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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人勇当战“疫”前锋 

                            ——防疫工作纪实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在所党委、所班子的领导下，综合管理

处党支部和中科化物（大连）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以下简称“科服党支部”）

带领后勤保障人员，用无私无畏守护职责使命，捍卫全所职工、学生的安全，勇

当战“疫”前锋。 

1 月 23 日，是 2020 年春节前一天，也是我所开启春节假期的第一天，全国

疫情防控的严重形势打破了后勤人员的假期安排。根据《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关于

加强春运期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措施的有关通知》要求，综合管

理处党支部和科服党支部两位书记带领支部党员冲在疫情防控一线，在连党员主

动请缨带班值守，在外党员联动，全员开展所区疫情防控工作。综合管理处党支

部连夜组织开发微信小程序，24 小时内近 3000 条信息反馈，及时掌握人员行程

和身体状况信息。 

1 月 26 日，为了更精准掌握 1 月 8 日后到过湖北武汉等疫情发生地的人员信

息，综合管理处党支部对上报到过武汉地区的百余人逐一进行电话联系，摸清摸

准每个人的行程和身体健康状况，为我所疫情防控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及时、有序地布置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综合管理处党支部和科服党支部立

即成立疫情防范工作小组、并建立微信群，多次通过视频会议，反复商讨与我所

人员衣食住行、工作等密切相关的事项，模拟着正常上班的场景，一个一个环节

研讨防疫相关工作。 

综合管理处党支部认真研究落实各类防疫文件要求，制定了安保、餐厅、宿

舍、保洁等场所和岗位的具体防控措施 9 项，明确了各岗位人员上岗要求、开展

工作时岗位要求、场所消毒和通风标准等。科服党支部组织安保人员认真守住入

所的各个入口，对每位进出所区人员进行仔细问询，测温、登记，增加园区安全

巡查次数；组织保洁人员每日认真对园区公共区域进行消毒等等；通过两个党支

部密切协作，确保了我所各项防控措施一一落实到位。 

为了做好复工后人员的精准管控，他们组织开发了出差报备小程序等，加强

对外地来连和返连人员的精准管理，特别吉林、黑龙江、北京等地区疫情爆发以

来，这些措施都有效的保障了来连和返连人员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为我所疫

情防控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5 月 8 日，学生开始返所，按防疫要求学生需要隔离，他们提前为近 600 名

学生精心准备防疫物资包，并协调医院组织护士到我所及时快速的为学生进行核

酸检测；他们连续坚守五个日夜，认真准备丰富多样的盒饭，认真对宿舍区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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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每日两次统计学生体温……。 

他们积极筹备防疫物资，发动所有力量组织购买防疫物资，疫情开始之后，

口罩、消毒液极其短缺，他们更是挨家挨户、积少成多的抢购，单单防疫口罩陆

续抢购累计多达 30 种，共计 20 多万个。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为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防疫工作还在继续，

他们还在努力。作为基层党支部，综合管理处党支部和科服党支部想在前，走在

前，以爱国爱所之心，后勤人勇当战“疫”前锋，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

心和使命。 
(文/图  姜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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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安全预警信息（综合预警〔2020〕1 号） 
 

2月 11日 19时 50分左右，辽宁先达农业科学有限公司烯草酮车间甲苯中间

转运罐发生爆炸事故。2月 13日，综合管理处分析事故原因并发布安全预警信息，

要求疫情防控期间，各研究组一定做好安全自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 

 

(文/图  姜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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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安全预警信息（综合预警〔2020〕2 号） 

 

4月 20日，某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做水解实验时，发生配电箱着火事件。4月

22日，综合管理处分析事件原因并发布安全预警信息，要求各研究组做好用电安

全自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 

 

(文/图  姜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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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安全预警信息（综合预警〔2020〕3 号） 

 

5月 24日，我所能源楼会议中心地下车库发生车辆自燃事件。5月 25 日，综

合管理处分析事件原因并发布安全预警信息，提醒驾车人员要重视对车辆的维护

保养，车内勿放置贵重物品；尤其夏季天气潮湿时，保养时更要加强电气线路检

查。 

 

 (文/图  姜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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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东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辽宁省生态环境厅与

