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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26日，学校实设处安全督查员刘幸福老师检查

研究中心落实学校隐患整改要求具体情况。

    他根据实设处1-3月两次下发的《实验室技术安全隐患整

改通知书》，由各单位安全员陪同，现场逐条核实整改结

果。对已经完成整改的隐患拍照见证，需要进一步完善或者

优化的地方，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他强调，安全事关重大，关系师生人身与财产安全，关

系校园安全、和谐与稳定。师生要不断强化安全责任意识，

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确保科研实验工作安全开展。尤其

是能源实验室从事化学实验，师生多、隐患多，是安全管理

的重点区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防事故发生。并对能源安

全员李吒老师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同时，针对能源实验室普遍存在的卫生问题，刘幸福也严肃指出，良好的卫生条件是从事科研实验

的基本要求，希望各个房间加大每日清洁与检查力度，着力提升内部卫生状况，保持整体环境整洁有

序。

安全检查 学校实设处安全督查员复查研究中心隐患整改情况

实设处安全督查员刘幸福复查整改情况并拍照见证

公共服务安全员岗专任教师 工作例会召开首次安全会议

    2019年4月4日下午4:30，研究中心4月份安全

检查期间召开了公共服务安全员岗专任教师安全

工作例会。会议由技支部主任李宇航主持。月度

检查轮值安全员同时参会。

    会上，李宇航听取了本次安全检查情况汇

报。他指出，夏季即将来临，气温逐渐上升，各

单位要注意查看实验室空调运行状况，发现故障

及时维修，使环境温度维持在正常水平，确保实

验安全。

    他通报了近期发生的几起险情，指出安全形

势的严峻，并通过分析事件经过，进一步强调了

日常安全管理要求。
工作需要进行条件建设。如果私自改造，或擅自

改变房间用途，使之与初始设计用途相违背，会

潜伏巨大的安全隐患，可能导致现有的实验
    一、严格遵守实验操作规程。操作规程是实

验安全的有力保障，应明确可靠并严格遵守。当
。

操作不当出现险情时，当事人
    一以贯之，新大楼实验室装修工作也是通过

力所能及地
前期广泛调研，依据安全标准建成。因此师生搬

迁入驻后，应 。

    三、加强师生安全习惯培养。习惯的养成需
    二、严禁随便改变房间用途。为

要反复的教育与督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每间实验室启用前均已根据实验

希望大家引以为鉴，加强本

单位安全管理，落细落小落实，努力将事故扼制

在萌芽状态。
风险

等级超过预设的防护能力，从而引发安全事故。

师生应充分认识到其中的道理，避免受到伤害
切勿慌乱甚而逃

跑，应保持冷静并 积极处理现场，防

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这是自身责任所在，也是师
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

生安全所系。

保障实验工

作的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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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查 研究中心验收F104实验室整改情况

