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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查 武汉市公安局来研究中心调研

    2019年2月20日，武汉市公安局考察学校期

间参观了研究中心微纳平台。学校实设处与保卫

处领导，中心技支部主任李宇航等陪同介绍了相

关情况并召开会议座谈交流。

    会上，实设处副处长毛勇杰介绍了学校安全

管理体制机制，重点阐述了实设处安全管理制度

与“一三三”安全管理模式，以及2018年教育部

检查组现场检查总体情况。

临的严峻形势，希望今后能够与学校开展合作，

严防学生参与制售毒品等违法犯罪活动。

    公安局指出，湖北省部、省、市属正规高校

共82所，广大在校学生是毒品易受侵害群体。近

期公安局连续破获几起毒品案件，发现博士等高

学历知识分子从事毒品制售，并已涉及严重犯

罪。他们正值青春年华，前途无限光明，却因为

自身的错误行为即将面对死刑、死缓这种极端严

厉的刑事处罚，深感痛惜！

    此次调研旨在初步了解学校防毒情况，探讨

合作禁毒事宜。今后拟采取多种方式与学校加强

深入交流。例如通过举办会议、培训、展览等形

式，利用新生入学等机会，广泛开展宣传教育。

希望借助这些活动，把禁毒意识贯穿到学校，让

师生了解毒品的危害，提高法制观念与安全意

识，始终绷紧禁毒之弦，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

越雷池一步。同时，引导学生正确择业，避免误

入歧途，一生远离毒品。为此，公安局也计划与

学校相关部门联合，进一步跟踪化学类专业学生

就业去向。
    公安局认真听取了汇报，对学校的危化品安

    总之，公安局希望以北京交通大学事故为
全管理给予了肯定。并且介绍了全国缉毒工作面

鉴，共同努力，筑起学校防毒禁毒高地。

安全管理 研究中心党政领导 谋安全、话安全新学期

    2019年2月18日上午10时，研究中心召开新

学期行政工作例会。中心党政领导与全体行政人

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副主任周军主持。

    会议肯定了去年大家的辛苦工作与中心取得

的丰硕成果。结合当前国内外的安全局势，会议

重点研讨了安全稳定工作，为大家进一步完善工

作指明了方向。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美建交40周

年，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中心党委书记夏

松列举了今年世所瞩目，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几

件国家大事。同时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10年前，

即2009年新疆打砸抢烧等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暴 会受此波及。因此2019年工作的关键是求稳。虽
力事件。 然华中科技大学与研究中心历来具有优良传统，
    他特别指出，国内外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会影 但是大家一定要坚守红线，全面做好安全工作、
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心作为育人高地可能也 学生工作、舆情引导，齐心协力营造安全、和

武汉市公安局希望与学校共筑防毒禁毒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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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稳定的内部环境。 。同时她还嘱咐大家在公共场合尤其是网络环

境中发表言论、发布信息需小心谨慎、注意分    中心副主任周军、朱䒟，办公室主任骆卫

寸。覆水难收，言行失当将会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华，技支部主任李宇航也结合分管工作与经验体

严重后果。会，围绕安全主题，从各个维度予以阐释与强

调。     骆卫华继续强调了保护

的重要性。并且提醒大家提高防火    周 军

意识， 每天人走断电，养成良好习惯。

    李宇航最后介绍了新大楼建设进展。他说，

土建已经临近交工，适合专业特点的特殊实验室

建设，前期已经开展调研，正式交付使用后即可

启动个性化装修。集中供气系统虽未列入基建计

划，但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已经予以规划，希望更

好地为科研、为师生、为中心的发展服务。

    针对

    此外，中心学生群体庞大，他希望相关管理

人员能够主动地学习一些心理知识，这样有利于

从专业角度帮助问题学生克服心理障碍，处理突

发状况。他引用网上报道指出目前约有 博

士患有抑郁症，对此要高度重视，谨防意外。
    会议指出，

    朱䒟同样对学生工作提出了要求。她说，研
今年即将面临整体搬迁与一体化建设，任务艰

究生培养关乎学生学习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
巨， 。要求全体行政人员努力提

时候都要密切予以关注。
高自身素质，日常工作中勤于思考、注重谋划，

面对突发事件要及时回应与处理。她认为，
高效、规范、协同、富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做不好是能力问题，但是做不做是态度问