大连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对我所进行辐射安全检查 
 

4月 9日，生态环境部东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以下简称“东北监督站”）

会同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大连市生态环境局对我所长兴岛园区大连相干光源项目

进行辐射安全现场检查。我所科研及职能部门相关人员参加了检查。 

检查人员听取了综合管理处处长赵金关于长兴岛园区的概况介绍及核辐射安

全工程师陶凯关于辐射安全管理的工作汇报，对相干光源的实验大厅、南北走廊、

控制室以及运行的相关资料和工艺设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 

  

  

检查人员认为，我所相干光源项目辐射安全管理规范，责任落实清晰，安全

联锁等技防措施有效，同时对制度执行、应急演练、仪器仪表管理等方面提出了

改进建议，强调在疫情期间更要加强对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以保证科研安全。 

赵金对检查人员在疫情期间仍对我所进行监督指导表示感谢，并表示我所将

继续加强辐射安全防护管理，切实落实各项管理措施，确保设备设施安全稳定运

行。 

（文/刘忠晔 图/姜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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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生态环境局来我所检查环保工作 

 

5月 7日上午，大连市生态环境局监察支队和沙河口区环境生态分局来我所

开展环境检查工作。 

检查人员首先听取了关于我所环保设施和固体废弃物处理情况的介绍，主要包

括固体废弃物处置、污水处理工艺和废气治理设施设置情况等。随后，检查人员

深入固体废弃物处置现场、污水处理站和能源楼废气处理装置现场进行了全面检

查。 

 

检查人员认为，我所的环保设施齐全，固体废弃物处置规范，对我所废水、废

气、固体废弃物的环保处理表示肯定，并希望我所继续加强管理，切实做好环保

工作，确保所区及周边环境安全。 

（文/图 姜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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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进行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根据应急管理部进一步加强当前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

为了防范事故发生、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我所于 3月 18-31日开展了为期

两周的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各研究组对各危险化学品库房、气瓶

间、实验室等部位进行了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排查及整治。 

本次安全隐患排查采用使用部门自查和安全管理部门复查的形式，包括气体

使用专项安全和危险化学品使用、储存专项安全两部分，检查内容则全面覆盖气

体气瓶布置、存放安全，气路敷设、连接安全、气体使用安全、危化品储存安全、

危化品使用安全等环节。经过各部门认真排查，自查中共发现安全隐患 67项。根

据各项隐患整改所需资金和材料，各部门已经制定整改计划并逐步落实整改措施。 

 

根据工作安排，综合管理处将结合第一季度安全检查复查，对各部门用气情

况及危化品使用、储存情况进行复查。随着各项整改措施的落实，危化品（含气

瓶）的保储存和使用将进一步规范，实验室的本质安全水平也将有所提升。 

（文/图 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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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综合管理处持续开展“组会讲安全”活动 

 

疫情防控期间综合管理处持续开展“组会讲安全”活动。4月 10日上午，综

合管理处安全管理人员受邀参加了能源材料研究部（DNL22）组会，为部内人员

17人开展安全培训。 

4月 28日上午，受邀参加了生物质转化技术研究组（DNL0602）组会，为组

内人员 26人开展安全培训。 

安全培训主要分析了所内外安全事故案例、实验室常见安全隐患以及实验室

安全风险与防范措施等。 

  

疫情防控期间，人员不能大量聚集，为了持续开展“组会讲安全”活动，做

好安全培训工作，充分利用视频会议系统，对组内返岗人员和居家学生进行培训。

培训期间，与会人员与培训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达到了预期培训效果。 

(文/刘忠晔 图/朱立富) 

http://www.602.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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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兴岛园区组织召开 2020年第一季度安全联络会 

 

4月 27日，综合管理处长兴岛园区综合办公室在能源楼 A座第二会议室组织

召开长兴岛园区安全员联络会议，长兴岛园区安全管理人员共 18人参加本次会

议。 

刘忠晔首先对 2020年第一季度安全检查中存在的重点问题及整改情况进行

了通报并对第二季度安全重点工作进行分解；赵艳荣就住宿安全管理规定对大家

进行了详细的讲解；科住物业经理邓小刚对日常工作中发现的安全问题进行提醒。

 

刘宝海对目前长兴岛园区的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并对重点管理区域进行梳

理。最后长兴岛园区综合办公室主任于世东就本次会议进行总结，要求落实安全

管理主体责任，对下一步安全工作进行部署，并强调了疫情仍然存在，不能放松

防控工作。 

（文 刘忠晔/图 时洪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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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安全生产月活动顺利开展并圆满落幕 
 

