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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版采购

设备与资产处举办业务宣讲会
【本报讯】2015 年 11 月 19 日上午，设备与资产

处在海科路校区行政楼会议室为学校师生举办了下半
年业务宣讲会。

宣讲会介绍了设备处的工作职责和人员分工，随
后，各位主管分别就集中采购、分散采购、招标、试
剂耗材采购和设备固定资产管理、实验室安全管理五
大模块介绍了业务内容和工作流程，并详细解答了师
生提出的问题。此次宣讲既形象生动地介绍了采购的
基本原则和业务分类，又对一些工作细节提出了要求。

设备处每年组织一到两次业务宣讲，培训工作流程，
普及规章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服务教学科研一线。
两年来的实践表明，通过这一方式，大大促进了相关业
务工作的开展，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冬季来临，天气干燥，是火灾易发季节。且随着我校发展，实验室设备逐渐增多，用电负荷急剧增加。为了
大家的安全，防止火灾发生，在实验室工作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实验室因新增设备时应先向公共服务处了解用电负荷，以免电路过载。如有需
       要使用接线板，一定提前向学院或研究所申请，在确定用电负荷和接线板功率满足安全要求后再使用。
2．保证电器设备有足够的散热条件，不要在功率较大的用电设备上面堆放物品，不要阻挡设备散热窗。
3．白炽灯泡、日光灯与可燃物之间保持至少0.5米以上的距离；不要用布、纸等可燃物做灯罩；散热条件较
       差的灯具附近的电线，应有耐热绝缘护套保护。
4．经常查看电器线路有无破损、短路、接触不良等故障，发现问题及时检修。
5．不要在实验室内进行吸烟、玩火等活动，不要阻挡消防通道。
6．注意学习掌握一些逃生疏散等自防自救能力，提高自身消防安全意识和素质。
学校为了防范冬季火灾，提高实验室安全，要求各院所积极开展以下工作：
1．全面开展实验室冬季防火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2．严格落实实验室防火安全管理责任。健全学校安全工作“一把手”责任制，严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
       原则，切实把实验室冬季防火各项安全管理规定落到实处。
3．认真开展冬季防火安全教育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掌握冬季用电注意事项、安全用电常识等基本知识
       和方法，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015 年 10 月 10 日下午三时，我校邀请上海绿然环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杨丹丹女士、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学品副总裁周晓伟先生为全校
2015 级本科生、研究生共 700 多人进行了一次实验室安全通识教育讲座。讲
座涵盖了实验室常见化学品安全、用电安全、生物安全、实验防护、实验室
消防、实验室安全意识培养等几个方面。在讲座的案例环节，还与同学们现
场一起分享了近年来张江地区企事业单位实验室安全事故的经验教训。

本次活动由学校安全与保密委员会组织，设备资产处与学生事务处联合
承办，目的是为即将进入实验室的新同学们普及实验室安全知识，增强他们
的实验安全意识。本次讲座获得良好反响，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我校为 2015 级新生举办实验室安全教育讲座

冬季防     注意事项

图：杨丹丹女士为新生讲解实验室安全通识

如何准备进口设备专家论证材料
金文虎

《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确需采购进口产品的，实行审核管理；

第八条规定：采购人报财政部门审核时，应当出具《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所属行业主管

部门意见》、《政府采购进口产品专家论证意见》。其中专家论证意见是主管部门审核的依据和基础，因此论证材料

的准备即调研和撰写“原因阐述”对专家是否同意采购该进口设备至关重要，需要认真准备。通常采用三段式：

第一段写应用背景，简单概述一下本学院（或者研究所）的教学科研方向，以及拟购设备在课程教学或课题研究

中的作用。

第二段列指标，分两种情况，1）拟购设备在国内还没有生产（或者商品化）。此种情况列出我们的需求指标，比

如能量分辨率优于 0.45eV 等；2）国产设备无法满足我们教学科研需求。此种情况列出我们的需求指标，再对比国内外

产品参数，比如我们需要转速达到 6 万转 / 分 , 进口设备达到 7 万转 / 分，而国产设备只有 5 万转 / 分。指标无需过多，

只需几组核心指标即可。当然，所有参数必须客观真实，经得起论证专家的审核。

第三段写结论，按照第二段的两种情况分别总结：1）国内还没有拟购设备生产（或者该设备还未商品化），因此

申请采购进口产品；2）国产设备无法满足我们教学科研需求，因此申请采购进口产品。

下面是两个范例，供大家参考。一是国产设备无法满足需求的；二是该类设备国内尚未生产或者商品化。

           范例一：荧光定量PCR仪（国产设备无法满足需求）

上海科技大学 XX 学院主要在蛋白质科学、干细胞研究、化学生物学、系统生物学等方面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荧

光定量 PCR 仪可以通过 RNA 水平检测不同基因在同一时期和不同时期的表达水平，是研究基因表达水平和功能的必备

仪器。

我们需要的荧光定量 PCR 仪：1）需要最小反应体系可以在 10ul 或是更低，进口仪器最小反应体积为 5ul；国产仪

器由于灵敏度问题，反应体系最小 20ul。2）实验需要 4℃过夜保存，进口仪器控温范围：4℃ –100℃，国产仪器控温范围：

25℃ –100℃，无法后续过夜保存。3）我们需要用同一台电脑控制多台仪器，进口仪器可以实现一台电脑控制 16 台仪器，

国产仪器一台电脑只能控制一个仪器。

目前国产荧光定量 PCR 仪不能满足我们科研需求，所以我们申请采购进口设备。

          

