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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管理（责任编辑：董玉国）
开展学院用房定额收费数据采集校对工作
为落实好《学院用房定额管理办法》要求，进一步提高学院用房
使用效率，实装处暑假期间把详细用房信息数据发各学院进行进一步
核对。截止 9 月 12 日 6 个学院提交了核准的用房信息，截止 9 月 30
日尚有 1 个学院未反馈数据信息。实装处已经将文件中涉及的教职
工、研究生、人才、基地、学科、科研等相关数据信息发各相关部门
核准（基准日 9 月 30 日）
。10 月份完成学院用房定额收费数据统算
工作。
（王瑞寅）

科辅一楼电梯改造工程启动
科辅一楼老旧货运电梯已在 2007 年报废，后续不再进行使用。
随着大楼整体修缮工程完成，修缮后的实验楼缺少辅助承载设备，使
得大楼在整体使用中受到一定的局限。目前，实装处已会同相关部门
进行工程招标及实施。
（王瑞寅）

开展科辅二、三楼公共区域环境整治工作
科辅二楼 ABCD 栋的修缮完成之后，各个实验室在搬迁安置过程
中，把老旧的报废设备及杂物堆放在院内或走道上，造成安全隐患。
科辅三楼（原高压实验室）长期没有物业公司负责清扫，部分区域堆
放杂物或垃圾。实装处联合后保处对楼宇院内公共区域环境进行了清
理整治。
（王瑞寅）

实验室管理（责任编辑：袁洪学）
《实验教学中心管理制度汇编》首版完成
实装处经过收集整理，汇总全校 18 个实验教学中心现行实验室
管理制度、人员职责、学生守则，以及安全、实验室及仪器开放、仪
器操作规程等管理文件 152 份，编辑成《实验教学中心管理制度汇编》
第一版。为推广先进管理经验，提升实验教学中心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该汇编电子版已发送各实验教学中心，并将随着实验教学中心
制度建设不断推进持续更新，今年开始作为实验教学中心管理考核的

3

实验室与装备处
重要指标之一。
（刘扬）

科技部、财政部开展年度国家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查
根据教育部转发科技部、财政部《关于开展 2017 年国家科技基
础条件资源调查工作的通知》精神，实装处会同各学院大型仪器管理
员完成了 2017 年 50 万元以上大型仪器信息填报工作。2017 年我校
共计申报 50 万元以上大型仪器 220 台，比 2016 年增加 3 台，平均机
时数 1420 小时，比 2016 年增加 49 小时。
2017 年我校 50 万元以上大型仪器分布情况及机时信息
（按平机时数排序）
学院

50 万元以上大型仪器
（台套）

平均机时数
（小时）

测试中心

20

2204

理学院

2

2060

化学学院

27

1922

机动学院

20

1720

资环学院

32

1591

药学院

14

1439

化工学院

55

1207

信息学院

4

1100

体育学院

1

1011

材料学院

21

936

生工学院

24

643

总体

220

1420

（刘扬）

积极推进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9 月 25-27 日，我校 2017 年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进入
诊断评估阶段，实验室与装备处以及全校各实验教学中心积极参与全
力配合顺利推进相关工作开展。在此之前，实验教学中心迎接本科教
学审核评估环境文化建设工作、本科教学相关资料收集汇总等评估准
备工作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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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评估专家组于 9 月 25 日参观了电子信息实验教学中心、化
工原理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并听取了现场介绍。
9 月 25、26 日诊断评估专家丛玉豪、张彦铎分别到访实验室与
装备处，进行了现场访谈。访谈会议上实验室与装备处处长袁洪学介
绍了我校实验室与装备处各项职能，以及我校本科实验室各项相关工
作的开展情况，并回答了访谈专家关于我校本科教学计算机配置情况、
实验废液处理情况以及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的提问。来访专家对我校
本科教学实验室管理工作的开展给予了肯定。（刘扬）

物资供应（责任编辑：董玉国）
“材料类物资采购平台”进入运行测试阶段
为使学校材料类物资实现更多渠道和及时有效供应，我处在广泛
调研基础上，自今年 5 月与北京虫洞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发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类物资采购平台”。经过暑期多方调试，现已进
入试运行测试阶段，供应商也已陆续入驻，待与财务系统对接完成即
正式上线运行。
本次开发的学校“材料类物资采购平台”特点如下：
1.与学校信息门户对接，统一认证登录；
2.自动屏蔽禁止商品，师生放心购买；
3.多商家比质、比价，选择价廉物优商品；
4.经费负责人“一键审批”，无需后续报销签字；
5.配送到校，特殊物资送货上门；
6.用户毋需发票、毋需报销，实装处会同财务统一报销转账。
（张伟毅）

物资类采购合同管理细则实施
为了加强对物资类采购合同的管理，规范采购程序，根据相关文
件要求，学校新近制定并颁布了《物资类采购合同管理细则》
。原学
校《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办法》
（校实〔2010〕7 号）
、
《机电产品进口管
理办法》
（校通字〔1998〕第 25 号）文件废止。广大师生根据细则要
求规范实施采购工作，实装处并制订了《物资类采购合同》样本供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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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合同时参考。
（张伟毅）

