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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主要内容： 

 我校开展学期初实验室安全检查 

 云龙区生态环境局来我校检查指导危废工作 

 曹杰副校长到材化学院开展实验室建设调研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2020年度高等学校教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专项检查的通知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开展2020年度高等学校教学实

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项检查的通知 

 实设处在废弃物处置工作上迈出新步伐 

 我校组织参加“2020年高校科研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启动暨培训会” 

 我处组织开展第二期2020年“高校实验室安全月月谈”线上培训 

 我校组织参加实验室安全应急演练线上培训会 

 我处组织开展学校重点实验室安全抽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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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开展学期初实验室安全检查 

为进一步规范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和废弃物处置管理，保障学期

初实验教学的平稳运行，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工

作的通知》（苏环办【2020】284 号）文件要求，9 月 1 日，实设处在

全校范围内开展实验室安全大检查。 

检查组重点检查了涉及到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从危险化学品分类

存放、气瓶使用与存储、管制类化学品台账管理、废弃物管理等方面一

一实地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规定整改期限。同

时，按照徐州市教育局“两照一表”隐患整改相关要求，检查组复查了教

育管理部门提出的实验室安全隐患点，确保安全隐患整改到位。最后，

检查组查看了实验室安全用水用电以及消防设施完好情况。 

通过此次检查，进一步强化了我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

切实把实验室安全工作落到实处，为杜绝实验室各类安全事故和维护校

园的安全稳定起到了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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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区生态环境局来我校检查指导危废工作 

9 月 10 日下午，云龙区生态环境局马力队长一行三人来我校检查指

导危险废弃物相关工作，实设处实验室安全管理科工作人员全程陪同。 

检查组首先实地查看了我校危险废弃物暂存点基本情况和危废暂

存柜的建设情况，对废弃物日常管理流程进行了详细询问，根据目前我

校的实际情况，检查组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指导意见。现场检查结束后，

检查组人员和实设处工作人员就危废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交流，

云龙区生态环境局肯定了我校前期的危废处置工作，对危废动态台账系

统使用、实验室危废存储条件、进一步规范存储管理危废品等工作提出

指导意见。              

我校将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管理工作的通

知》（苏环办[2020]284 号）文件要求，结合检查组意见，进一步规范

危险废弃物相关工作流程，为下一步废弃物处置常规化、合规化打好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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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杰副校长到材化学院开展实验室建设调研 

为切实加强实验室建设，科学规划实验室布局，提升我校实验室建

设水平，9 月 17 日下午，曹杰副校长到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开展实验室

建设调研工作，实设处相关人员陪同调研。 

堵锡华院长代表材料与化学学院汇报了实验室基本情况，包括专业

设置、仪器设备、师资队伍、大型仪器设备情况等方面。从实验室仪器

设备、安全设施购置、实验队伍建设、废弃物处置、产教融合项目建设、

实验室改造等方面介绍了实验室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建议。张本业处

长就堵院长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曹杰副校长指出，实验室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教学。在做事

前要计算投入和产出，做到可持续发展，实现实验室的共建共享。要求

学院制定“十四五”期间发展规划，从专业发展、人才引进培养、实验室

建设、国际化等方面提出可行性方案。实设处要从全校实验室建设的角

度进行合理规划调整，扎实推动实验室建设工作，为提升我校实验教学、

实验室建设水平迈出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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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 2020 年度高等学校教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专项检查的通知 

10 月 10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根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

发 2020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安委(2020)1 号）要求，以及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教高厅

(20191 号）的精神，决定开展 2020 年度高等学校教学实验室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专项检查工作。 

检查内容： 

1. 实验室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与实际运行情况； 

2. 实验室安全培训、教育与准入落实情况； 

3.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等危险源管理体系与实际运行情； 

4. 实验室安全设施与个人防护的配置与保障体系建设； 

5. 实验室安全演练与应急能力建设情况； 

6. 实验室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改落实情况。 

文件要求，各高等学校要以此次专项检查为契机，做好教学实验室

危险化学品隐患排查，完善实验室管理长效机制，使教学实验室做到风

险可控，确保安全稳健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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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开展 2020 年度高等学校教

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项检查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教育部关于切实维护高等学校安全稳定的统一部署，

提升高等学校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10 月 14 日江苏省教育厅办公

室发布了《关于转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开展 2020 年度高等学校教学实

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项检查的通知》。 

文件要求，各本科高校要按照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 2020

年度高等学校教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项检查的通知》精神，

立即组织开展教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自查工作，认真查找问

题，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要以此次专项检查为契机，做好教学实验室

危险化学品隐患排查，即查即改坚决不留隐患；完善教学实验室管理长

效机制，继续做好 2020 年度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年度报告工作，

使教学实验室做到风险可控，确保安全稳健高效运行。 

检查内容： 

1.实验室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与实际运行情况（包括：实验室安全管

理机构及人员队伍、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实验室安全预算经费及运行

经费等情况）； 

2.实验室安全培训、教育与准入落实情况（包括：实验室安全培训、

教育与准入的规定、制度、形式、内容、次数、人数，开设实验安全内

容的课程数，学生选课人数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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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等危险源管理体系与实际运行情况（包括：学

