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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处召开《学院用房定额管理办法》意见征询会
我处组织召开化工学院专业实验室搬迁建设方案专家论证会
上海交大资产管理与实验室处一行来我处调研交流
徐汇校区《排水许可证》的延续申请工作已完成，有效期至 2021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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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管理
办公用房清查工作进展顺利
由于近期学校进行了大面积中层干部调整，部分领导干部办公用房
有变更情况，按上级文件要求由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牵头，实验室
与装备处配合在全校中层领导干部中开展用房自查清查工作。实装处分
别对徐汇、奉贤和金山校区总计 181 名中层领导干部办公用房进行了全
面清查备案工作。4-5 月开始实装处工作组分别对新任职领导干部的办
公用房进行重新核查、拍照备案，校内各单位积极配合，切实保证了学
校的工作进度和整改实效。
（董玉国）

轨道交通 15 号线动迁工作评估进行中
轨道交通 15 号线施工在即，为配合施工，沿线实验十二楼辅楼等建
筑将进行一定程度的搬迁、改造施工。为了支持各学院教学、科研工
作，减轻施工、搬迁等对仪器设备的损耗，实装处与政府指定的评估公
司紧密联系，对各单位上报的资产进行逐一核对与梳理，使评估工作顺
利、有序的进行下去。目前已经配合评估公司完成房屋实地勘察和设备
仪器等物品的现场评估工作。
（董玉国）

实验十九楼动迁准备稳步推进
实验十九楼动
迁准备工作在学校
动迁领导小组统一
部署下稳步推进。
前期部分准备工作
已完成，对徐汇校
区工程训练中心楼
顶层临时建筑的拆
除、对其他层面的
修缮工程项目已进
入实施阶段。日前，
顶层拆除及防水施
工已基本结束。
（王
瑞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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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管理
我校上海市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建设计划项目完成结题
4 月 14 日我处组织召开“实验与实践教学建设委员会”会议，专题
讨论我校申报的 2013 年上海市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建设计划项目结题考核
评议工作。经评审，共计 30 人完成项目相关指标，其中 22 人优秀，1 人
因病休取消项目。项目期间共计发表研究、教改及实验室管理方向论文 90
篇，参与申请专利 12 项，参与教改项目、新教材编写、新教案制作 20 项。
通过本项目，充分锻炼了实验技术人员队伍，达到了项目预期。（刘扬）

我处制订《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奖励费分配办法》
根据《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评估与奖励办法》，20142015 年我校通过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共享的大型科学仪器设施
获得共享服务奖励金额 26.2 万元。根据共享奖励合同规定，实验室与装
备处制定了《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奖励费分配办法》，明确奖励资
金的分配使用规则。
（刘扬）

我处制订《仪器设备重大维修论证审核工作规范》
为加强仪器维修管理，实验室与装备处日前制订了《仪器设备重大维
修论证审核工作规范》
，对 10 万元以上的重大仪器设备维修项目的论证及
审批进行规范。我校仪器维修管理工作规范程度显著提高。（刘扬）

物资供应
化学品管理平台运行良好
4 月 18 日，学校“化学品管理平台”正式启用。在全校师生大力支
持下，平台运行正常有
序，上海地区主要化学品
供应商基本入驻平台，达
到预期目标。
目前平台供应商主
要由学校老师推荐，实装
处进行化学品经营资格
审查。正式运行以来供应
商数量逐步增加，共有 39
家供应商提出申请，其中
29 家已通过资质审核后
签约上线销售，所有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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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都承诺安全送货到约定实验室，希望师生共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与实
装处反馈（642-52448）。为了加强化学品使用过程管理，希望老师做好化
学品使用明细台账。
（张伟毅）

外购材料和委托外单位测试加工费用报销实行新规
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审计处、财务处会商，4 月 18 日起：
一、学校外购材料须办理验收手续，并填写《外购材料验收单》，与
发票一起分别由经手人、验收人、项目负责人签字后审核报销。
二、委托外单位的各项测试、化验、加工项目的审核报销时，须附有
测试清单。
（张伟毅）

装备管理
装备资产清查工作有序进行
根据学校国资清查统一部署，成立了装备资产清查工作小组，制定了
学校《装备资产清查工作实施方案》，并自 4 月起在全校范围内全面展开
装备资产清查工作。截止 5 月 19 日，全校共 52 个二级单位，已有 44 家
完成清产盘点，并上报相关材料。
（陈祥福）