范例二：直接电子探测相机（该类设备国内尚未生产或者商品化）

上海科技大学 XX 学院致力于蛋白质科学、干细胞研究、纳米生物学、化学生物学、系统生物学、新药研究等方面

的教学与研究。 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拟采购直接电子探测相机，并与冷冻电镜配套，用于观察与解析微区域晶体结构。        

我们对该设备的要求如下：1）探头读取速度不低于 400fps；2）配备高电子辐照耐受芯片，耐受度高于每像素 50

亿个电子；3）探头设计可自动伸缩，以与其它 TEM 附件兼容。以实现看清小分子与蛋白质间的结合位点，提高药物

筛选效率与蛋白质结构解析能力的目的。        

目前国内还没有直接电子探测相机生产，所以我们申请购买进口产品。

   除了写好材料外，还有两点需要提醒各位老师。

1、论证启动早可以较好地把握论证和采购的主动性。当年度进口设备，论证启动越早对后续采购工作越有利。

2、分类集中论证可以提高效率，节约管理成本。由于进口设备的专家论证-审核时间相对较长，同时每次论证都

       需要一定费用，为提高采购效率和效益，建议设备需求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将设备分类集中论证。比如

       A学院第一季度计划采购30台进口设备，可以将这30台设备大致归类后分两到三批集中论证。

范例: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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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名称：500MHz液体核磁共振波谱仪500MHz Liquid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meter

仪器型号：Bruker Avance Ⅲ HD 500 MHz

安装日期：2014.12

所属单位：物质学院

仪器地点：海科路100号科研楼107室

仪器简介：

核磁共振(NMR)具有高分辨、无损探测以及检测方法多样化的优点，是表征分子结构的基本工具，在当代化学、

材料及生命科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物质学院致力于建设一个开放式、高水平的NMR公共平台，目前已配备

Avance III 500MHz液体核磁谱仪，并将根据科研需要适时升级及购置新的设备。该谱仪具有较高的分辨率、灵敏度

及稳定性，可对各种化合物、天然产物、生物大分子等样品溶液进行测试。

检测内容：

常规一维谱（1H,13C,15N, 31P, 19F 等）

及二维相关谱（COSY, NOSEY, HMQC, HSQC, HMBC 等）

主要功能：
1、一般样品的化学结构、空间结构及构型分析；
2、混合物的成分分析及鉴定；
3、化学反应动力学研究。

物质学院核磁共振波谱仪简介

为了帮助师生了解科研教学用试剂耗材的采购办法和技巧，

上海科技大学设备与资产处联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于

11 月 5 日成功举行了试剂耗材采购业务宣讲。来自生命学院、物

质学院、信息学院、iHuman 研究所和免疫化学研究所的四十余位

老师和同学参加了本次宣讲会。

宣讲会上介绍了上海科技大学对师生们在科研教学活动中所

需试剂耗材的采购，包括易制毒、易制爆试剂采购有哪些要求；

现场演示了试剂耗材采购系统 (E-Supply) 的使用和操作技巧；最

后组织与会人员参观了试剂耗材现货库。

通过本次宣讲，师生们熟悉了我校各类试剂耗材采购的流程

办法，为今后顺利开展科研工作提供了规范和便利。

2015 年下半年试剂耗材采购宣讲顺利举行

2014-2015 学年高校实验室信息统计工作已圆满完成

由设备与资产处牵头，各学院研究所及多个行政部门配合的 2014-2015 学年高校实验室信息统计工作已于 10 月 9 日

顺利完成。在此，设备与资产处向各单位表示真挚的感谢。

截至 2014-2015 学年结束，学校已入库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2970 台，总额超过 1.1 亿人民币；拥有 15 个教学实验室 /

科研平台，承担教学实验时数 180 课时，科研任务承担课题及服务项目 80 项。

高校实验室信息统计工作是从 1984 年开始的，由国家统计局批准备案，教育部统一部署的一项高校实验室管理的基

础工作。做好该项工作，有利于学校加强实验室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并可作为学校评价教学实验室、科研平台的工作量，

统筹制定教学实验室、科研平台的发展规划和管理制度的参考依据。

高校实验室信息统计包括 9 个报表，其中基础报表 7 个，综合报表 2 个，按照教育年度统计。本校按照要求，需要

报送 7 个基表和综合报表。

具体各报表为：

基表一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表

基表二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增减变动情况表

基表三 贵重仪器设备表

基表四 教学实验项目表

基表五 专人实验室人员表

附宣讲活动议程：

1、上科大试剂耗材采购管理要求（含管制类试剂） 
     上海科技大学设备与资产处         刘丹
2、试剂耗材采购系统（E-Supply）使用方法和技巧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    朱嫣晔  徐咏
3、 参观试剂耗材现货库。 

仪器配置：

5mm 正向（BBO）及反向（BBI）宽带双共振探头各

一台，变温范围：室温~+80℃；全宽带射频发射通

道及接收通道，含有氘核锁场以及氘核梯度自动匀

场附件，Z脉冲梯度场；具有高稳定性的超导磁体装

置，前置放大器，数据处理主计算机，工作站软件

等。

注意事项：

核磁谱仪贵重且灵敏，为了保证仪器的平稳运行，

我们制订了相应的管理规范，所有人员必须经过工

程师的培训及许可方能上机操作，且必须严格遵守

实验室规章制度。根据使用人员所在单位不同，我

们将分别授予不同的权限，具体规定可联系工作人

员获取。

联系方式：    

          刘华伟       13564349445       liuhw@shanghaitech.edu.cn

刘丹

刘丹

基表六 实验室基本情况表

基表七 实验室经费情况表

          综表一 高等学校实验室综合信息表（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综表二 高等学校实验室综合信息表（高职高专院校和

          独立建制的成人高等学校）

Ti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