    2019年3月，根据微纳制造团队的申请，研

究中心技支部对该团队F104实验室进行了现场检

查与验收。

    2018年12月26日 实验

室突发险情。一名博士生因论文修改意见要求补

充表征数据， 开展水热法

合成硫化鉏实验。由于实验过程控制不当，反应

速度较快，气体随通风口排出，导致周围出现严

重异味。经中心及时联系实验室责任人紧急处

理，截止27日下午5:00已无明显异味。

    鉴于

所属
    郭志卿对团队整改情况给予了肯定，并进一

步强调了学校与中心安全管理要求。他说，
。中心采取封门措施并下达了整改通

F104 针对安全
知书要求其停业整顿： 对该

隐患下发整改通知限期整改是中心的惯例，也是

学校的要求。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维护

，对实验员自身也是百利

而无一害。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并经

    验收当日，F104房间负责人廖老师现场介绍

了团队整改情况。化学
    郭志卿最后察看了房间水电与卫生状况。指

出吊顶与 已破损，需要及时维修。从
他坦言，团队起初

吊顶破洞周围的水滴状污渍推测，估计是漏水所

致，要查明具体原因止漏。

感谢，保证

更加重视并认真做好安全。

晚9点40分左右，F104

在通风橱中打开反应釜

该实验室不止一次发生类似险情，引发

师生恐慌，影响园区安全，而其 F栋是从事

精密光学与光通信研究场所，不具备做化学试验

的各种条件
屡次报告影响师生与环境安全，

立即 实验室进行安全

检查，包括危化品、水、电、气，清除和处理危
广大师生险化学品试剂、易燃易爆气体，并且保证今后不

与园区整体安全的需要再产生有害公共环境的各种污染物或气体。整改
通过此次整改，完成后 验收方可继续投入使用。

全面改善房间科研环境，为今后的实验工作建立

安全可靠的保障。
试剂已全部清除，部分老

旧设备也转至机械学院报废，还有一些正在着手
墙角玻璃均

清理。 并未开展化学实验，

2013年后出于学科交叉的缘故才逐渐涉足其中。
室内卫生要彻底打

倘若开始就做好整体规划与设计，一些问题可以
扫，包括墙面的蛛网。倘若发现其它问题，需要

避免。他对中心的指导表示 今后会汲
中心协助，可以及时联系、共同解决。

取教训，

中心学生群体庞大，每年都有新生入学，而他们 发展活力，2018年中心推出了“公共服务管理”

往往缺乏自我约束的能力，及时开展安全教育与 岗位，调动教师参与中心建设发展和公共服务工

培训非常必要，日常监督提醒也同样不可忽视。 作的积极性。经个人申报与单位推荐，13位专任

    李宇航最后对安全员的辛苦工作表示衷心感 教师成为公共服务岗安全员并正式签订了协议。

谢，强调安全员不仅自身要具备安全意识，同时     为加强安全管理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中心安
还要将这种安全观念予以传导，帮助师生一起提 全管理工作水平，2019年新学期开始，中心进一
高安全意识以及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共同维护园

步明确了公共服务安全员岗专任教师每月安全工
区安全。

作例会制度，并采取现场签到的方式严肃会议纪

律。会议内容包括上级与中心要求的传达，安全

知识的学习，工作经验的交流以及具体事务的研

讨等。

    据悉，为贯彻学校综合改革精神，激发中心

    会议针对日常管理难点，例如室内纸箱与报

废物品堆积等进行了充分地讨论。大家提出问

题、探讨方案，共同参与、畅所欲言，气氛热烈

而融洽。

2018年12月26日事发当晚F104实验室内部场景

封门



    研究中心从事化学材料研究师生众多，日常实验产生废

液与废瓶数量不少。为避免大量堆放实验室潜伏安全隐患，

甚至引发事故，2014年中心利用集装厢建设了危废仓库，专

门用于集中暂存危废物，并且制定了仓库管理制度，规范危

废处理流程，维护园区环境安全。

    但是，仓库管理员定期收集危废物过程中，屡屡发现学

生不遵守学校与中心安全管理规定，随意而为。包装物破损

或者不合要求，不贴标签或标签粘贴不正确等情况反复存

在，严重影响了暂存与转运工作。

     2019年根据实设处要求与中心管理需要，结合常见问

题，中心重新修订了仓库管理制度，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危废

物一律退还，不予接收。并且挂牌公示，提醒大家按要求操作。此外，根据2018年11月教育部检查组现

场检查要求，中心对仓库内部整体实施改造，安装了符合安全标准的防爆设施与设备，进一步加强硬件

建设，提高仓库安全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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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 研究中心全面强化危废仓库安全保障

研究中心危废仓库防爆设施设备安装现场施工

安全培训 强化消防意识，筑牢安全底线！

    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地方、企业和高校 相关器材对相关内容做了详细阐述。

安全事故，造成了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为了响     随后，全体师生在室外进行了消防用品实际

应和落实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对研究生安全教育宣 演练活动。老师和同学们在宋教官的指导下现场

传月的具体部署，进一步强化武汉光电国家研究 实践了消防服、呼吸器、安全帽等专业消防装备

中心研究生的安全意识，切实提高研究生安全工 的使用，同时也学习和实练了消火栓、水带的连

作水平，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研究生事务办公 接、灭火器的使用等。现场师生积极参与，认真

室联合研究中心技术支持部于2019年4月18日在 学习，亲身实践，切实提高了自己的安全意识及

安全防护技能。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A101对全体在籍研究生

    据悉，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每年定期开展进行了实验室消防安全培训。

面研究生安全培训，加强安全教育，受到师生的    本次研究生消防安全培训由研究生办公室主
一致好评。任袁龙炎老师主持，校保卫处舒科长、研究中心

技术支持部全体老师、各功能实验室安全员、园

区物业管理公司丽岛物业相关人员和全体在籍研

究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三项内容，分别是消防安全知

识讲座、消防安全实际演练和实验室安全事故展

览。

    湖北省消防协会宋卫敬教官首先给研究中心

师生作了消防安全报告。宋教官结合高校中安全

事故的真实案例，通过深入剖析事故发生的原因

和惨痛教训，让全体师生意识到了安全的重要

性。同时他指出实验室和学生宿舍是高校防火工

作的重点保卫部位，了解火灾的疏散与逃生的基

本原则和主要方法尤为重要，宋教官在现场结合

作者：袁龙炎

讲座  展览  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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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9. 部分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与公司实际生