资产管理平台基本建成
4 月底，北京化工大学国资处陆敏峰老师受邀来校，搭建学校资产综
合管理信息平台。4 月 29 日下午举行了平台启用仪式，并进行了专题培
训，解答了有关问题。通过一段时间运行、调试，平台系统功能基本适应
学校需求。目前
实装处已经开通
了各二级单位管
理员账号，下一
阶段将进行集中
培训，从而通过
平台实现校内装
备资产全方位、
多级、动态的全
过程管理。为规
范和加强学校国
有资产管理，不
断完善管理制
度。
（陈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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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仪器设备资产处置管理细则》发布实施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仪器设备类资产处置管理，有效遏制随意处置资产
的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我处起草制定了学校《仪器设备资产处置管
理细则》，日前学校发布实施。
（陈祥福）

学校《仪器设备资产最低使用年限表》发布执行
为加强学校仪器设备资产管理，方便各单位对仪器设备资产处置的申
报，根据财政部、科技部等有关规定，参照社会行业相关标准和相关高校
的做法，我处起草制定了学校《仪器设备资产最低使用年限表》，日前学
校发布执行。本年限表是仪器设备资产最低使用的年限，不是报废年限。
对已达到最低使用年限但尚可继续使用的资产，要继续使用，充分发挥资
产的使用效益。
（陈祥福）

安全环保
学校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成员调整
由于学校校领导、中层领导干部调整及学校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
的变化，学校决定对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的成员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以钱锋副校长为组长，核技术利用单位主
要负责人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组员；辐射安全工作小组以安
全办主任叶肇敏为组长，并指定核技术利用单位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工作
人员为组员。
（周健）

我校参与上海博耳新项目环评报告公众调查
上海博耳精细化学有限公司就上海化学工业区 5500 吨/年水性及 UV
油墨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我校意见。在收到该环评资料后，安
全办组织我校相关专家，从大气、水环境及危险源评估等方面，对该项目
环评资料进行审阅，并出具环评意见。
（周健）

案例追踪——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的警钟
2016 年 5 月 6 日，黄洋父母向徐汇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将复旦
大学、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吕某某及天津市化学试剂研究所有限公司
告上法庭。此事件给我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敲响了警钟，就在不久前
的“五一”实验室安全大检查中，检查人员发现某实验室在普通冰箱内存
放一年前私自购入的剧毒化学品叠氮化钠的严重安全隐患，叠氮化钠既是
国家管控的剧毒化学品，其本身又有爆炸性，遇摩擦、撞击会爆炸，非常
危险。该实验室未通过学校而是私自购买叠氮化钠，且未按照最长一周用
量使用及无害化处置，在存放时未采取“五双”管理制度，未采取任何防
盗措施；指导教师及相关学生对国家、学校的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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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该试剂公司违规将叠氮化钠私自销售给该实验室，都是严重违规行
为，给实验室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师生应以黄洋事件
为戒，规范管理，确保安全。
（周健）

奉贤校区
严禁携带化学品乘坐校车
随着科研团队和大学生创新项目的增多，近期发现有个别学生携带化
学品乘坐校车现象。为保证学校和师生安全，实装处近日发出通知请各学
院加强对指导教师和学生的安全教育，严格遵守学校《教职工班车委托代
运物品管理办法》
《实验室安全环保管理规定》
《化学危险品管理办法》等
规定，严禁携带化学品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和用其他没有相应运输资质的交
通工具转运化学品。同时，对从仓库领取化学品的师生进行口头和书面提
醒。
（翁瑞妹）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工作已完成
安全办已组织专业公司对今年奉贤校区的防雷设施进行了检测，检测
发现的相关问题已由保卫处安排相关专业进行施工整改。（翁瑞妹）

党建之窗
党支部制定年度组织生活计划推进表
实装处采招中心联合党支部制定年度支部组织生活计划推进表。每次
组织生活由 1 至 2 位党员围绕一个主题作引导性发言，其他支部成员开展
学习讨论。
（董玉国）

党支部和积极分子切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一是加强理论学习。组织学习党章、党规、系列讲话、经典原文等提
升支部成员思想政治素质，锤炼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定理想信念。二是开展党风廉政学习。要不断加强党风廉政教育工
作，传递正能量影响力。三是开展业务学习。以提升服务水平打造服务型
部门为目标，改进工作作风提搞办事效率，发挥党员在部门中的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积极服务学校发展、服务师生提升部门成员业务能力。四是开
展读书心得交流活动。营造良好支部学习氛围，提高支部成员的文化修养
和思想道德素质。
（董玉国）

谢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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