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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实验室与装备处                          2020 年 8 月 31日 

 

 

◆ 学校召开 2021年大型仪器申购校级论证会 

◆ 8月底学校在在用装备资产现状 

◆ 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来校检查特种设备 

◆ 实装处组织员工赴商汤科技全球研发总部参观学习 

◆ 我校物资采购平台与京东电商对接取得突破性进展 

◆ 实装处召开学院装备资产和用房工作交流会 

◆ 长安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一行来我校调研交流 

◆ 实装处党支部开展“迎党的生日、讲战疫故事、悟初心使命”专

题组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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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8 月底学校在在用装备资产现状 

分类 

仪器设备 其他设备 合计 

台件数 
价值 

（万元） 
台件数 

价值 

（万元） 
台件数 

价值 

（万元） 

≥500万元 7 4834.81 / / 7 4834.81 

≥200万元 43 14806.18 4 994.11 47 15800.29 

≥50万元 331 39945.16 147 12410.51 478 52355.67 

≥40万元 492 47138.92 208 15150.89 700 62289.81 

＜40万元 51489 83951.69 52849 45400.23 104338 129351.91 

装备资产总数 51981 131090.61 53057 60551.11 105038 191641.72 

（张瑞） 

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来校检查特种设备 

8 月 28 日，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到我校检查特种设备管理情

况。检查人员发现我校实验十八楼电梯应急电话有接不通的情况，当

场通知维保单位进行整改。同时还发现生工学院有一台特种设备主体

漏检，当场通知涉事课题组立即整改。生工学院立即针对检查组所提

意见开展地毯式排摸。（徐宏勇） 

我校物资采购平台与京东电商对接取得突破性进展 

为推动京东网上商城尽快与我校材料类物资采购完成对接，暑假

期间实装处积极与京东集团相关业务部门接洽，并于 8 月 27 日与京

东集团企业业务事业部、工业品业务部采销经理牛力华，企业业务事

业部、工业品业务部高级经理李金相，企业业务事业部、工业品业务

部项目经理柏伟岸，大客户部华东区运营经理刘霖进行面对面磋商。 

此次磋商主要围绕大宗、大额商品购销合同的签订，化学品的采

购管理等细节性问题展开。实装处处长袁洪学介绍了我校合同管理和

化学品采购管理的相关要求，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优化建议和方案。

京东牛力华经理介绍了京东关于化学品供应品类及供应商管理的基

本情况，并表示希望通过此次与我校的合作提升京东的化学品供应能

力。刘霖经理介绍了京东与其他高校在购销合同签订上的做法，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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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校的相关管理要求提出了优化方案。实装处物资供应办公室负责

人张伟毅参与了磋商。 

 

根据已达成的合作意向，京东网上商城与我校材料类物资采购实

行大客户对接后，将提供全品类商品供应，可以有效解决学校物资采

购平台低值易耗品、办公用品供应商少、品种单一、价格竞争不强等

问题；且通过平台统一开具发票，可以极大减轻师生往来发票审核的

奔波；单笔达到 5万元的订单京东可以提供采购合同。同时，京东还

为我校师生定制了【华理酷兜】，整合热销商品、品牌折扣、优选精

品、生活服务等优质资源，为学校师生员工提供专属福利购物平台。

（任雷） 

用房管理（责任编辑：靳文浩） 

开展暑期实验楼宇通风设施运行保障工作 

为了保障学校实验楼宇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实装处对破

损比较严重的徐汇校区实验 11 楼南侧公共通风设备启动修缮工程，

在替换原有故障风机的基础上对大楼外墙破损通风管道实施了新铺

施工。修缮完毕后实验大楼通风设施各项指标均得到显著提升。 

另外，暑假期间实装处对接报的徐汇校区实验 6 楼、实验 3 楼、

实验 13 楼通风设备故障迅速落实检修，保证公共通风设施的正常运

转，保证师生实验顺利进行。（张瑞，王瑞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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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拆除实验用房大楼老旧铭牌 

