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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实验室与装备处                         2022年 5 月 31日 

 

 

◆ 副校长朱为宏、李剑带队检查首批开放实验室运行情况 

◆ 学校召开大型仪器管理工作推进会 

◆ 学校召开实验室安全工作推进会  

◆ 实装处制定《校园准封闭管理期间实验室管理规定》 

◆ 实装处制定校园准封闭管理期间特需实验材料配送方案 

◆ 实装处组织准封闭期间实验安全巡查与特需实验物资保障 

◆ 5月底学校在用装备资产现状 

◆ 分析测试中心云课堂超 2300人次在线参加 

◆ 实装处党支部召开疫情防控专题组织生活会 

◆ 实装处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简讯(点击相应标题，可浏览相应内容） 

党委书记杜慧芳带队验收首批开放实验室 

https://sbc.ecust.edu.cn/2022/0527/c11481a144933/page.htm
https://sbc.ecust.edu.cn/2022/0527/c11481a144933/page.htm
https://sbc.ecust.edu.cn/2022/0512/c11481a144332/page.htm
https://sbc.ecust.edu.cn/2022/0512/c11481a144333/page.htm
https://sbc.ecust.edu.cn/2022/0614/c11481a145865/page.htm
https://sbc.ecust.edu.cn/2022/0614/c11481a145866/page.htm
https://sbc.ecust.edu.cn/2022/0404/c11481a143022/page.htm
https://sbc.ecust.edu.cn/2022/0511/c11481a144280/page.htm
https://sbc.ecust.edu.cn/2022/0511/c11481a144279/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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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5 月底学校在用装备资产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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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17197.69 5 1355.12 56 18552.81 

≥50 万元 347 43796.86 153 13120.56 500 56917.42 

≥40 万元 526 51830.81 229 16554.46 755 68385.28 

＜40 万元 53561 91256.78 55614 49622.22 109175 140878.99 

合计 54087 143087.59 55843 66176.68 109930 209264.27 

（张瑞） 

实装处组织准封闭期间实验安全巡查与特需实验物资保障 

根据《校园准封闭管理期间实验室管理规定》及学校疫情防控相

关工作要求，为保障准封闭期间开放实验室的安全运行与学生实验顺

利进行，实装处通过现场巡查与监控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对开放实

验室的监督管理。现场巡查主要查看开放实验室所属实验楼宇出入口

管理情况，包括值班值守、人员出入签到等情况，督促各开放实验室

严格落实开放实验室闭环管理，确保学校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监控巡查主要通过学校实验室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实验人员实验开展

过程，对发现的不规范实验操作行为及安全隐患进行警示通报。 

对开放实验室特需实验物资需求，实装处每周统计周用量计划，

及时对接供应商，落实学校关于进校物资管理要求，在学校缓冲区设

立物资暂存点，物资到货后立即组织采样消杀，充分静置后组织人员

配送至各实验室。 

对实验安全巡查与实验物资保供情况每天编辑《实验安全巡查与

物资保障工作日报》，对当日实验安全巡查和特需物资采购配送情况

进行通报，及时向各单位反馈安全警示信息和物资保障进度。 

5 月份自实验室开放以来，发出安全警告 3 条，并跟进督促开放

实验室现场责任老师整改；完成 1批次特需实验物资采购与校内转运

配送，共计 12 瓶气体。（任雷） 

https://sbc.ecust.edu.cn/gzjb2/list.htm
https://sbc.ecust.edu.cn/gzjb2/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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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管理（责任编辑：靳文浩） 

