（张瑞） 

大仪共享(责任编辑：袁洪学) 

2018 年学校大型仪器及使用情况通报 

截止 2018 年底，学校 50万元以上大型仪器共 240 台套，总价

值 2.6 亿元。单价区间在 50 到 100 万元的 175台套，100到 150 万

元的 26 台套，150到 200 万元的 17 台套，200万元以上的 22台

报表会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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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购置时间在 2000 年前的 3 台套，2000 年至 2004 年购置的 17

台套，2005年到 2009 年购置的 32台套，2010 年到 2014 年购置的

136 台套，2015年到 2018 年购置的 52 台套。 

根据 2018 年机时数统计，50 万元以上大型仪器平均机时数为

1630小时，最高机时数为 8180小时；未达到最低机时数（800 小

时）的仪器共有 16台套。（靳文浩） 

机时数排名前 10 仪器 

排名 仪器编号 仪器名称 学院 机时数 

1 20094319 核磁共振谱仪 化学学院 8180 

2 20102178 色谱质谱联用仪 化工学院 8000 

3 20115993 应力腐蚀试验机 机动学院 7620 

4 20123682 核磁共振谱仪 分析测试中心 7000 

5 20154643 颗粒物粒径谱仪 资环学院 6600 

6 20155405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测定仪 资环学院 6600 

7 20130287 小型催化反应器 化工学院 6300 

8 1604077N 高温真空环境蠕变疲劳试验机 机动学院 5851 

9 20022762 全自动程序升温化学吸收仪 化工学院 5720 

10 20139536 全自动程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化工学院 5140 

各学院大型仪器平均机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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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最低机时数仪器 

序号 仪器编号 仪器名称 学院 机时数 原因分析 

1 1605316N 热分析仪 化工学院 508 共享率较低 

2 1703826S 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化工学院 400 共享率较低 

3 1713066S 激光导热仪 化工学院 0 
年初购置后组织培

训，开放使用时间短 

4 2001261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分析测试中心 0 故障，留作备件 

5 2007B274 差示扫描热量计 化学学院 0 故障，维修贵 

6 20054459 酶标仪 生工学院 0 故障，维修贵 

7 20125942 分子相互作用仪 生工学院 0 共享率较低 

8 20022973 转矩流变仪 材料学院 0 故障，无放置空间 

9 20060097 荧光光谱仪 材料学院 245 共享率较低 

10 20121295 旋转流变仪 材料学院 564 统计机时不够全面 

11 20132016 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材料学院 774 统计机时不够全面 

12 20134613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材料学院 189 共享率较低 

13 20155395 水平 X射线衍射仪 材料学院 272 主要供教学使用 

14 20150090 转矩流变仪 材料学院 655 统计机时不够全面 

15 20128435 高分子综合实验装置 机动学院 54 主要供本科实验 

16 20134865 立式加工中心 机动学院 202 模具制造课和大创用 

安全环保（责任编辑：徐宏勇） 

徐汇校区寒假实验室检查情况通报 

2019年寒假，安全办组织对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 14 次，共检查

实验室 352 间次，共检查出隐患 171条。在检查出的安全隐患中，最

普遍的问题是用电器、插座使用不规范（违规项 3.4）共 26 条；其次

是量筒破损未及时处理、实验室化学品放置不规范等（违规项 2.8）

以及气体钢瓶管路接头未紧固（违规项 4.2）各 20 条；第三是易制

毒、易制爆等国家管控化学品使用和暂存不规范（违规项 2.1）共 18

条，具体检查结果详见： 

http://sbc.ecust.edu.cn/xhxqsysaqjctb1/list.p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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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办对此次全校实验室安全检查的结果汇总显示：全校实验室

平均隐患间数比为 0.49，隐患间数比高于校平均值的学院有机动学

院、材料学院、资环学院、药学院，低于平均值的有化工学院、生工

学院、化环学院（理学院检查间数较少，不计入排序）。（周健） 

各学院实验室隐患检查情况 

  