校涉及危险化学品等危险源的实验室分布，危险源的种类、数量、采购、

存放、使用、处置、责任人台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规章制度，实

验危险化学品仓库、实验危险化学品废弃物处置等情况）； 

4.实验室安全设施与个人防护的配置与保障体系建设情况（包括：

实验室安全防范设施和装备、个人防护的配置情况，自动监控、泄漏检

测报警、通风、防火防爆、消毒、喷淋等设施设置维护及运行情况等；

实验室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情况）； 

5.实验室安全演练与应急能力建设情况（包括：实验室安全演练的

内容、次数、人数，实验安全应急处置预案等情况）； 

6.实验室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改落实情况（包括：实验室安全检查制

度，实验室安全检查记录及隐患整改落实闭环管理，实验室安全检查台

账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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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设处在废弃物处置工作上迈出新步伐 

为进一步有效推进废弃物处置工作，实设处实验室安全管理科工作

人员近期相继走访调研了涉及废弃物收集的相关学院，现场查看废弃物

收集和存放管理情况。根据我校目前废弃物处置工作的进展和现场调研

情况，学校为各学院废弃物收集点购置了警示标志牌，统一配备了废液

桶和存放装置，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和标准，在每一个收集点安装视频监

控。 

10 月 12 日，实设处邀请诺恩固体废弃物处置公司技术人员对我校

实验室废弃物科学分类回收进行现场指导，技术人员对老师们提出的疑

问进行了专业解答，并通过实例讲述了废弃物规范管理的必要性。 

此次硬件设施升级为废弃物正规化处置提供了有力保障，为切实加

强学校实验室废弃物管理，有效防范和遏制实验室废弃物污染，确保实

验室环境安全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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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组织参加“2020 年高校科研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启动暨培训会”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参加 2020 年高校科研实验室安全现场检

查启动暨培训视频会议的通知》文件要求，10 月 19 日上午，我校组织

全校各相关部门、二级学院共 124 位教职工参加“2020 年高等学校科研

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启动暨培训会”。实设处在行政楼 B315 会议室设立

分会场，集中参加视频培训会。各学院参会人员通过手机或电脑观看超

星在线直播。 

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张国辉致辞，并介绍了 2015~2019 年我国高校

科研实验室安全现场检查工作的整体情况，以及 2020 年高校科研实验

室安全的相关工作部署和具体工作要求。张副司长指出，实验室安全管

理要全员参与，各高校要强化红线意识，加强培训教育，做好安全保障

和信息化建设，设置相应的奖惩机制。要把实验室安全工作纳入工作考

核内容。 

江苏省教育厅科学技术与产业处张兆臣处长、浙江大学实验室与设

备处冯建跃处长、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林鹏教授分别就江苏省科研

实验室的管理经验，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问题与注意事项以及高校实验

室安全闭环控制的管理与实践经验做了专题报告。 

会后在实设处分会场，实设处张本业处长根据会议精神，结合我校

目前实验室安全现状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是根据会议精神立即部署开展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

题要当即列清单，及时抓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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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继续深化学校、二级学院、实验室三级安全管理责任，按照年

度工作计划落实签署实验室安全责任书工作； 

三是继续加强实验室安全硬件设施投入，完善废弃物管理整体流程，

实现危化品管理闭环。 

本次视频会议学习对我校科研实验室安全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和

指导意义。进一步强化了师生员工对科研实验室的安全责任意识，对于

切实有效地保障科研实验室安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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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处组织开展第二期 2020 年“高校实验室安全月月谈”线上培训 

2020 年 10 月 28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实验室管理工作分会主办了

第二期 2020 年“高校实验室安全月月谈”网络培训班，实设处相关人员

参加线上培训。 

本次培训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建设与实验室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兼秘书长、东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熊宏齐教授主持，邀

请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实验室管理工作分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实验室

与设备管理处处长黄开胜教授，江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刘仁

教授等专家就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核心理念、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信息

化探索与实践开设专题讲座，培训内容丰富且有实效。 

通过此次培训，参训人员提升了实验室安全管理能力、提高了实验

室安全意识，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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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组织参加实验室安全应急演练线上培训会 

为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提升实验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救援能

力，2020 年 11 月 2 日，实设处组织机电工程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

院、环境工程学院、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和

艺术学院参加“徐州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应急演练线上培训会”。 

本次应急演练采用线上培训方式，以实验室化学试剂喷溅为主题，

演练了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使用电热套加热酸性试剂时，发生锥形瓶爆炸、

试剂喷溅泄漏的事件。事故发生后，应急预案立即启动，相关部门响应

及时，行动迅速，按照处置流程和要求科学有序的进行了应急处置，将

事故伤害降到了最低。培训结束后，与会人员从实验室危险源识别、危

化品安全、个人防护安全等方面进行了学习交流。 

通过本次活动，提高了我校师生的安全防护意识与防护技能，增强

了实验人员应对实验室突发事故的应急处理能力，为学校实验室安全工

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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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处组织开展学校重点实验室安全抽检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按照《国务院

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 2020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安委(2020)1 号)以

及《关于转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开展 2020 年度高等学校教学实验室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项检查的通知》文件要求，2020 年 10 月 19 日至

12 月 12 日，实设处对我校范围内的各学院实验室开展安全抽检工作。 

此次抽检主要涉及环境学院、化工学院、食品学院、机电学院、土

木学院、人文学院、信电学院、艺术学院，对各学院实验室危险源进行

全面排查。排查过程中，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学院需制定整改计划并

限期整改。 

本次危险源排查，彻底核清了全校实验室的危险源信息，为危险源

安全风险档案和数据库的建立提供了数据支撑，为实验室安全管理奠定

了坚实基础。我校以此次专项检查为契机，做好教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

隐患排查，完善实验室管理长效机制，使教学实验室做到了风险可控，

确保了我校实验室安全稳健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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