落实统计“场所码”使用负责人员 

按照学校重点场所精准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用房管理办公室在

前期统计 70 余栋学院用房楼宇基础上，逐一联络各学院落实场所码

事务负责人和日常情况处理执行人，保障后续扫码工作的有序开展，

提高通行和场所登记管理的效率。（王瑞寅） 

完成学院用房数据信息统计工作 

用房管理办公室依托历年学院用房使用数据，对学院用房开展了

数据整理工作，特别对其中特定用途用房信息进行核对，并完成了

《2021 年学院用房情况白皮书》，以年度时间节点落实用房数据存档

工作。此外，为配合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落实，对超定额缴费

账户进行统计。（张瑞、王瑞寅） 

开展多样化线上管理理论及业务实操培训学习 

为进一步夯实管理理论基础，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办公室业务实操

能力，居家办公期间用房管理办公室集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线上学习。

4-5 月期间主要学习的有各兄弟高校用房管理的相关文件、定额管理

办法、实验室公共通风设施的各项施工及维修养护作业的相关国家标

准文件。并通过视频形式观看了实际施工中的一些操作经验和注意要

点，通过学习积累助力将来更好地开展办公室管理工作。（张瑞） 

大仪共享（责任编辑：袁洪学） 

2021 年大型仪器使用绩效考核工作进展 

我校自 3 月份启动 2021 年大型仪器使用绩效考核工作，由于疫

情管控原因，部分仪器使用记录及相关数据提供受到限制。截止 5月

https://sbc.ecust.edu.cn/gzjb2/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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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化工学院、分析测试中心、信息学院、化学学院反馈了《2021 年

大仪效益考核填报表》，实装处对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校对审核。

（周健 秦文静） 

朱为宏副校长要求大型仪器使用管理情况纳入学院党政联

席会的议事内容 

朱为宏副校长在 5 月 11 日学校大型仪器管理工作推进会上，对

学院等二级单位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工作提出要求，强调各学院要充

分调动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将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

管理情况纳入学院党政联席会的议事内容中，形成长效机制，要及时

督促及奖励，要有危机意识，不断提升学院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管理

水平，形成合力，在科技部对我校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考核中取得更

好成绩。（周健） 

实验室管理（责任编辑：靳文浩） 

调研学习兄弟高校实验室管理制度和具体做法，修订学校实

验技术队伍建设相关文件 

为了进一步提高实验室管理能力，使管理工作更加精细化、规范

化，实验室管理办公室组织学习了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

学、天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的实验室工作管理规

定等文件，对学校《实验室工作条例》的修订进行讨论。此外，学习

了实验室期刊文章《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发展现状研究》、《“双一流”

背景下高校实验技术队伍激励机制的探讨》、《高校实验技术队伍职称

体系的改革与探索》等，结合对兄弟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建设工作的调

研情况和各实验教学中心的意见反馈，修订了学校《实验技术系列学

术技术水平任职基本条件》。（翁瑞妹） 

核实本科实验教学用房 592 间，计算用房使用效率 

本科实验教学用房是学院用房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实装处会对

其用房信息进行核对和更新。去年开发启用的“本科实验课程管理系

统”可以更加准确反映各实验教学中心用房情况和计算用房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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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实验室管理办公室对 17 个实验教学中心 592 间用房完成

核定，并根据 2021 学年本科必修课程中的实验课程统计结果进行分

析，针对部分实验室使用效率较低的情况，与所属实验教学中心逐一

核实，了解到这些实验室用于开展学生竞赛训练、创新实验、选修课

程实验或是毕业环节实验,其中法学专业实验室用于模拟法庭实践，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指导中心用于每年学生体质测试，不属于本科实验

课程。待实验室重启后，实验室管理办公室将进行实地调研，针对本

科实验教学用房不同用途制定相应要求，进一步优化使用效率计算方

法，以充分发挥实验室的功能，提高实验用房使用效率。（翁瑞妹） 

2021学年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学用房情况统计 

序号 实验教学中心名称 
实验教学

用房面积 

实验教学

房间数 

单位面积

人时数 

1 发酵工程实验教学实验中心 1439 21 97.58 

2 智慧商务实验教学中心 928 6 62.84 

3 工程创新实践中心 3281 34 58.16 

4 信息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9594 74 51.07 

5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4550 71 47.22 

6 药学实验教学中心 1357 19 43.26 

7 数学实验教学中心 403 5 42.21 

8 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8630 94 36.77 

9 化工实验教学中心 4233 71 26.34 

10 社会与公共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346 4 17.64 

11 材料实验教学中心 2907 37 16.23 

12 艺术设计与传媒实验教学中心 2195 14 13.60 

13 机械实验教学中心 3520 24 9.00 

14 资源与环境专业实验教学中心 2059 49 8.73 

15 外国语实验教学中心 4776 57 4.83 

16 法学专业实验室 259 3 / 

17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指导中心 1663 9 / 

总计 52140 592 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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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完成 2021 年度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

