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工科教〔2022〕16 号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关于转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举办高校

教学实验室安全与管理培训班的通知》的

通知

各单位：

接四川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关于转发《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关于举办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与管理培训班的通知》函，

现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举办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与管

理培训班的通知》内容转发各单位，请各单位通知相关实验

实习中心技术管理人员（附件 2）如有人员变更请及时上报。



为进一步提升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望各单位认真

组织本次学习培训。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教务处

2022 年 5 月 30 日

附件 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举办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与管理培

训班的通知》

附件 2、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各教学单位拟实验实习中心技术管理人员

设置汇总表



附件 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教 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

等学校、部 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

查工 作的通知》(教发厅函〔2022〕11号)要求,我司将

以在线方 式举办"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与管理培训班",

进一步提升高 校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确保新冠肺炎

疫情常态化防控下 高校教学实验室稳定有序运行。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

(一)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与责任体系建设

(二)实验室安全管理基础与隐患治理要点

(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与信息化管理(危化品、生物

安全)



二、培训对象

各高校分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负责同志、职能处室负

责同志、二级学院分管同志、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实验室技

术人员以及参与实验教学的一线教师等。

三、培训形式

根据疫情期间相关管理规定,本次培训采取线上方式

进行, 学员须登陆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培训平台

(以下简称平台,网址: htts: /huiyi.enetedu.comsyaq)报名

注册,注册成功后可在线观看直播或回放。

四、时间安排

本次培训直播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0-11 日,视频

回放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2-18 日。具体培训日程将在

平台网页发布,

观看直播的学员请提前 30 分钟左右登陆平台。

各地各高校请组织相关人员于 6 月 8 日（星期三）

18：00 前自行登陆平台完成注册。

(一)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及高校要积极组织相关负责同

志、 工作人员及一线教师按时参加培训,在 6 月 18 日



前完成培训任务并通过在线测试后可获得培训班学时证明。

(二)本次培训班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办,全国

高校教 师网络培训中心承办。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

心李澄尘,010-58582604;刘旭,010-58581532;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课程教材与实验室处王繁,010-66096925.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2 年 5 月 19 日



附件 2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各教学单位拟实验实习中心技术管理人员设置汇总表

学院 实验室名称
现有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专业技术职务 担任工作 电话 专/兼职

财经学院 智能财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郑健 副教授 实验室日常管理 18280516025 兼职

候小雨 实验室技术人员 实验室日常管理 19183846489 专职

智能制造与

车辆工程学

院

1.汽车电控技术实验中心

2.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

3.智能制造技术实验中心

徐纯厚 高级讲师
所有教学管理工作及实验

室建设管理工作
18283868187 专职

高强
讲师、实训中心

副主任

承担学院专周训教学及设

备管理工作
13689613351 专职

护理学院 医学护理实验实习中心 刘琼碧 副院长 实验室日常管理 19381021393 专职



杨仕超 实验室中心主任 实验室日常管理 13990275725 专职

电子信息工

程与计算机

学院

计算机工程与电子信息工程实

验室

李艳 副院长 实验室日常管理 15328100332 兼职

王昱山 讲师 计算机工程实验中心管理 17360607833 专职

刘丹 讲师 电子信息实验中心管理 18280533098 兼职

食品学院 大学化学实验中心

于华 主任 实验室日常管理 17780157530 兼职

徐佳雨 实验室技术人员 实验室日常管理 15828567415 专职

喻鹤 实验室技术人员 实验室日常管理 16199744039 兼职

管理学院

1. 现代物流教学实验中心

2. 智慧酒旅教学实验中心

3. 电子商务（跨境）实验教学

熊清明 副院长 实验室日常管理 13981071675 兼职



中心

4. 国际贸易一体化实验教学

中心

刘庆 实验室技术人员 实验室日常管理 15309029580 专职

建筑工程学

院

1. 建筑工程实验中心

2.工程艺术设计实习中心

陈堂 院长 实验室日常管理 15883670969 兼职

王涛 实验室主任 实验室日常管理 18981708025 专职

基础教学部 大学物理实验中心
许敏 副教授 实验室日常管理 15883422864 专职

后爱强 助教 实验中心日常管理 13700900593 兼职

教育学院 教育与艺术教学实验实习中心

孙红英 副院长 实验室日常管理 18908106446 专职

黄译漫 实训中心副主任 协助孙红英副院长工作 13881060816 专职

体育学院 体育学院实习中心

雷耀方 副院长 实验室日常管理 15883665661 专职

尚永恒 副教授 协助雷耀方副院长工作 专职

创新创业学 三维数字化实验教学中心 曾尧 副院长 实验室日常管理 15983813095 兼职



院
岳关举 实训中心管理员 协助曾尧副院长工作 18783897503 专职

教务处

孟庆旭 副处长 统筹实验室管理 13981097917 专职

施杨 科长 协助实验室管理 15883447620 专职

梁雨佳 办事员 协助实验室管理 18284563606 专职

安全保卫处

雷全祖 处长 协助实验室管理 13890252697 专职

黄旭 副科长 协助实验室管理 15881460589 专职

于连伟 副主任 协助实验室管理 13881042206 专职

周岩松 科员 协助实验室管理 17608380326 专职

杨唯 科员 协助实验室管理 18244410581 专职

杨阳 科员 协助实验室管理 13541714399 专职

吕邦凌 科员 协助实验室管理 18781025737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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