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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前全校安全工作会议召开 

    2018 年 1月 13日上午，学校寒假前安全工作会议在主楼 512会议室召

开。姚山副校长主持会议。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宋丹、副校长薛徽出席会议并

提出具体要求。学校部分职能部门及学部（学院）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宋丹副书记在会上强调指出：开发区校区要做好寒假期间安全工作；前期

没有进行安全检查的单位要继续做好安全检查。 

    会上姚山副校长通报了元旦前安全大检查的基本情况并对学校当前安全工

作形势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姚山副校长指出近期以来学校安全工作形势平稳，

总体可控。学校安全工作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是我校安全文化的氛围还

不是很浓烈，师生的安全意识还不是很强，校园安全文化还有待进一步培育；

二是各级抓安全工作的韧劲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各级安全责任人的主体责

任还需进一步压实。姚山副校长对今后学校安全工作提出要求：全校上下要进

一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不断提高对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要进一步强化各

级安全责任人的主体责任；各级领导以及广大师生要不断深化，持续用力，持

之以恒的全面落实各项安全工作。最后姚山副校长对寒假期间的实验室安全工

作进行了部署。 

薛徽副校长在会上传达了《辽宁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2018年寒假和春

节期间学校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文件精神，并对寒假期间学校安全工作提出

具体要求。薛徽副校长指出：要提高认识，落实责任，确保寒假安全稳定；要

加强寒假期间校园管理，强化校园巡逻；要加强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防火、防

盗安全防范。学生宿舍尤其要加强治安和消防安全防范，建筑工地要加强安全

事故防范，学生食堂要加强食品卫生安全防范。 

“五一”节前实验室安全大检查深入开展 

    为了保障师生生命和财产安全，强化广大师生安全意识，防止安全事故。

“五一”节前夕，学校安全管理委员会发出通知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开展安全大

检查，查问题、找不足、促整改、保安全、谋发展。 



2 

 

2018 年 4月 28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成实验室安全检查组，按照

“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总体要求，对学校实验室进行了全面

安全检查。 

检查组一行先来后到物理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航空航天学院、电

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部、环境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工与环境生命学

部西部校区实验室仔细检查了实验室及技术安全管理制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制度、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实验室安全工作责任制、实验室安全教育制

度的落实情况。 

从检查情况来看，各学部、学院对实验室安全工作高度重视。各学部、学

院实验室师生安全意识明显增强。检查过程中，检查组也发现个别实验室存在

仪器设备、化学药品、实验工具等物品摆放杂乱现象。个别实验室压力气瓶不

按规定存放。个别实验室用电安全制度没有严格落实，高压实验没有设置安全

防护装置。针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检查组对相关实验室现场提出整改要求。

检查组强调各实验室要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迅速行动起来，对检查中发现的

隐患和问题，要制定落实整改措施，指定专人负责，限期整改。 

检查结束后，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及时进行了总结。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隐

患和问题，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及时向相关单位下达了 4份整改通知书，并跟

踪指导相关单位落实整改。做到安全隐患没有得到整改不放手，重点部位和特

殊部门检查不到位不收兵。 

2018 年全校“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为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增强师生安全观念，落实《辽宁省教育厅办

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8年教育系统“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

万里行”活动的通知》文件精神，2018 年 6月 5日，学校安全管理委员会下发

《关于开展 2018 年全校“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决定于 6月 10日至 7

月 15日期间，在全校范围内开展 2018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以“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为主题，动员全校各

部门通过集中开展系列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强化“红线”意识，弘扬安全

文化，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安全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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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0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在学校西门、东门的宣传栏张贴学校实验

室安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宣传挂图，悬挂主题条幅，大力宣传学校的安全制

度以及《安全生产法》，普及安全知识，标志着全校“安全生产月”活动正式

拉开序幕。 

6月 12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在学校门户网站发布“安全生产月”主题

宣传图片，营造活动的氛围。教育和引导广大师生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

一”、“行为源于意识，预防胜于处罚，责任重于泰山”的安全理念。 

6月 14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联合保卫处在建工学部举办了大型安全教

育讲座。建工学部领导、学部实验室老师和研究生参加讲座。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处老师对近年来校内外发生的典型实验室安全事故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对事