学院 检查间（层）数 查出隐患数 隐患间数比 

化工学院 88 22 0.25 

生工学院 61 27 0.44 

化学院 90 41 0.46 

机动学院 24 13 0.54 

材料学院 29 20 0.69 

资环学院 5 4 0.80 

药学院 53 44 0.83 

合计/平均 352 171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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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徐汇校区实验室检查情况通报 

为落实各级关于两会期间安全稳定工作的指示要求，学校（含第

三方）于 3 月 4日-3 月 15 日两会期间，对全校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

10 次。检查以 2019年寒假检查结果为主要依据，对前期检查出的违

规情况进行复查。根据安全工作相关要求，此次复查将对未整改的实

验室开具整改告知书，一年内，累计被 2 次安全警告者，将对实验室

实施封门至少 1 周，具体整改情况在汇总完毕后将通报各学院。（徐

宏勇） 

安全办组织专家对部分实验室进行专项安全检查指导 

3 月 11 日、21 日，安全环保办公室主任徐宏勇陪同上海安全生

产科学研究所、3M 中国有限公司专家对科辅三楼 C、实验 12 楼 2 层

实验室进行了专项检查指导。安科所专家与科辅三楼 C、实验 12 楼 2

层的负责师生分别进行了交流，并重点考察了气体及化学品安全。检

查结束后，安全专家根据检查实际情况对科辅三楼 C、十二楼 2 楼实

验室开具了整改意见书。化工学院及石油加工系表示，将充分参考专

家意见，积极整改到位。（徐宏勇） 

http://www.baidu.com/link?url=YIY4l48Dym6q7qQrr1bohPHI_LB8az50cC0lF9uiaBNK8gpboNlppvWP-Yk8i-RN
http://www.baidu.com/link?url=YIY4l48Dym6q7qQrr1bohPHI_LB8az50cC0lF9uiaBNK8gpboNlppvWP-Yk8i-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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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办赴奉贤校区举办实验室安全教育活动 

3 月 12 日，安全环保办公室主任徐宏勇受邀参加通海茶叙，徐宏

勇以酒精 MSDS 为切入口，深入浅出的讲解实验室风险管控的基本流

程。徐宏勇在分享过程中设置了“你问我答”环节，提出问题让同学

们讨论并作答，现场互动积极，气氛活跃。 

3 月 13 日，安全环保办公室副主任周健老师以“那些你必须不

得不掌握的安全知识及技能”为题，分享了日常生活中的安全知识，

如汽车安全带的正确系法、电梯故障时的应对措施、火场逃亡方法与

注意事项、灭火器种类与使用方法，以及地铁遇火的逃生方法。（徐

宏勇） 

党建之窗（责任编辑：袁洪学） 

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 

3 月 20 日下午，实装处采招中心联合党支部全体党员在实装处

会议室开展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认真开展进行党员民主评议党员工

作。机关工作党委副书记徐文方出席了会议。 

会议伊始，朱辉代表党支部委员会报告了党支部班子对照六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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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对照检查的情况，提出了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努力方向与整

改措施。党支部委员及全体党员分别进行了对照检查，在支委及党员

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党员之间还相互进行批评指正，每位党员都

能够对照自查要求认真查找自身不足，对其他同志提出的要求与建议

都表示虚心接受，认真改正。 

徐文方在发言中指出，民主评议会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党员同志对

照要求查摆问题，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希望通过民主评议，优化党

支部设置，发挥党员模范作用。（王信儒） 

微信推送 

推出“华理实装小课堂”专栏 

为更好突出实验室与装备处在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和装备资产

管理中的服务职能，实装处于近期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华理实装”推

出“华理实装小课堂”连载专栏，刊载关于实验室安全的常识性或专

业性知识，关于仪器、设备、材料等资产购置审核管理的流程、规范

等。首期“华理实装小课堂”采编了关于实验室通风柜使用和实验室

废液处理的两节知识，后期将持续采编实用性内容，更好发挥实验室

与装备处的服务职能，以及“华理实装”公众号的平台功能。（袁洪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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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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