要求，实验室管理办公室协助安全办，组织各实验教学中心总结 2021

年安全工作完成情况，认真完成相关工作总结和数据信息采集，并加

强数据汇总审核，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于 5 月底完成学校

《2021 年度教学实验室安全年度报告》。 

此次年度报告较往年统计内容更为具体，在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

经费投入、安全队伍人员配备、安全责任体系建设、安全准入制度建

设、应急能力建设实施情况等方面有了更详细的填报要求。此次年度

报告的填报和分析总结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

保障学校实验教学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翁瑞妹） 

采购审核（责任编辑：袁洪学） 

积极筹措，确保学校实验室大仪设备维护及细胞培养 

4-5 月，为确保各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正常维护运行及细胞培养

保存等工作，实装处一方面积极联系气体供应商筹措所需气体满足供

给和相关高端仪器维护工程师，另一方面向上级部门申请相关车辆通

行工作。在多方协调下，保证了每两周一次为学校各实验室进行液氮、

液氦气体充装。4、5 月份共为徐汇、奉贤 2 个校区 6 个学院、112个

点位合计充装液氮 8147 升、液氦 305.6升。（何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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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校实验物资采购开展调研，做好实验特需物资保障工作 

为落实学校准封闭期间师生开展实验所需实验物资提供采购保

障工作，部门召开校园准封闭期间实验室物资供应专题讨论会，并对

平台商家是否可以提供实验物资及配送能力开展调研，在多方努力协

调下，最终落实气体和实验试剂平台供应商各 2 家。并做好相应采购

及运送安全预案，制定了“特需实验材料从采购管理流程”和实装处

内部管理流程，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防疫要求进行规范操作。组织供

应商分批次对徐汇校区实验室申请的特需物资开展供应，按照学校防

疫要求在校门口进行无接触交接，经消杀、采样，检测结果为阴后由

实验室与装备处组织配送到各实验楼宇。5 月下旬，部分实验室开放

后，共计采购气体 12 瓶、各类化学试剂 20瓶。（张伟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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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月份实装处采购平台各类审核 694 余单次 

为保障师生疫情期间业务办理需求，实装处在整个疫情期间采用 

“线上审核，实时办结”的方式，确保师生各项事务及时办理。期间

共受理外贸代理服务项目 6 项，进口设备 6 台件，金额约 268 万元；

审核学校货物类采购合同 5份，涉及金额 159万元；学校采购审核系

统，审核请款件数 20 件，合计金额 58 万元。材料类发票审核张数

375 件，合计金额 542 万元；材料类采购平台审核订单 288 单，涉及

金额约 27.5 万元。（张伟毅） 

装备资产（责任编辑：靳文浩） 

4-5 月入库审核装备资产 6 台件 

受疫情影响，4-5 月装备资产报增较少，共入库审核新购装备资

产 6 台件，总金额 8.55 万元。其中，通用设备 4台件，金额 5.82 万

元；专用设备 1 台件，金额 2.60 万元；家具 1 台件，金额 0.13 万

元。本月购置进口装备 1 台件，金额 3.90 万元；未购置 50 万元以上

装备。（陈祥福） 

4-5 月各单位新增装备资产统计表 

序   

号 

购置总体情况 购置进口装备情况 

单位 台件数 金额（万元） 台件数 金额（万元） 

1 资环学院 1 3.90 1 3.90 

2 机动学院 3 3.89   

3 化工学院 2 0.76   

合   计 6 8.55 1 3.90 

服务学校重点工作，统计相关装备资产信息 

为配合做好学校重点工作，实装处于 4-5 月统计相关装备资产数

据。4月，为保障学校疫情防控工作，装备办排摸徐汇校区在用臭氧

发生器。经逐一核实，共有 14 台符合要求的臭氧发生器可供学校使

用，分别属化工学院（4 台）、生工学院（1 台）、化学学院（1 台）、

机动学院（4 台）和资环学院（4 台）。 

5 月，为配合学校申请储能和生物医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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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一定单价以上装备资产数据和徐汇校区相关学院装备资产数据