产情况不匹配，如供应科没有对采购产品安全质

量提出要求。

    10. 现场管理差，跑冒滴漏较多；现场安全

警示标识不足，部分安全警示标识模糊不清，现

场无风向标。

    11. 动火作业管理不规范，如部分安全措施

无确认人、可燃气体分析结果填写“不存在、无

可燃气体”等。

    12. 苯、甲醇装卸现场无防泄漏应急处置措

施、充装点距离泵区近，现场洗眼器损坏且无     2019年3月21日14时48分左右，

水。

    13. 现场询问的操作员工不清楚装置可燃气

体报警设置情况和报警后的应急处置措施，硝化    事故发生后，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立即
车间可燃气体报警仪无现场光报警功能。启动应急预案，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
    响水祈福，逝者安息。3月27日是江苏省盐展事故救援、秩序维护等工作。

城市响水县“3·21”化工爆炸事故遇难者头七之    根据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天嘉宜化工厂

祭。上午7时30分，在该县生态化工园区内，江在过去三年共有6条行政处罚信息，处罚原因包

苏省副省长樊金龙、盐城市委书记戴源、市长曹括违反固体废物管理制度、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

路宝率事故工作组、参加救援的武警、消防、公度、违反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等。

安及遇难者家属代表、部分群众代表举行集体悼        2018年2月，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发
念活动，向事故遇难者默哀。布的《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督促整改安

全隐患问题的函》中，列出了江苏天嘉宜化工有

限公司存在的13项安全隐患，具体包括：

    1. 主要负责人未经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考

核合格。

    2. 仪表特殊作业人员仅有1人取证，无法满

足安全生产工作实际需要。

    3. 生产装置操作规程不完善，缺少苯罐区

操作规程和工艺技术指标；无巡回检查制度，对

巡检没有具体要求。

    4. 硝化装置设置联锁后未及时修订、变更

操作规程。

    5. 部分二硝化釜的DCS和SIS压力变送器共用

一个压力取压点。

    6. 构成二级重大危险源的苯罐区、甲醇罐

区未设置罐根部紧急切断阀。

    7. 部分二硝化釜补充氢管线切断阀走副

线，联锁未投用。

    8. 机柜间和监控室违规设置在硝化厂房

响水生态化

工园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特大爆炸事故，截

至3月27日已致78人遇难。

安全事故 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曾被安监部门通报13项安全隐患

      来源：新民晚报、人民网、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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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组织安全员开展月度检查安全检查

研究中心复查各单位近期安全隐患整改情况安全复查

瓶使用超期（2014年到期）2019年4月4日

8. E2307通风橱旁大量杂物堆放1. B109靠墙饮水机附近快递纸箱堆积

9. E2308学生实验未穿实验服2. B308灯框掉落

10. F201/F410报废电脑堆积3. B409空调损坏

11. F411报废板凳堆积4. B507门前空调未及时清理

12. F区3楼东楼梯口进行不明实验操作5. E126光刻机房机柜顶上废弃灯管堆积

13. G202插线板悬吊6. E2308通风橱运行时无人看守/纸箱堆积/闭

门器损坏 14. G203吹风机（2千瓦）插头未及时拔除

7. F105座位排插板掉落 15. G209空调进风口被大量杂物堵塞

8. F区1楼走廊/F212有1根灯管频闪 16. G303有1根灯管频闪

9. F206/ F208/F211西/ F2101插线板串联 17. G区3楼走廊有1根灯管频闪

10. F区4楼走廊摆放废旧座椅
18. G406（能源）拖鞋摆放杂乱

11. G403/G404实验员未穿工作服

12. G区4楼楼道墙面破损

13. H区激光大厅气瓶未固定

2019年5月9日

1. A401插线板护盖缺失

2. A503气瓶未固定

3.A507/B109/F212/F303/F405/F411/F413 

堆积过多纸盒

4. E1区平台观光走廊内有1瓶试剂放置地面

5. E1区2楼超净间走廊与净化系统间的门敞开

6. E1311气瓶未固定

7. E1316温度高，中央空调基本不工作/氮气

 E1317桌面的试剂瓶已清理 B508老旧插线板已换新

                 H区1楼走廊桌面的废旧试剂已清理H103-1桌面的敞口试剂瓶已清理

图1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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