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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开展“实验室安全月”系列活动 

◆ 实验室室外供气系统建设专家论证会召开 

◆ 东华大学资产管理处一行来校调研交流  
◆ 云南省高校资产协会一行来校调研交流 

◆ 安全办带队赴化工区参加“华理—巴斯夫”安全环保研讨会 

◆ 我校举办实验室安全用气专题讲座  

◆ 我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系统（第一期）上线运行 

◆ 我处退休教职工返校欢聚重阳节 

◆ 实验室最新安全检查情况通报 

简讯(点击相应标题，可浏览相应内容） 

http://sbc.ecust.edu.cn/2017/1129/c1568a71365/page.htm
http://sbc.ecust.edu.cn/2017/1122/c1568a71103/page.psp
http://news.ecust.edu.cn/news/42525?important=&category_id=62
http://sbc.ecust.edu.cn/2017/1124/c1568a71180/page.htm
http://news.ecust.edu.cn/news/42361
http://sbc.ecust.edu.cn/2017/1122/c1568a71104/page.htm
http://news.ecust.edu.cn/news/42183?important=0
http://sbc.ecust.edu.cn/2017/1030/c1568a70213/page.htm
http://sbc.ecust.edu.cn/xhxqsysaqjctb1/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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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管理（责任编辑：董玉国） 

推进各学院用房定额收费内部核算收缴工作 

学院用房定额收费是学校提升用房资源使用效率的重要举措，实

装处根据各相关部门提供的学院数据完成了各学院用房定额收费核

算并和各学院进行了沟通核准。11 月 13 日，校长办公会听取了学院

用房定额收费计算结果的汇报，并对后续工作作出了部署。按照会议

要求全校各学院所有用房统一按照文件规定纳入定额收费范围内，实

行“定额配置、缺额奖励、超额收费、年度结算”的管理原则。财务

处已经为各学院开通了用房收费专用账户，并设立了用房缴费账户负

面清单。11 月各学院应完成内部用房定额收费核算计算工作，并统计

好缴费账户报财务处转账专用账户。12 月 8 日起财务处进行从学院

专用账户扣缴；未完成的学院从“发展业务费”账户扣缴，并报校长

办公会，校领导约谈学院。(王瑞寅） 

实验室管理（责任编辑：袁洪学） 

审核评估督察组对实验教学中心进行现场督察 

为进一步巩固提升本科实验教学工作，迎接 2017 年教育部本科

教学审核评估，11 月 15-21 日实装处协助审核评估督察组对奉贤及

徐汇两校区各实验教学中心的进行了现场考察。各督察组在检查中发

现的具体问题已经反馈，强调各实验教学中心进一步清理各实验室及

接待专家场所的环境卫生，实验室故障设施、设备及时维修，拆除报

废设备，个别存在隐患的即刻整改，每个实验室应有对应实验的教学

大纲、实验指导书签到记录表、以及近期部分实验报告，设计好专家

来访时的参观路线等。（刘扬） 

本学期实验教学中心开放实验项目报名情况通报 

根据教育部资产管理要求，学校购置的贵重仪器使用年标准机时

数应达到 800 小时。经汇总统计，我校 2016-2017 年大型仪器使用未

达到标准机时数的有 80 台套，较 2015-2016 学年下降 5 台套，在各

学院分布情况如下（按平均使用机时数由低到高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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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名称 报名项目数 报名人次数 

发酵工程实验教学中心 9 213 

材料实验教学中心 7 43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4 34 

化工专业实验教学中心 3 3 

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 2 186 

药学实验教学中心 2 40 

电子与信息实验教学中心 1 1 

合计 29 520 

我处组织实验教学中心教师参加第 50 届全国高教仪器设备

展示会 

11 月 1 日-14 日高校实践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系列活

动暨第 50 届全国高教仪器设备展示会在南京召开，为了解实验室装

备最新成果，学习兄弟院校先进管理经验，进一步推进我校实验室管

理工作，实装处组织各实验教学中心 12名实验技术人员参加了会议。

展会期间，与会老师认真听取大会论坛报告，积极参加学习交流，增

长了见识，开拓了视野。（刘扬） 

物资供应（责任编辑：董玉国） 

今年 1-10 月物资采购合同情况通报  

为规范学校物资采购合同管理，学校颁布实施《物资类采购合同

管理细则》（校实〔2017〕5号）。为方便师生及时了解细则内容，实

装处通过“华理实装”微信公众号及时推送在物资采购合同管理细则

中注意事项，对常见的问题进行解答，让信息多跑路，让师生少走弯

路。同时实装处制作了《物资类采购合同审核告知单》针对师生办理

合同过程中七类常见问题及要带的必须材料等，进行一次性告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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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办事效率及服务水平。截止 10 月底，全校物资类采购合同共签

订 532 份，合同总金额约 9千万。（张伟毅） 

2017 年物资采购类合同统计表 

合同分类 合同数（件） 金额（万元） 

设备类 222 3892.47 

仪器类 55 2560.06 

维修、加工服务 31 357.39 

测试费 30 98.12 

系统软件 65 1495.26 

原材料类 118 536.09 

家具类 11 82.91 

合计 532 9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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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加强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台账报备管理 