装备资产（责任编辑：董玉国）
我校 2017 年改善基本办学条件经费购置装备资产 1115.84
万元
今年 1-8 月，全校各单位利用修购基金购置装备资产合计 1200
台件，金额约 1116 万元。其中：信息化办公室购置 979 台件，约 804
万元，10 万元以上装备 15 台件；材料学院购置 103 台件，约 122 万
元，10 万元以上的 1 台；生工学院购置 29 台件，约 58 万元；人事
处购置 1 套人事系统软件，47 万元；理学院购置 43 台件，约 39 万
元。
2017 年 1-8 月各单位改善基本办学条件经费购置仪器设备情况统计表
数量
金额
10 万元以上数 10 万元以上
单 位
（台件）
(元)
量（台件）
金额（元）
信息办

979

8,035,299.00

15

4862926.00

材料学院

103

1,218,500.00

1

420000.00

生工学院

29

580,495.00

人事处

1

470,000.00

1

470000.00

理学院

43

388,934.00

双创中心

3

240,920.00

后保处

3

119,700.00

保卫处

24

47,042.64

现教中心

13

45,289.00

化工学院

1

9,940.00

信息学院

1

2,280.00
17

5,752,926.00

合

计

1200

11,158,399.64

（陈祥福、赵勤伟）

安全环保
暑期及开学初实验室安全检查情况通报
今年暑假期间，学校安全办组织对徐汇校区实验室共检查 2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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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实验室 755 间，查出隐患 728 条；开学至 9 月 27 日，共检查 4
次，检查实验室 128 间，查出隐患 123 条。检查发现普遍存在的问题：
1、进入实验室着装不规范，如穿露趾鞋或暴露脚背的鞋、短裤、裙
子进入实验室，披着长头发未束起等；2、未按要求规范穿戴个人防
护用品（实验防护衣、防护眼镜、手套等）；3、用电器、插座使用不
规范；4、化学品试剂无标签或标签模糊；5、易制毒、易制爆等国家
管控化学品使用、暂存不规范；6、气体钢瓶未固定；7、无安全日检
查表。此外，个别实验室存在卫生状况不佳影响实验室安全；自制操
作架电线敷设错误，电源线外露，插座代替开关；本科生单独做实验；
实验室废弃物随意丢弃、堆放等情况。具体检查情况详见：
http://sbc.ecust.edu.cn/xhxqsysaqjctb1/list.htm
（周健）

学校集中处置历史遗留剧毒化学品一批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党的
十九大安保任务的相关工作要求，同时配合上海市公安局关于 “开
展剧毒化学品专项集中处置工作”的要求，学校对全校范围内使用剧
毒化学品进行实验的单位再次进行全面、彻底、细致地排查，共发现
各类剧毒化学品 8 种计 8000 余克，汞及汞盐化学品 6 种计 6000 余
克，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在属地公安机关监督下交资质公司进行销毁
处置。
（周健）

2017 年新进研究生安全教育考试情况
截至 9 月 28 日，2017 年新进研究生共 2485 人通过学校“安开
网”安全教育考试平台参加安全教育考试，其中，2408 人通过考试，
通过率 96.9%。
（周健）

奉贤校区（责任编辑：袁洪学）
走访实验教学中心，确保实验教学顺利进行
开学第一天，奉贤校区办公室走访了开设大面积基础实验和化学
类专业实验的实验教学中心，了解第一周就有实验教学的实验室准备
情况、化学药品的采购、本学期实验安排以及目前是否存在困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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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各实验教学中心上好学生安全教育第一堂课，遵守学校《实验室安
全环保管理规定》和学院相关规定。对于药学实验教学中心通风系统
改造项目用电增量问题，协助其与后保处动力科联系沟通，尽可能减
小项目进度的影响，确保实验教学顺利进行。（翁瑞妹）

开展国庆前实验室安全大检查
9 月 28 日，实装处奉贤校区办公室会同保卫处对奉贤校区部分
实验室进行了国庆前安全大检查。要求各实验室 9 月 30 日下班前做
好检查工作，国庆期间实行封门制度。据统计，国庆期间药学实验教
学中心和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安排到岗值班。
在检查中发现并要求整改的问题的学院有化学、化工、药和外语
学院。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①药品储藏室无药品领用记录；②未按
要求佩戴防护眼镜；③科研实验室未制定实验室相关管理规定，卫生
状况不佳，有些大设备缺乏相应的操作规程等。
（翁瑞妹）

党建之窗（责任编辑：董玉国）
扎实抓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系列学习活动
实装处采招
中心联合党支
部扎实抓好“两
学一做”学习教
育，开展系列学
习教育活动：9
月 12 日集中学
习贯彻习总书
记“7.26 重要
讲话精神；9 月
29 日开展“向黄大年同志学习 争当合格共产党员”专题党课等等。
通过学习习总书记“7.26”讲话，支部成员感受到十八大以来的 5 年
国家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蓬勃发展，更加注重民生需求，
注重党的内部的廉政建设。黄大年对党忠诚，教书育人，心系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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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诚奉献，将个人价值与国家命运相连，面对种种困难，不怨天尤人
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支部成员。通过学习教育活动支部成员表示要
学习黄大年同志刻苦奋进，为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时刻牢记党员的
职责和义务，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十九大的召开。支部号召每一位党员
立足自己服务岗位，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工作，用饱满的工作热情为
学校事业发展积极奉献。
（王信儒）

微信推送
 学校召开 2017 年秋季安全工作会议
 资源与环境专业实验教学中心徐汇校
区实验室新学期全新启动
 学习贯彻习总书记“七二六”重要讲话
精神
 即将上线！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类物质采
购平台
 开课了！小长假实验室安全小课堂
 教育部专家来我校开展高校实验安全
管理现状调研
 预评估专家来我处访谈考察和指导工
作
 今向黄大年同志学习 争当合格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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