为引导我所人员主动关注关心安全，增强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素质，提高自

救互救能力，有效防范事故发生，我所于 6月份开展了安全生产月活动，突出了

2020年全国“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的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在全所人

员的共同关注和参与下，我所顺利开展并圆满完成了 2020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此

次活动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为目标，

达到了预期效果。 

一、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安全宣传形式多样化 

安全生产月期间，我们通过多种安全宣传渠道，包括安全条幅、安全知识展

示；利用所信息发布系统、微信订阅号等宣传安全月和安全相关知识，营造了浓

厚的安全文化氛围。 

 

   

安全条幅                     安全宣传挂图    

 
安全宣传公众号                     所信息发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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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竞技类互动活动，增加人员参与主动性 

（一）安全知识竞答活动 

6月 1日起，我所组织开展了“安全知识竞答”活动，每天 30题，经过半个

月的竞答，截止 6月 15日，共有 3544人次参加了此次“安全知识竞答”活动，

是去年参赛人次的一倍，我所人员参与安全活动热情较高，反馈效果较好，切实

从中学习了安全知识，达到了活动的预期目标。 

   

安全知识竞答活动 

（二）“抖除隐患抖出安全”活动 

6 月 1 日起，我所组织开展了“抖除隐患抖出安全”活动，面向全所征集安

全宣传短视频，经过一个月的征集，共征集安全宣传短视频 24部，在综合管理处

抖音号 1231351734中展播，累计播放量 7256次。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展现身边的

安全，更加增强了我所人员关心、关注安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达到了非常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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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知识竞答”宣传 

 

（三）安全培训 

6月 30日下午，我所在能源楼会议中心学术报告厅举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培

训，各研究组、职能部门百余名安全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用气、用电、车辆及交通安全等内容。培训邀请了大连岩谷气

体机具有限公司安全部部长刘兴斌介绍了实验室常用气体的特性、使用时注意事

项、气瓶操作安全须知等用气安全相关知识；邀请中科化物（大连）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运维部部长王强介绍了触电的危害、安全用电与预防措施、触电急救、电

气普查发现的共性问题等用电安全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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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综合管理处董佳做车辆与交通安全专题培训，介绍了汽车驾驶员应具

备的安全知识和车辆检查常识，分析了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讲解了发生交通事

故后处置措施等。培训进一步提高了我所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知识水平。 

三、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一）长兴岛园区组织辐射应急演练 

6月 1日下午，我所在长兴岛园区能源化学楼 B座进行辐射事故应急演练，

来自大连相干光源和长兴岛园区综合办公室相关人员参加了应急演练。   

   

通过演练进一步提高了相关人员的辐射防护意识，明确了人员职责分工，熟

悉了辐射应急处置程序，提高了辐射事故处置人员的应急响应能力，达到了预期

效果。 

（二）星海园区组织综合应急预案演练 

6月 29日下午，我所在星海园区有机楼和催化楼组织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来

自研究组和物业公司近 200人参加演练。演练内容包括危化品泄漏、电梯故障、

应急疏散、消防灭火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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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结束后，综合管理处安全管理人员对本次演练进行了总结，强调了安全

工作的重要性，讲解了在应急疏散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并就车辆安全问题提醒大

家注重日常车辆的保养和检查，也介绍了家庭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消防安全隐患和

正确处置方法。通过演练提高了各位安全意识以及应急能力。 

（三）长兴岛园区组织特种设备应急演练 

6月 30日上午，我所在长兴岛园区在 09实验楼液氯库房组织了特种设备应

急演练。来自长兴岛园区综合办公室及七室相关研究组和科住物业近 30人参加了

演练。通过演练，明确了应急小组人员的应急职责，有效强化了应急反应机制。

  

 

今年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效果明显，通过上下联动，

各方配合，确保了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在安全生产月期间，我所营造了较为浓

厚的安全生产氛围，对于提高我所人员的安全素质，牢固树立安全意识，进一步

推动各项安全生产措施的落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安全生产月活动虽然告一段落，

但安全工作没有尽头，依然在路上。我们将以这次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努力

抓好各项安全工作，牢固树立“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理念，以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为目标，坚守安全红线，

扎实做好我所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继续保持我所安全持续稳定的良好局面。 

（文/图 朱立富、刘忠晔、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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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岛园区组织消防疏散及灭火应急演练 

 