今年 8 月，市公安局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实施新的管理要求，由

原先的事后报备属地公安，改为须在上海市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管

理信息系统上申请购买，经属地公安审批后上报上海市公安局同意方

能实施采购。按照新的管理要求，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须如实

记录生产、储存、销售、购买、使用等各个环节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

数量、流向，并对使用单位总量进行控制。师生在学校化学品管理平

台上，对购买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使用情况必须及时进行台账登记，

否则将影响学校采购额度。（张伟毅） 

装备资产（责任编辑：董玉国） 

10 月份学校新购置大型仪器 3 台套 

今年10月学校各学院（部门）购置装备资产合计683台套，总值

997.37元。其中4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3台，总值226.12万元，

占新购置装备资产总值的22.67%。3台大型仪器分别是机动学院购置

的飞秒激光系统，具有稳定输出光源，能连续长时间工作，维护性好，

可靠性高；药学院购置的高通量流式细胞分析仪，是2015年上市的创

新仪器，在灵敏性、稳定性等重要性能指标上处于领先水平；资环学

院购置的实时荧光定量PCR仪，是适合于基因表达和突变分析的一种

全新的研究平台，能满足基因组研究中基因检测、基因定量、基因分

型和基因扫描等广泛的科学应用需要。以上仪器设备的购入和有效使

用，将积极推动学校教学科研事业的发展。（赵勤伟、陈祥福） 

今年 10 月处置装备资产 14709 台件 

2017年10月，全校共计上报校长办公会处置装备资产3批，合计

14709台件，资产原值总计1488.23万元。其中通用设备765台件，原

值613.11万元；专用设备13台/件，原值6.99万元；电气设备14台件，

原值5.65万元；仪器仪表及其他6台件，原值0.64万元；文艺体育设

备34台件，原值16.40万元；家具用具13877台件，原值845.45万元。

（赵勤伟、陈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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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环保（责任编辑：徐宏勇） 

开展实验室安全管理软件使用专项培训 

10 月 31日，学校举行实验室安全管理软件使用专项培训，安全

办、材料学院、化工学院、化学学院、资环学院、理学院、机动学院

及生工学院的安全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培训由安全办主任徐宏勇主

持。培训开始前，徐宏勇从党的十九大对安全工作的新要求及 2017

年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现状出发，对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引入“互联

网+”思维的重要作用与意义进行了阐述，希望通过引入实验室安全

管理软件，达到全员参与、动态监管、闭环管理、消除隐患、确保安

全的效果。软件工程师通过对实验室安全管理软件的介绍、APP演示、

现场答疑等方式，对学院安全管理人员进行气体钢瓶安全管理板块、

实验室安全检查板块的使用进行培训。参加培训的教师对实验室安全

管理软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表示通过该软件可以实现 PC 端、移动

端的操作，做到多场合、多时间段查看、处理实验室安全相关事宜；

同时，动态管控能够清晰地显示实验室内气体钢瓶的现状及变更情况；

实验室安全检查模块更是可以将每间实验室的安全检查结果以及整

改要求发送到实验室安全环保责任人，真正做到“全面覆盖、不留死

角、责任到人”。近期学校组织学生志愿者在对实验室安全巡查中也

使用了该软件对检查情况进行记录、拍照。（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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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校区（责任编辑：袁洪学） 

组织相关人员参加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培训 

10月 24日，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特种设备从业人员培训，

培训内容主要为《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场（厂）内专用机动车

辆安全监察规程》、隐患排查指南和典型事故案例等，奉贤校区有 7

位特种设备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据统计，奉贤校区现有

特种设备 135 台，其中锅炉 2 台、灭菌锅 4 台、叉车 1 辆、电梯 30

部、分汽包 1 个、钢瓶 97 个。（翁瑞妹） 

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加强实验教学中心安全检查 

为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加强了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的安

全检查和治理。实装处奉贤校区办公室对实验防护措施、实验室环境

卫生、规章制度和安全标识的张贴、废液收集等进行重点检查。学校

审核评估督察组于 11 月 15 日、20 日全部实验教学中心进行全面检

查，对考察中发现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反馈各实验教学中心予以整改。

实装处奉贤校区办公室还组织了实验室废液和实验废弃物的集中收

集，以改善实验室环境。此次收集实验室废液 375 公斤，实验废弃物

150 公斤。（翁瑞妹） 

奉贤校区实验 7 楼通风系统改造正在实施中 

今年奉贤校区实验 7 楼药学实验教学中心和化工专业实验教学

中心实验室通风系统改造项目先后进行实施。药学实验教学中心通风

系统改造项目于 8月底启动，目前已基本完成；化工专业实验教学中

心通风系统改造项目于 11 月开始施工，计划明年 2 月初完成。（翁瑞

妹） 

党建之窗（责任编辑：董玉国） 

学习“洋山精神”党支部参观洋山深水港全球最大无人自动

码头（点击浏览详情） 

 

http://sbc.ecust.edu.cn/2017/1107/c1568a70573/page.htm
http://sbc.ecust.edu.cn/2017/1107/c1568a70573/page.htm


                              实验室与装备处 

 

9 

微信推送 

 【本科教学迎评促建第一线】迎评

促建大家知 

 你会戴口罩吗？ 

 实验室安全月启动，首场个人防护

用品安全讲座举行 

 党的十九大会议期间实验室安全检

查情况通报 

 学习“洋山精神”党支部参观洋山

深水港全球最大无人自动码头 

 我处组织召开实验室外供气系统建

设专家论证会 

 东华大学资产管理处一行来我校调

研交流 

 云南省高校资产协会一行来校调研

交流 

 【实验室安全】气宗修炼心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