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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文件
生命﹝2016﹞ 1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院安全工作的意见

各系（室）、中心、所，各科研团队，各科研实验室：

为了进一步做好学院安全管理工作，把安全工作逐级落

实到位，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根据学院实际，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实行安全工作分类管理

（一）本科教学实验室

1.人员管理

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工作的教师和学生要认真学习实

验室规章制度，详细了解实验室的功能，在进行大型仪器设

备的安全使用培训后，方可开展实验活动，否则实验室管理

人员有权拒绝进入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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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管理人员为本实验室的安全员，负责本实验室一切

安全工作。

2.药品、试剂管理

实验室常规药品、试剂由学院统一采购，实验管理人员

根据实验项目要求，按照需要在学院统一领取，并做好领取

记录；本实验结束后所剩余常规药品、试剂交回学院统一入

库管理。

实验项目要求使用的易燃、易爆、易制毒、剧毒等危险

化学品，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学校统一领取和使用，

并建立危险品台帐管理制度，做好详细记录备查。

各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使用严格遵守国家《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的使用要有严密的防范措施，

严禁在实验室随意摆放，严禁在实验室吸烟或动用明火；实

验室试剂、药品等要归类存放，危险化学品存放位置要有醒

目警示牌，张贴相应的危险品标签。

实验室管理人员应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和日常

检查，做好实验室安全防范工作，制定实验室安全管理预案，

学校将对进入实验室的教师和学生进行培训，使教师和学生

能够严格按照规定采购、使用、存储和处置危险化学品。

3.废弃物处置

在实验中产生的各种有毒有害废弃物、动物尸体及其废

弃物不得未经处理任意排放、丢弃，实验管理中心应指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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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按照废弃物处理的有关规范集中收集封存并妥善保管，并

及时与国资处联系定期上门回收做无害化处理。

4.消防器材的管理

消防器材要放在明显和便于取用的位置，周围不得堆放

杂物，注意经常检查、及时更换。要建立消防器材更换记录

制度。严禁将消防器材移作他用，并保持消防通道畅通、整

洁。

（二）科研实验室

1.人员管理

科研团队的负责人或科研实验室的教授（副教授）为所

在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直接责任人，对所在实验室安全管理工

作全面负责，制定本实验室规章制度与要求，负责对进入实

验室人员开展安全培训和教育。各实验室应明确具体负责本

实验室安全管理的老师或学生，并张贴在实验室醒目位置，

负责所在实验室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实验室安全管理员须

经过培训，具备一定的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技能。进入实验

室学习或工作的师生员工为实验室安全的具体责任人。

2.实行安全准入制度

各科研实验室要把实验室安全教育纳入对研究生、博士

后、留学生、进修生及其他来校交流人员进行教育的重要内

容。进入科研实验室前，学校将对其进行安全培训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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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特别要求的实验时，必须提前制定实验方案，经实验室

主任（或导师）批准签字后方可进行，实验方案留存待查。

3.药品、试剂管理

实验室药品、试剂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存放，做到

摆放整体、整洁、规范；严禁将有毒、有害、易制毒、易腐

蚀的药瓶或试剂摆放在实验台面上或随意带出实验室，实验

室要安排专人管理此类药品或试剂，避免造成人员或财产损

失。

4.废弃物处置

在实验中产生的各种有毒有害废弃物、动物尸体及其废

弃物不得未经处理任意排放、丢弃，各实验室应有指定专人

按照废弃物处理的有关规范集中收集封存并妥善保管，并及

时与国资处联系定期上门回收做无害化处理。

5.消防器材的管理

消防器材要放在明显和便于取用的位置，周围不得堆放

杂物，注意经常检查、及时更换。各实验室要建立消防器材

更换记录制度。严禁将消防器材移作他用，并保持消防通道

畅通、整洁。

6.水、电、暖及房屋改造

实验室的水、电、房屋改造等，根据实验室工作实际需

要，先提出改造计划，报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经学院审核，

并征得学校相关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进行施工。否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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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自改造引起的一切不安全事故，由本实验室负责，并承担

由此引起的事故后果。

（三）办公场所、会议室

院属各单位、各部门要加强办公场所、会议室及公共区

域的安全防范措施，切实做到“人防、技防”。各办公室秘

书或负责人为本办公场所或公共区域的第一安全责任人，要

督促、检查本办公室做好安全工作。

会议室管理人员要加强对会议设备的日常维护、管理工

作，确保各种设备在安全、正常的情况下使用。各办公室、

会议室管理人员要做到“人离灯息、设备关停、门窗关好”，

消防器材按要求定期检查或更换，并摆放到位，坚决杜绝不

安全事故的发生。

（四）校外场站、基地

学院管理的校外场站、基地负责人为本单位安全工作第

一责任人，负责本单位安全制度的制定、人员分工、安全设

备的购置与维护，以及日常或重大活动、节假日单位安全工

作安排、检查等工作，并及时做好相关安全工作资料的整理、

归档工作。消防器材要有专人负责，按要求定期检查或更换，

并摆放到位。

二、安全工作责任及要求

1. 成立学院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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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成立以院长、书记为组长，副院长、副书记及院属