并报规划处。（王信儒、陈祥福） 

完成全校 10.9 万余台件装备资产卡片信息核对工作 

为夯实装备资产管理数据基础，结合装备资产年度清查和绩效考

核情况，装备办对“装备资产管理平台”中全校资产卡片信息进行逐

一检查核对，共核对 10.9 万余台件资产信息。经核对，发现仍有部

分资产因存放地址变更和领用保管人调整未及时更新相关信息，或者

部分信息不具体、不规范（如存放地址无校区或者楼宇名等），影响

装备资产的日常管理和账实核对工作。根据核对情况，装备办于 4-5

月与相关单位一一沟通，反馈需整改问题清单，后续将继续跟进落实

整改，以进一步强化装备资产基础性管理工作。（陈祥福） 

参加 2022 年中央预算管理一体化预算编制网络培训 

4 月 21-22 日，实装处装备办、综合办相关人员参加 2022 年中

央预算管理一体化预算编制网络培训。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是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整合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和报告、政府采

购、资产管理等预算管理环节，形成预算全过程的管理闭环。 

涉及实装处的主要任务包括：上报学校资产存量情况、上报 2023

年度新增资产和车辆预算编制等。培训强调，财政部重点审核单位购

置车辆及单价 100 万元及以上设备的申请。实装处将按照学校部署，

加强部门间沟通协调，针对科目调整等变化内容提前做好各项实施准

备工作。（秦文静） 

集中学习装备资产管理相关法律制度 

为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强化装备资产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居

家办公期间，装备办集中学习国家相关法律、国务院、财政部、国管

局等下发的装备资产管理相关制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国务院《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财政部《国

有资产报告编报工作暂行办法》、《中央级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设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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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管理办法》，国管局《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软件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中央国家机关通用办公软件配置标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

法》等制度。（陈祥福） 

完成年度教育部、国管局装备资产报表填报工作 

4-5 月期间实装处完成了《2021 年度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决算报告》和《2021 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中学校装备资产

年度变动信息的编制及上报工作。目前，上报装备资产数据已通过教

育部平台校验和人工审核。 

截止 2021 年底，学校在帐装备资产 109308 台件，总值约 20.80

亿元，总值同比增长 4.47%，累计折旧额约 14.93 亿元。其中 50 万

以上通用设备 429 台件，100 万以上专用设备 12 台件，在帐挂牌机

动车 39 辆。2021 年新增装备资产 8924台件，总值约 1.69亿元；上

报处置核销装备资产 6666 台件，总值约 8188 万元。（张瑞） 

完成 2021 年度国产设备退税分类筛选工作  
按照《财政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构采购设备增

值税政策的公告》要求，实装处根据《高等学校固定资产分类及编码

手册》等指导文件，结合仪器设备使用方向，对 2021 年度新增的 8924

台件装备资产，按照四项大类、23 项子类开展分类统计工作，筛选出

1748台件符合退税条件的仪器设备，总金额约 3752 万元。目前已将

筛选清单交付财务处开展后续退税办理工作。据了解，2020 年度国产

设备退税申报后，到账退税款合计约 62 万元。（张瑞） 

安全环保（责任编辑：徐宏勇） 

组织参加教育部 2022 年实验室安全培训会 

4 月 19 日，实装处（安全办）组织各学院实验室安全分管领导及

安全员参加教育部“2022年高校实验室安全培训会”，由于疫情影响，

本次培训会以线上直播方式进行。培训会上，清华大学实验室管理处

副处长艾德生对本年度《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做了详细

说明和解读、苏州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魏永前介绍了苏州大

学的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中国矿业大学安全科学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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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爽院长进行了《双重预防机制在实验室安全管理中的应用》的专