8月间，实装处组织专业公司对徐汇校区科辅一楼（原工训大楼）

外墙高挂字体、老旧铭牌实施拆除作业，确保楼宇铭牌标志的规范使

用。（张瑞、王瑞寅） 

大仪共享（责任编辑：袁洪学） 

完成 2021 年新增装备资产预算申报工作 

根据学校 2021 年财政预算上报时间安排，6 月 3 日，我校启动

新增装备资产预算的申报工作，申报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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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 7 月 8

日召开 200万以上大型仪器校级论证会，对 12台大型仪器进行论证。

2020年，我校 50 万以上仪器申报共计申报 71 台套，其中 50 万以上

通用设备 65台套，100 万以上专用设备 6 台套；申报新增公务用车 1

辆。（秦文静） 

完成科技部 2019 年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数据填报工作 

根据国科技部、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0 年中央级高等学校和科

研院所等单位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

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落实学校《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规定》

和《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考核细则》，实装处于 7 月 7 日组织启动

了对 2019 年底前在账、原值达 50 万元以上的 283 台套教学科研大型

仪器设备使用数据填报工作。 

经平台审核，我校共有 9 台仪器老旧、技术性能落后不能对外开



                     实验室与装备处 

 6 

放，有 7 台为配件或模拟系统不适合开放，余下 267 台大型仪器均已

通过“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仪器网络共享平台”实施共享，

年平均运行 1337.94 小时。我校全部仪器设备 2019 年共计对校外服

务 908 批次，同比增长 8.6%，对外测试费收入 237.57 万元，同比增

长 32.9%。 

我校分析测试中心、材料测试平台、生工国重室等平台管理的大

型仪器，在对外测试中分别支撑了上海君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苏州

天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欧莱雅集团等外单位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获得了测试单位的广泛认可。（秦文静） 

完成 2019-2020 年上海市仪器共享奖励申报 

我校共有 28台套申报了“2019～2020年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

施共享服务奖励申请”。总开机时数为 48900 小时，每台套仪器年度

平均开机机时 1746.42 小时；其中对社会共享服务总机时数 7346.5

小时，每台套仪器平均对社会共享服务机时 262.38 小时；对外服务

样品数 6635个，每台套平均 236.96 个样品数；共服务了 387 家企事

业单位，每台套仪器平均对外服务用户 13.82家单位；对外共享服务

总金额 143.73 万元，每台套平均为 5.32 万元。 

虽然受 2020 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但从 4 月底开始，

在做好各种安全防疫措施下，主动联系、接洽校外各企事业单位，服

务于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复工复产。2019-2020 学年度我校各大型仪

器共享平台积极拓展大型仪器的共享服务内涵，服务以江浙沪为主，

辐射长三角乃至全国各省市，不仅包括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还囊括

了电子、环境、化工、食品、农业等诸多领域的大、中、小型各类企

业，为企业新产品

的研发和产品质量

控制、创新实践提

供了优质高效的技

术服务。 

我校检测技术

和管理人员以其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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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热情的服务态度，为科技的进步提供技术支撑和

服务，为企业的产品和发展提供质量支持，也为社会生活的绿色、安

全、环保提供了有力支撑，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积极的经济效益。

（陈新） 

启动教育部 2019-2020 学年仪器使用数据填报工作 

根据教育部高教司关于报送 2019-2020 学年高等学校实验室信

息统计数据的要求，我校对 2020 年 8 月 31 日在账且原值达 40 万以

上，共计 492 台套的教学科研大型仪器启动年度使用数据填报工作。

填报的主要数据内容为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期间的

使用机时数、管理情况、培训人员情况、支撑项目情况、使用仪器获

奖情况、发明专利情况和支撑发表论文情况等。（秦文静） 

实验室管理（责任编辑：袁洪学） 

实验教学中心提前做好学生返校实验准备工作 

按照学校统一部署，8 月 24 日至 9 月 4 日 2017 级 1800 多名学

生提前返校补上春季学期实验课程，对应进行实验教学的有化学、化

工、材料、发酵工程、药学以及资环等 6 个实验教学中心。实装处在

上学期末开始提醒各中心考虑疫情情况，尽早做好实验材料采购申请、

仪器设备检查等各项准备工作。 

 