题”，身处服务岗位应

务

涉密信息安全，正确

处理敏感信息首 先 介 绍 了 去 年 北 京 交 通 大 学

坚持“12.26”爆炸事故处理情况。根据事故责任认

定，最终10余人被问责处理，直接责任人——学

生导师被追究刑事责任。以此为鉴，他告诫大

家，安全事关重大，且一旦发生事故，一切成绩

归零，切勿掉以轻心。目前新大楼处于在建阶

段，他建议从维护实验安全角度出发，提前做好

规划与设计，加装统一供气系统，大幅减少气瓶
近期安全检查中存在的问题，例如虽然使用数量。

反复重申，但仍然有人甚至老师不穿实验服开展

实验，学生未经报备擅自留宿等，他着重指出，

安全是重中之重，学校与中心都高度重视。希望

师生以北交大事故为鉴，时刻保持安全意识，并50%的
严格贯穿于日常行为之中。

中心发展适逢良机、形势喜人。

机遇与挑战并存
手机要保持24小时畅

通，
在

推动中心高速、高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
尽职尽责，全力做好服

价值，实现“小我”与“大我”的共融共生。

研究中心迎接学校保卫处2018年治安综合治理考评安全考评

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李宇航主持。

    会上，李宇航汇报了2018年中心安全管理总

体情况。夏松

    他表示，年底 中心

园区大、学科多、危险多，因此一直高度重视安

全并建立了安全管理体系。但是由于学生众多，

日常运行与学校要求可能存在一定差距，做得不

是很到位。中心会进一步总结历史教训，加强薄

弱环节、巩固经验做法，提升保障水平。同时也

希望保卫处继续给予指导，特别是针对2019年整

体搬迁，从科学、规范、安全的层面提出更高的

    2018年12月19日，研究中心 要求。

在D302会议室举行。学校保卫处领     经听取汇报，查验档案与现场检查，保卫处

导，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夏松、技支部主任李宇航 对中心2018年安全工作给予了肯定。一致认为

对保卫处领导的莅临指导表示欢迎

与感谢，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检查既是监督也是促进。

2018年度治安综

合治理考评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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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增强实验室师生的应急安全意识，有效预

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置实验室突发安全事件，

建立健全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

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

2018年12月29日下午，光电子微纳制造工艺平台

组织师生员工在化学品间组织开展了“光电子微

纳制造工艺平台事故应急演练”。微纳平台全体

员工及师生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下午2时30分，演练指挥组模拟了化学品间

浓盐酸试剂发生泄漏事故。平台主任夏金松教授

根据现场情况指挥启动了应急预案响应，协调进

行救援抢险、警戒疏散、环境检测、医疗救护等

工作。在强有力的组织下，各小组有序的协同配

合，顺利完成了事故应急演练每个项目。

    夏金松指出，光电子微纳制造工艺平台历来

高度重视实验安全，尤其是化学品的领用、储运

和废液处理相关安全工作。通过演练，希望广大

师生要了解化学品安全事故的一般处理程序，同

时还应在思想上更加重视日常实验安全，如应穿

戴基本防护用品、严格按照实验规程进行操作、

危险化学品必须双人双锁管理等，以进一步减少

和杜绝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

安全演练 微纳平台顺利举行危化品泄露应急演练

作者：徐巍

导思想重视，工作扎实且卓有成效，危化品仓库

亮点突出，形成可供复制与推广的经验。

全面强化    保卫处继续指出，

安全管理措施，师生出入

具有“两大一多一少”

的特点，安全管理不易。希望中心能够克服现实 加强对园区其它院系单位的安全管理。

困难，汲取南五楼事故教训，持续强化安全保 现在的形势发展对于安全的要求更为严格，安全

管理也面临严峻挑战。双方单位要齐心协力共同障，确保一方平安。同时对2019年工作提出几点

维护园区的安全与稳定。要求：

    保卫处最后强调，年底考核只是督促手段，搬迁之际，

主要在平时。安全工作不可小视,“出了事都是在此关键节点，

大事”。成功经验要总结推广，最重要的是查隐

患、找问题，防患于未然，这也是关键所在。对

于中心的需求，保卫处也会努力协助，共同把安

全工作做好，同时也感谢对保卫处工作的大力支

持！

    三、现大楼周围环境复杂，遛狗、烧草等外

部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对园区安全产生了不利影

响。新大楼建筑结构相对比较独立，要园区体量大，管理体制难

实行门禁制度，严格杜度大，实验室数量多（实验类型多，危险物品

绝外来安全隐患。多），安全管理人员少，

    四、

    一、新大楼 师生安全意识可能有

所松懈，容易忽略安全问题。 要

加强教育提醒，千万不能出现问题。

    二、危化品集中存取获得一致肯定，已经走

在高校前列，但是过程管理不能放松。根据以往

案例教训，事故大多在过程中发生。要采取有效
  方式，督促老师严格按规定使用危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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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6日，北京交通大学市政与环