题报告。本次培训使我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对本年度的教育部专项

检查有了进一步了解，通过以查促改、以查促建的方式，进一步压实

各级单位主体责任，切实提高我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水平。（李晨晨） 

完成教育部教学实验室安全年报、实验室安全自查自纠报告 

撰写教育部教学实验室 2021 年安全年报以及 2022 年度实验室

安全自查自纠报告，由于受疫情影响，现场检查部分无法完成。通过

本次填报总结工作，我校实验室安全工作仍存在较多不足，例如：相

关管理制度缺失、安全课程体系建设欠缺等，需要在未来进行长期推

进。（李晨晨） 

持续推进理工类学院实验室安全重点项目工作 

本年度各学院开展实验室安全重点项目。4 月份主要进行前期调

研工作，5 月份各学院拟定初步方案，主要集中在实验室空间布局、

集中供气、危险化学品存储条件改善等。各学院将在 6月份细化各项

方案，在现有疫情防控条件下继续推进进度。（李晨晨） 

持续开展实验室安全视频日常巡查工作 

自 3 月初校园封闭以来，安全办利用实验室视频监控系统，持续

开展视频日常巡查工作，发现的实验室安全隐患及时反馈学院，督促

整改，在疫情管控期间也保障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有序开展。（李晨晨） 

持续推进理工类学院实验室安全课程建设 

2022 年秋季我校研究生阶段将全面开设实验室安全课程，安全

办主动与学院对接，与任课教师及实验室安全分管领导开展线上交流，

为各学院开课内容把脉问诊，提供参考意见。并谋划在 6 月份邀请相

关学校已开展实验室安全课程的责任教师开办线上讲座，为我校师生

传经送宝。（徐宏勇） 

高教司邀请我校为全国高校介绍实验室安全数字化经验 

为贯彻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教

发厅函［2022］11号）要求，进一步提升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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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提高实验室管理人员的安全责任意识，掌握实验室安全知识和技

能。教育部高教司将于 2022 年 6 月 10-11 日举办线上高校教学实验

室安全与管理培训班。高教司课程教材与实验室处 5 月 31 日特邀我

校派代表出席作为主讲教师，介绍实验室安全数字化经验。（徐宏勇） 

微信推送 

同心抗役 

➢ 准封闭期间分析测试中心部分仪器

开放通知 

➢ 分析测试中心云课堂圆满结束，超

2300人次在线参与 

党建之窗 

➢ 实装处党支部召开疫情防控专题组

织生活会 

➢ 实装处党支部召开 2021 年专题组

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会议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7547&idx=1&sn=4e03d61fce6ddd5349b0f6ce330b36aa&chksm=e94e64f3de39ede5c7ed72696de4ed6a8346267fa28992f28845b9a9eda1355dc692c13404fc&token=935229686&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7547&idx=1&sn=4e03d61fce6ddd5349b0f6ce330b36aa&chksm=e94e64f3de39ede5c7ed72696de4ed6a8346267fa28992f28845b9a9eda1355dc692c13404fc&token=935229686&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7533&idx=3&sn=8ef7cc9b4f3d5c7deb3e3fc295f1887e&chksm=e94e64e5de39edf30bcf21473f8e6dbfeaff65acf1851b2c67b4d99ff89ff5abf0b6c53f0a81&token=935229686&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7533&idx=3&sn=8ef7cc9b4f3d5c7deb3e3fc295f1887e&chksm=e94e64e5de39edf30bcf21473f8e6dbfeaff65acf1851b2c67b4d99ff89ff5abf0b6c53f0a81&token=935229686&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7533&idx=1&sn=609fa6581d76cf16209a21e38e4343b1&chksm=e94e64e5de39edf33b99f66e0277a391710b6ac8448c20bf6dd1d9959bbb6ee76cf4d0aa2334&token=935229686&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7533&idx=1&sn=609fa6581d76cf16209a21e38e4343b1&chksm=e94e64e5de39edf33b99f66e0277a391710b6ac8448c20bf6dd1d9959bbb6ee76cf4d0aa2334&token=935229686&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7533&idx=2&sn=ba39b5218ea6f0b9212006abe91fbce7&chksm=e94e64e5de39edf34471aae7f73059acd63144209e16c91c38b4397f99c04296a62b2ac75e4f&token=935229686&lang=zh_CN#rd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TM5MjgwNw==&mid=2247487533&idx=2&sn=ba39b5218ea6f0b9212006abe91fbce7&chksm=e94e64e5de39edf34471aae7f73059acd63144209e16c91c38b4397f99c04296a62b2ac75e4f&token=935229686&lang=zh_CN#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