8 月，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启动，实验中心老师自行驾车到奉贤校

区调试已半年未运转的实验设备、做预实验、采购实验材料等等。实

装处老师一直与中心老师保持信息畅通，及时跟进物资采购平台订单

进程，办理供应商入校申请，确保按时送货到校，制定并发布学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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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恢复使用安全注意事项》等相关信息。8 月 20 日起，实装处奉贤

校区工作人员全员上班，配合中心做好各服务准备工作。后保处为各

实验教学中心准备了充足的防疫物资。 

 

8 月 21 日，王慧锋副校长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到奉贤校区巡

视检查各实验中心，仔细询问实验设备运行情况、实验室安全应急预

案、防疫防暑工作等等，以确保各项准备工作万无一失。（翁瑞妹） 

 

奉贤校区涉及暑期实验的 20 间实验室紧急安装了空调 

8 月下旬，正是“秋老虎”发威的时候，气温每天都在 37 度以

上，此次学生返校实验涉及 20 间实验室没有安装空调，其中化学 7

间、药学 4间、化工 7 间、资环 2 间。为改善学生的实验环境，学校

决定对 20 间实验室紧急安装空调。8 月 19 日，4 个实验中心立即启

动，按照实验安排先急后缓，到 8 月 26日，34 台空调安装调试完毕，

顺利投入使用。化工实验教学中心 1间实验室是挑空结构，安装空调

效果不明显，中心特别购置了空调扇，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翁瑞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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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级学生返校实验顺利进行 

8 月 24 日，安静了许久的奉贤校区实验二、三、五和七楼热闹起

来了，化学、发酵工程和药学实验教学中心迎来了第一批做实验的学

生。学校高度重视此次学生返校实验工作，杜慧芳书记带队第一时间

亲临实验室，观摩学生实验，检查实验室防疫物资准备和防暑降温工

作，叮嘱学生注意安全等。 

 
为确保实验顺利进行，各中心做足准备，预先开好空调，化学实

验教学中心考虑到实验的特性，在实验室放置了冰块，保证实验室温

度适宜；药学实验教学中心紧跟其后，在第二天也购置了冰块；发酵

工程实验教学中心打开所有实验室空调，使整个楼层空气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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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批批学生到校，资环、化工和材料实验教学中心的实验课

程也陆续开启，中心的老师们互通信息，分享经验，使得随后的实验

教学顺利进行。 

据悉，6 个实验教学中心共开设了 29 门实验，共有 1873 名 2017

级学生补做了实验。 

各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学安排如下： 

序

号 
实验教学中心 

课程

门数 

学生

人数 
学生所在学院 上课时间 

1 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1 258 化学学院 8月 24 日-9月 3日 

2 材料实验教学中心 3 349 材料学院 8月 31 日-9月 3日 

3 

化工实验教学中心

（专业） 
4 446 化工学院 8月 28 日-9月 3日 

化工实验教学中心

（化工原理） 
2 1128 

化学、化工、

生工、资环、

药、机械学院 

8月 27 日-9月 3日 

4 
发酵工程实验教学

中心 
8 329 生工学院 8月 24 日-9月 3日 

5 药学实验教学中心 7 205 药学院 
8月 24 日-8月 28日 

8月 31 日-9月 4日 

6 
资源与环境专业实

验教学中心 
4 163 资环学院 

8月 26 日-8月 28日

8月 31 日-9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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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供应（责任编辑：袁洪学） 