5月 26日下午，我所在长兴岛园区催化平台组织消防疏散及灭火应急演练，

催化平台相关研究组、长兴岛园区综合办公室、科住物业等相关人员参与了此次

演练。 

演练开始，催化平台综合楼换热站模拟发生火灾，催化平台消防控制室收到

火警报警信号，值班人员迅速赶往报警地点进行核实，确认火情后，依据应急预

案立即组织现场人员疏散并通知应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灭火。

  

此次演练检验了长兴岛园区应急队伍应对火灾的能力，掌握了消防栓及消防

水泵的使用技能。最后，长兴岛园区综合办公室主任于世东对此次演练进行了总

结，指出本次演练中存在的不足，要求大家要时刻保持消防安全警觉不放松，提

高火灾的应对能力，提高应急自救能力。 

（文/图 姜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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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组织消防应急演练 

 

5月 28日下午，我所结合近期中科院对消防工作的要求及大连市消防安全的

严峻形势，在能源基础楼和过程工程楼组织消防应急演练。来自研究组和物业公

司近 200人参加本次演练。演练由综合管理处处长赵金任总指挥。 

在演练方案预定时间，接到总指挥“演习开始”指令后，模拟能源基础楼 4

层某个房间出现火情，消控室接到房间火警信号后，值班人员迅速赶往报警地点

进行确认，根据现场情况，触发手报按钮，发出全楼疏散指令，并模拟报火警。 

 

两栋楼宇工作人员疏散到指定地点后，综合管理处安全管理人员对本次演练

进行了总结，强调了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并就车辆安全问题提醒大家注重日

常车辆的保养和检查，同时讲解了在遇到紧急情况做应急疏散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也介绍了家庭生活中可能遇到的消防安全隐患和正确处置方法。 

最后，综合管理处安全管理人员对灭火器和灭火毯的使用进行了相关培训，

并组织大家进行灭火演练。 

    （文/图 董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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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一季度安全检查结果通报 

 

根据《关于开展 2020年第一季度安全检查的通知》，综合管理处于 3 月 23-31

日组织开展全所各园区安全检查。本次安全检查涉及扣分项 14项，总扣分 28分。

具体扣分情况通报如下： 

实验楼 房间号 研究组 存在的问题 
扣

分 
扣分依据 

有机楼 A304 501 3瓶 500ml异丙醇放在地上 2 第二章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使用（P8) 

有机楼 201 503 废液桶盖子未盖，实验室脏乱差 2 第九章 实验室环境保护（P65） 

有机楼 204 503 
个人防护用品与危险化放在一

个柜子内；实验室脏乱差 
2 第八章 实验室职业卫生管理（P62） 

化工楼 305 504 
氨气管线连接不可靠，采用胶管

套装不锈钢管方式 
2 第三章 实验室气瓶使用安全（P28） 

化学激光楼

AB座 
B305 704 压缩空气管道介质无标识 2 第三章 实验室气瓶使用安全（P28） 

动力学 B座 112 1102 气瓶未固定 2 第三章 实验室气瓶使用安全（P27） 

生物楼 602 1807 实验室垃圾和生活垃圾未分类 2 第九章 实验室环境保护（P65） 

生物楼 402 1810 
使用王水等腐蚀品，未配备应急

处置药品 
2 第十章 实验室消防安全及应急（P69） 

动力学 B座 212 18T5 存放氟气，无气体报警器 2 第三章 实验室气瓶使用安全（P30） 

长兴岛-能

源楼 B座 

实验大

厅 
18T5 1桶 25L液体无标识 2 第二章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使用（P9) 

动力学 B座 116 2503 气瓶放置在配电箱前，无法开门 2 第五章 实验室用电安全（P44） 

能源楼 A座 404 DNL0901 
吸附柱活化实验控温热偶未连

接 
2 第五章 实验室用电安全（P46） 

科技园 115 DNL0901 

电暖气未备案；药品摆放不规范

（建议药品架上增加防掉落设

施） 

2 第五章 实验室用电安全（P47） 

过程楼 库房 DNL0903 
500ml 浓硫酸包装破损，有泄漏

风险  
2 第二章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使用（P7) 

能源基础楼 111 DNL2102 气瓶管线、电线布线不规范 2 第三章 实验室气瓶使用安全（28） 

 

以上所有问题，已反馈各部门，并给出整改建议和相关要求，综合管理处将

集中复查并在日常检查中持续加强监督。（文/董佳） 

 

-------------------------------------------------------------------- 

（本期编辑：朱立富      本期审读：赵  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