故惨痛后果的生动展示，事故原因的深刻剖析，启发教育师生切实提高安全意

识，养成自觉地安全行为习惯。保卫处老师对消防相关法律法规、消防器材使

用、火警处置程序、各类火灾扑救方法、火场疏散与逃生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系

统讲解，并呼吁大家切实加强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养成良好的消防习

惯。讲座结束后，建工学部现场组织学生进行火灾事故逃生演练。同学们围绕

灭火器材使用进行现场演练。通过情景逼真的实操演练使同学们感受火灾事故

的现场气氛，培养了同学们处置火灾事故过硬的心理素质，炼就了同学们良好

的逃生技能。同学们感到受益匪浅。 

6月 20日，保卫处联合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在八角楼门前举办安全主题咨

询日活动。此次活动全校师生踊跃参加。活动结合我校实验室安全和消防安全

的自身特点，采取现场发放宣传单、安全手册以及现场有奖微信答题的方式帮

助师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技能，提升师生的整体安全素质。保卫处、实

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大力宣传学校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国家保密制度，教育和引导广大师生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强化“红线”意识、保密意识，营造保护全校师生身心健康和安全

的文化氛围。师生普遍反映通过现场答题掌握了必要的安全知识,并对安全发展

理念感同身受，感觉受益匪浅。活动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目前,各学部、学院正按照通知要求开展系列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弘扬

安全文化，建设和谐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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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辽宁省本溪龙新矿业思山岭铁矿“6･5”重大炸药爆炸事故的情

况通报暨当前实验室安全工作要求 

    2018年 6月 5日 16时 10分，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所属辽宁省本溪市龙新

矿业有限公司思山岭铁矿在建设期间，措施井井口发生炸药爆炸事故，造成 12

人死亡，2人失踪，10人受伤。据现场调查初步分析，事故原因是由于辽宁同

鑫建设有限公司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管理混乱，在向井下运送民用爆炸

物品的过程中，严重违章作业，炸药、雷管混装吊运，野蛮装卸时发生爆炸；

施工单位华煤集团有限公司对爆破作业单位监督不力，在爆破作业单位运送炸

药的同时进行井下水泵安装，人员等候入井等违章交叉作业导致人员伤亡扩

大；建设单位本溪龙新矿业有限公司对爆破作业单位和施工单位监督不力，没

有及时发现和制止爆破作业单位和施工单位的违法违规行为;有关部门对民爆物

品监管缺失，对基建项目以包代管，违规违章作业行为查处不严等。这起事故

发生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前夕，全国第十七个“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社会

影响恶劣。 

辽宁省本溪龙新矿业思山岭铁矿“6･5”重大炸药爆炸事故，教训惨痛，

令人警醒。我校安全工作要以此为戒，警钟长鸣，常抓不懈。现结合我校实际

情况对当前我校实验室安全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各学部、学院要针对本单位安全管理的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开展

隐患排查和整治。各单位要利用学校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彻

底的大检查、大排查，切实把风险防控挺隐患前面，把隐患排查整治挺在事故

前面。各单位要针对本单位实验室重大危险源进行排查和梳理，要解决“想不

到，认不清，不到位”的问题，把问题找准，把工作做细，把措施落实。一要

强化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全面彻底摸清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底

数，认真辨识安全风险点，重点开展对剧毒、易制毒、易制爆化学试剂采购、

储存、使用、废弃物处置等环节的专项整治工作。二要强化压力气瓶安全隐患

排查和治理。易燃、易爆、有毒压力气瓶要使用带泄漏报警的气瓶柜进行室内

存放。过期的压力气瓶要做报废处理。三要强化实验室电气安全隐患排查和治

理。对于实验室连续 24小时运行的加热实验，夜晚要排专人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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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落实各级安全责任人的主体责任。各级安全责任人要肩负