暑期实装处服务大厅每天开放服务师生 

实装处服务大厅为方便师生，在今年整个暑假期间每天安排多人

上岗工作，确保师生采购的各类自购材料类发票及时审核报销和各项

事务的办理；暑假期间共受理外贸代理服务项目 29 项，进口设备 36

台件，金额约 3400 万元；审核学校货物类采购合同 319 份，涉及金

额 1180 万元；材料类采购平台审核订单 13930 单，涉及金额约 390

万元。（张伟毅） 

配合做好 2020 年中央进口贴息资金申报工作 

根据财政部、商务部《关于 2020 年度外贸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重

点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实装处积极配合完成进口报关产品的申请贴

息资金的申报工作。 

实装处为确保申请单位按时完成申报工作，要求外贸代理公司及

时整理提供《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技术进口合同登记证书》等相

关材料，并在暑期每天保障为师生提供领取相关材料，先后为化工学

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药学院、生物工程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

学院等相关国家重点实验室提供申请贴息资金申报材料工作。（黄朝

华） 

配合学校 2019 年经济合同管理专项审计 

实装处配合学校审计处对 2019 年全校经济合同进行专项审计工

作，今年 4 月至 7月底，按照校审计处要求，抽检了去年学校 800 多

份合同进行专项审计，期间联系合同项目老师提供相关材料证明，组

织人员对抽查学院的设备进行盘点，对审计中发现的相关合同签署或

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学校印发的《合同管理办法》的要求，进一

步规范和梳理整改。（郑劲松） 

装备资产（责任编辑：靳文浩） 

实装处到商学院开展装备资产管理培训 

为进一步落实学校装备资产管理制度，提升二级单位装备资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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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平，实装处经与商学院沟通，7月 8 日装备资产管理办公室陈祥

福、张瑞老师到商学院进行装备资产管理培训。在培训中，实装处解

读了学校装备资产管理相关规定，重点解读了近期新制订和修订的学

校装备资产系列管理细则，同时结合商学院装备资产管理现状，交流

日常资产管理工作中的注意事项。商学院十分重视此次培训，学院装

备资产分管领导、学院装备资产管理员和各系所装备资产管理员均参

加了此次培训。（陈祥福、张瑞）  

 

7-8 月全校入库审核装备资产 1829 台件 

7-8月全校审核新购置装备资产合计 1829台件(同比增长 5.97%)，

总金额 2249.67万元（同比增长 54.91%）。其中，购置进口装备 50 台

件，合计 931.96 万元，占本月总金额的 41.43%；购置 40 万元以上

装备资产 2 台件，均由化学学院购置，分别是拉曼-原子力联用显微

镜（法国）和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日本）。此外，审核新购置低值耐

用品（500 元≤单价＜1000 元）合计 301 台件，总金额 24.25 万元。

（陈祥福） 

7-8月各单位新增装备资产基本情况统计表 

序   

号 

购置总体情况 购置进口装备情况 

单位 件数 
金额 

（万元） 
件数 

金额 

（万元） 

1 化学学院 92 978.30 21 796.86 

2 后保处 1126 247.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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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学院 58 146.63 4 11.83 

4 生工学院 61 135.44 5 34.34 

5 化工学院 88 126.15 2 6.39 

6 资环学院 48 115.31 / / 

7 信息学院 48 96.24 1 0.49 

8 药学院 86 87.71 2 4.46 

9 外语学院 21 79.12 13 74.35 

10 党政系统 30 60.94 / / 

11 机动学院 43 53.87 / / 

12 理学院 29 40.82 1 1.85 

13 商学院 25 25.15 / / 

14 社会学院 15 23.86 1 1.40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40 22.40 / / 