各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和部署

学院的安全工作。

2. 签署安全管理责任书

每年学院与院属各单位、科研团队、教授实验室等签署

安全管理责任书。学院鼓励院属各单位、部门与职工、学生

签订安全管理责任书，逐级落实安全责任，确保学院工作正

常开展。

3. 加强日常安全指导与检查工作

相关负责人每周应对其负责的教学实验室、科研实验室

进行一次安全检查，做好检查记录，并将检查情况向分管领

导汇报；学院分管安全工作领导每月组织相关人员开展一次

安全检查，做好检查记录，向学院党政负责人汇报检查情况，

若存在问题较严重，可以邀请保卫处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检

查，及时督促整改；学院党政负责人每学期至少参加一次安

全工作检查，督促学院各部门切实做好安全工作，维护学院

广大师生的切身利益。

三、安全工作考核和奖惩

学院将对安全工作进行定期考核，对安全管理工作优秀

的单位或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对存在安全问题根据情节进行

相应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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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于学校或学院在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责令

整改未能按期完成的，将给予黄牌警告。

2.对于两次责令整改未能加以重视，并发现继续存在严

重安全隐患的，学院将对相关责任人院内通报，取消当年有

关评优资格。

3.对于长期存在安全隐患，两次责令整改无效且发生安

全事故的，学院将停止相关负责人的一切业务办理或申请资

格，直至整改合格，并根据造成的后果，由学院将调查结果

报学校有关部门，按照有关法规和规章追究责任人的相应责

任。

四、其它

本办法从发文之日起生效，未定事宜按国家或学校有关

规章制度执行。

附件：学院安全责任体系表

2016 年 3月 15 日

抄送：

生命科学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         2016 年 3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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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学院安全责任体系表

序号 部门/团队名称 安全负责人 联系方式

1 党政综合办公室 刘林强 15891788922

2 生物学教学实验中心 段 敏 13572558009

3 生物工程实验实训中心 刘建党 13109591906

4 奚绪光科研团队 奚绪光 18229033716

5 曹翠玲教授实验室 曹翠玲 13152191780

6 常朝阳教授实验室 常朝阳 13572268252

7 陈红英教授实验室 陈红英 15339264582

8 陈坤明教授实验室 陈坤明 18792781276

9 陈鹏教授实验室 陈 鹏 13193332008

10 陈少林教授实验室 陈少林 13484902052

11 董娟娥教授实验室 董娟娥 13992802592

12 胡景江教授实验室 胡景江 13572575698

13 江元清教授实验室 江元清 18092071856

14 梁宗锁教授实验室 刘景玲 18092519896

15 刘西平教授实验室 刘西平 13572497097

16 刘颖教授实验室 刘 颖 18092575284

17 吕金印教授实验室 吕金印 13572196187

18 马闯教授实验室 马 闯 15029993606

19 马惠玲教授实验室 马惠玲 1872906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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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沈锡辉教授实验室 沈锡辉 18966833023

21 陶士珩教授实验室 陶士珩 13572899451

22 王保莉教授实验室 王保莉 15902913395

23 王渭玲教授实验室 王渭玲 18729062375

24 王瑶教授实验室 王 瑶 13488215263

25 王永华教授实验室 王永华 15102959781

26 韦革宏教授实验室 韦革宏 13186070876

24 杨若林教授实验室 杨若林 18309218338

28 杨淑慎教授实验室 杨淑慎 13572576526

29 郁飞教授实验室 郁 飞 15114897273

30 张林生教授实验室 张林生 15929481829

31 赵惠贤教授实验室 赵惠贤 18629593978

32 赵天永教授实验室 赵天永 13324517154

33 雷鸣教授实验室 雷 鸣 13630239874

34 B223 副教授实验室 白 娟 13325475383

35 B223 副教授实验室 龚春梅 13669209673

36 B223 副教授实验室 武永军 18302986870

37 B522 副教授实验室 卜书海 15802952037

38 B522 副教授实验室 刘虎岐 13709129269

39 B522 副教授实验室 李 琰 13571887919

40 B522 副教授实验室 康 冰 13572268293

41 D601 副教授实验室 范三红 18049001943

42 D601 副教授实验室 李科友 13991307132

43 D601 副教授实验室 魏永胜 1820292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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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D601 副教授实验室 周春菊 15291962360

45 B516 副教授实验室 郝文芳 13572931268

46 B516 副教授实验室 姜在民 13891836768

47 B516 副教授实验室 苗 芳 13572549078

48 D207 副教授实验室 徐 虹 13572445613

49 D207 副教授实验室 张小红 13572869993

50 B302 副教授实验室 卫亚红 15809262308

51 B302 副教授实验室 颜 霞 15934888868

52 B302 副教授实验室 颜 华 13363924145

53 B302 副教授实验室 贾良辉 13363924146

54 D205 副教授实验室 张存莉 13772178964

55 D205 副教授实验室 杜双田 13379039573

56 D205 副教授实验室 秦宝福 189912986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