起各自安全主体责任，把责任扛在肩上，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把安全工作抓

细、抓实。确保各项安全工作措施落地、落实。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

生，切实维护学校持续安全稳定运行。 

2018 年上半年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安全科工作 

1、3 月初，联系校本部各电梯维保单位负责人，请各电梯维保公司认真做

好电梯维保检修工作，并对今年电梯年检进行前期准备，切实保障我校电梯安

全稳定运行。 

2、3 月初，与资产管理处电力科协商，并协助电力科协同市气象局防雷中

心实施上年度隐患整改。待整改结束，再由市防雷中心对主校区整改后避雷设

施 882个点进行检测，并出具防雷设施检测报告。 

3、3 月中旬到 4 月中旬，配合校科学技术研究院 GF 资质管理办公室完成

2018年全校质量管理和武器装备承制资格评审中设备处分管评审材料的准备。 

4、3 月底，完成了电梯年检全面自查，核实今年年检费用并完成请款、报

检，4月中旬已完成全部电梯年检。 

5、3 月底，完成了对学校放射工作人员 17 只个人计量笔的第一季度送

检。 

6、4 月初，通知各有关单位立即启动对实验室起重机定期年检的前期检修

准备工作。 

7、4 月中下旬，安全科杨文崧随科学技术研究院 GF 资质管理办公室刘连

峰主任一行完成去南京、武汉四所高校调研装备承制和质量管理评审。 

8、4 月下旬，邀请基础物理中心姚志老师完成了对材料测试分析中心射线

装置工作场所现场检测。现场检测结果：射线装置屏蔽效果良好，射线装置正

常运行没有增加环境本底，对辐射的环境没有影响。 

9、4 月中下旬，组织完成了全校 9 名各有关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全国高

校实验室安全管理 2018年第一期培训班（湘潭）的报名工作。 

10、4 月中下旬，配合校科学技术研究院 GF 资质管理办公室完成 2018 年

全校质量管理和武器装备承制资格评审，并协助有关项目组完成相关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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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月下旬，配合学校审计处提供 2013-2017 年电梯维保协议及中标通

知书、实验室安全隐患整改报告，已完成全部材料整理，并存档。 

12、4 月末，安全科组织三位安全巡视员对全校各学部学院实验室所有重

要部位进行了安全大检查，并正式向化环生、生命学院、电信学部和材料学院

安全员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在规定期限内收到上述单位隐患整改报告。 

13、5 月初，启动对凌水校区校拨经费 65 部电梯维保大包服务的分散采购

谈判文件的准备工作，并于 5月下旬完成分散采购的信息发布。 

14、5 月中旬，配合高新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监察科，全面启动

特种设备使用注册登记证的换证工作。按要求将原始资料全部整理复印，报送

区局换证，该工作将持续进行。 

15、5 月中下旬，完成了学校实验室共计 14 台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的报

检和定期年检。检验结果：全部合格。 

16、5 月中下旬，和基建处丛君义、电梯安装厂家一道，去西部校区环

境、生命大楼现场验收六部东芝电梯，现场检查了机房、井道超差、电梯运

行、五方对讲、视频监控、底坑进水；验收过程中发现五方对讲和视频监控未

安装就位，已提醒基建处、电梯安装厂家尽快解决，否则不应投入使用。 

17、6 月初，完成了对凌水校区校拨经费 63 部电梯维保大包服务的分散采

购谈判。经谈判，确认三家公司提供的产品满足解除该电梯故障的基本需求，

结合技术参数指标及售后服务质量，认为上述公司提供的产品性价比高，且二

次报价均在预算范围内，因此在权衡上述公司提供的产品价格、技术指标、售

后服务质量等各项指标后，最终大连瑞雪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成为本次采购项目

的 A 标段成交供应商。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6.5 万元；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

大连分公司成为本次采购项目的 B 标段成交供应商。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3.34

万元；大连永大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成为本次采购项目的 C 标段成交供应商。成

交价格为人民币 5.7万元。 

18、6月中上旬，完成了学校 18名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19、6 月中旬，参加了大连市环境保护局组织的《大连市核技术利用辐射

安全检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大环发[2018]293 号）培训会。6 月中下旬，开

展了对基础物理实验中心、三束实验室和精细化工穆斯堡尔实验室放射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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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防护情况专项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已完成整改。已遵照市局要求于 6 月 29

日完成并报送《大连理工大学辐射安全自查自改情况报告》。 

20、6 月中旬，去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完成对能动学院定容

弹、航空航天学院储气罐、热压罐和模具所储气罐 4 台压力容器定期检验报

检，并约定 7月上旬由市锅检所完成定期检验。 

21、6 月末，已全部完成与各电梯维保公司签署 2018-2019 年度电梯维保

服务合同和办理电梯移交手续。 

22、6 月末，完成了对 2018-2019 年度化学药品及玻璃仪器、气体供应商

的资格评审。上半年完成对校本部各学院化学试剂、玻璃仪器及气体供应采购

网上审批 226笔。 

23、6 月末，完成了对学校放射工作人员 17 只个人计量笔的第二季度送

检，并取得第一季度检测报告。 

24、6 月末，协调资产管理处公房科范伯华会同电梯维保单位对创新园大

厦、综合实验一号楼和西部校区令希图书馆电梯轿厢底坑严重渗水进行现场勘

验及防水处理评估。 

25、正在配合精细化工国重实验室刘涛老师办理新进一枚 Co57 放射源报备

省核安全局(省环保局)，并配合市环保局、高薪区环保局对 23 个放射源和 9 台

射线装置进行了专项安全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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