16 法学院 11 3.86 / / 

17 艺术学院 2 2.65 / / 

18 国教学院 3 2.10 / / 

19 体育学院 1 0.63 / / 

20 
继教（网络）学

院 
2 0.61 / / 

 总 计 1829 2249.67 50 931.96 

7-8 月份完成两批资产处置公开拍卖 

第一批报废装备资产拍卖，拍卖标的物为今年第一至四批报废装

备资产。扣除已单独拍卖的报废叉车和拟捐赠云南寻甸的报废装备，

这批资产经国资办、审计处、实装处共同抽签遴选出的评估公司评估，

评估总残值为 190613 元，再经由抽签遴选出的拍卖公司于 7 月 8 日

公开拍卖，成交价为 278740 元，溢价 46.2%，买家于 7 月 10—-7 月

17 日完成两校区提货。 

第二批报废装备资产拍卖，拍卖标的物为今年第五批报废装备资

产和徐汇校区电力扩容一期更换的旧电力设备。扣除拟捐赠云南寻甸

的报废装备，经抽签遴选出的评估公司评估，评估总残值为 1535 元；

徐汇校区电力扩容更换的旧电力设备，评估总残值为 68800 元。此两

部分报废资产，委托经抽签遴选的拍卖公司于 8 月 28 日公开拍卖，

经 52轮竞价，最终成交价为 570000 元，买家将于近期完成提货。（陈

祥福、吕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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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环保（责任编辑：徐宏勇） 

暑期收集处置废旧化学品 9000 余瓶 

7-8 月，在学院安全员队伍的大力支持下，安全办按学院、楼宇、

课题组继续开展废旧药品处置工作，目前已完成的学院有：化工学院、

药学院、生工学院、资环学院、机动学院和化学学院。正在进行中的

学院是材料学院，之后将会处置理学院和体育学院的废旧药品。截至

8 月底，累计回收处理废旧药品 7 批次，31169 瓶，各学院处理情况

如下表所示，预计本次集中处理将于 9 月中旬结束。 

本次处置工作获得了广大教师的肯定，解决了多年困扰师生的难

题，减少了学校实验室的固有风险，节约了实验室宝贵的空间。 

安全办及各学院在药品收集开展工作前，均配备了应急物资。收

集废旧药品期间，累计发生药品破损泄露事件两起（合计 3 瓶），均

得到有效及时处置。（李晨晨） 

学院 化工学院 药学院 生工学院 资环学院 机动学院 化学学院 

瓶数 11675 3121 4138 2323 555 9357 

暑期收集处置实验危废 48.35 吨 

7-8 月，暑期期间，我校打破往年惯例，持续开展实验室废物收

集工作，确保科研工作出口顺畅。我校徐汇校区共计外送实验室废物

48.3479吨，其中废旧试剂 11.46 吨，废液 20.87 吨，废手套 5.3605

吨，废玻璃 10.6574 吨。（余光权、李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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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实验室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 1168 处 

由于疫情影响上半年实验室科研，今年暑期验室开放数远超往年。

安全办也加大安全检查力度，7-8 月，安全办组织实验室安全检查 18

批次，555 间实验室，共计发现隐患数 1168 处。下图展示了 7-8 月

实验室安全检查中隐患类别的分布情况，主要隐患仍是化学安全，管

控化学品的技防措施不到位，危险化学品的存储不规范等问题。检查

过程中发现的超期钢瓶已通知实验室进行处理，7-8月共处理 4 瓶超

期钢瓶。（李晨晨） 

 

 

党建之窗 
 党支部开展“迎党的生日、讲战疫故事、悟初心使命”专题组

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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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推送 
温馨提示 

 实验室与装备处 2020 暑期上班安排 

 我处已整体搬迁至徐汇校区一食堂 4层 

实装动态 

 学校召开 2021 年大型仪器申购校级论证

会 

 我处赴商汤集团全球研发总部参观学习 

 我处与京东集团业务部面对面磋商对接工作 

重点关注 

 2020年 7 月 1 日安全帽新标准正式实施 

华理实装小课堂 

 38.装备资产验收管理“ABC” 

 39.夏日实验室安全篇①实验室防火与防

辐射 

 40.实验室保养细则 

安全警示 

 关注“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危险化学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