境工程实验室发生爆炸燃烧，事故造成3人死

亡。事故发生后，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作出指示，

要求全力开展抢险救援，确保现场安全处置;北

京市政府主要领导迅速赶赴事故现场，指挥部署

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市政府随即成立事故调查

组，市纪委市监委派员参加调查处理。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检

测鉴定、调查取证、模拟实验，并委托化工、爆

炸、刑侦、火灾调查有关领域专家组成专家组进

行深入分析和反复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

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并提出了对有

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及事故防范和整改

措施。近日，市政府正式批复了北京交通大学

“12·26”事故调查报告。经事故调查组认定，本

起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

    在使用搅拌机

对镁粉和磷酸搅拌、反应过程中，料斗内产生的

氢气被搅拌机转轴处金属摩擦、碰撞产生的火花

点燃爆炸，继而引发镁粉粉尘云爆炸，爆炸引起
项目负责人李德生和事发实验室管理人员张琼依

周边镁粉和其他可燃物燃烧，造成现场3名学生
法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干部管理权

烧死。事故调查组同时认定，北京交通大学有关 限，经教育部、北京交通大学研究决定，对学校
人员违规开展试验、冒险作业；违规购买、违法 党委书记曹国永、校长宁滨、副校长关忠良等
储存危险化学品；对实验室和科研项目安全管理

12名干部及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党委进行问责，并
不到位。

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258 ）
　　依据事故调查的结论，公安机关对事发科研

经查，该起事故直接原因为：

来源： 头条

安全事故 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爆炸事故原因公布 

      系器材火花引发镁粉粉尘云爆炸

    2019年2月15日晚上23点左右，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一纸业

公司突发气体中毒事故。在这次的事故中已经造成了7死2伤！据

报道，当时是九名工人在污水调节池内工作，疑似池中存在有

毒气体，发生了集体中毒事故，9名工人随即倒下，目前7名工人

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另外两人生命体征已经平稳！

    目前，相关人员已经被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相关

专家提醒大家，污水池中一般都有未知有毒气体，在这些地方

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好防范工作！（ ）来源：偃师广播电台

安全事故 广东东莞气体中毒事故致7死2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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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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504通道有临时接线板接实验设备/试剂空瓶2019年1月3日
未及时清理1. A101会议室灭火器需更换

2.B309新加卡位无电源，临时拉线接电2.D区2楼公共区域微波炉无安全责任人

3.B508设备接线板破皮需更换3.E110/E120/E区1楼楼梯下废物清理不及时

4.C109/C309报废物品堆积4.E1320实验台笼头需修理，盐酸需严格管理

5.C109/C309/H104/H105(西 )/H201/H305纸5.E1302试剂空瓶未及时处理

箱等杂物大量堆放
6.E1310/E2405气瓶未固定

6.E1区动力控制门口线路扣板未安装
7.E1317气瓶离热源太近，应重新布置

7.E1217试剂大量堆放实验台
8.E2303设备运行无人看守

8.E1301有1个气瓶未固定
9.E2305两位学生实验未穿实验服

9.E1302通风橱未下拉
10.F103/F308纸箱堆放太多

10.E2303/E2307门开无人
11.F212与F208之间光纤拉接需重新规划布置

11.F103配电箱旁放置饮水机与多瓶桶装水
12.F312机房未锁

12.F201/F区3楼走道灯管损坏
13.F403设备运行无人看守

13.F305接线板置于纸箱中
14.F405/F407/G区2楼H区1楼走道有灯管损坏

14.F308无水乙醇随意置于电器旁且部分瓶子标
15.F414接线板串联

签腐蚀
16.F区4楼东边楼梯处堆放杂物

15.G区4楼东边冰箱无锁/4楼走道天花板掉了1个
17.H105-1试剂柜未及时上锁，其中存放有重

/4楼走道纸箱大量堆放
金属，且使用矿泉水瓶盛装溶液

16.H103通风橱脏乱/气瓶放在空调边/试剂无盖
18.H201纸箱太多，试剂空瓶未及时清理，试

且标签不明/空瓶置于无袋的垃圾桶中
剂未入柜存放，接线板串联

17.H201(东)插线板老化且过载/H201(西)试剂敞
2019年3月14日

口且标签不明

 H105-1装有溶液的矿泉水瓶已清除并且柜门及时上锁 H201已清理门口试剂空瓶与纸箱等大量杂物

           E1区3楼玻璃房已清理桌面易制毒试剂并入柜存放E1320易制毒试剂已规范存放与使用

图1

图3 图4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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