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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设备采购中安全生产管理问题的研究 

马 涛，李 晋，范强锐， 鲍 锐 

(北京理工大学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北京 100081) 

摘 要：分析了高校设备采购中注意安全生产管理问题的必要性，总结现阶段高校实验室安全生产管理当中 

涉及设备采购的一些主要问题，并从采购的角度论述如何在高校设备采购过程当中寻求方法，预防安全生产 

问题的发生。阐述了高校设备采购环节对预防安全生产管理问题具有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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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in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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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chase in colleges and umversltles 

Ma Tao，Li Jin，Fan Qiangrui，Bao Rui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and Equipment Administration，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The necessity of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in equipment purcha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alyzed．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problems of laboratory safety management at current stag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volved in the procurement of some of the major problems，an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rocurement in the process of university equipment procurement to find methods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safety production problems．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university 

equipment purchase link in the prevention of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Key words：equipment purcha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laboratory safety；safety production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发展教育 已经成为一 

项重要议题，而安全管理是教学科研发展的前提条件 

和保障l_1]。近年来，高校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实验室爆 

炸、有毒气体泄漏、惰性气体窒息、火灾等安全责任事 

故屡见不鲜[2]。这些事故给教育界敲了一记警钟，提 

醒我们要加强高校安全管理，重新思考各项工作与安 

全管理的关系。 

1 高校设备采购 中注意安全生产管理问题 的 

必要性 

高校设备采购作为高校发展、建设的一项重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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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安全管理的前端。设备采购的安全管理就是要 

求采购行为的过程、结果与整个安全生产管理协调、一 

致[3]，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 3个方面： 

(1)把安全管理做到源头，防患于未然。高校设 

备采购作为安全管理的前端，把好关，把安全隐患杜绝 

于源头 ，防患于未然 ，就会大大地减少今后的不安全 因 

素，避免事故的发生。因为，采购物品的安全性，直接 

关系到今后的安全使用。 

(2)大大增强买卖双方的安全生产意识。把安全 

问题纳入对采购设备、供应商的审核及采购人员工作 

成果的考核指标，可以使采、供双方共同注意产品安全 

的生产和采购，有利于全方位的安全生产管理。 

(3)示范效应增强。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基地， 

是人才培养的殿堂，也是社会行为的示范窗口，它的行 

为往往成为全社会效仿的典范。高校采购安全管理的 

实施，必将以示范效应，带动整个社会的安全生产以及 

安全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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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生产管理中涉及设备采购的主要问题 

2．1 采购前所涉及到的问题 

在执行设备采购之前所涉及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各相关部门对设备的安全问题论证不够充分。高校现 

阶段对设备采购的前期工作主要为各部门在接到经费 

计划后，做好计划清单，重点对采购项 目的设备名称、 

具体型号、技术规格、要求数量等问题做好调研论证工 

作，往往忽略了对设备安全问题的考虑r4]，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 ： 

(1)对设备“危险点”的识别和管理工作准备 

不 足 ； 

(2)由于对设备存在的安全隐患不明确，所以对 

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以及为避免事故的发生应配备的 

附属设备设定不准确，“危险点”防护措施不完善； 

(3)安全管理责任人未落实到位。 

2．2 采购中所涉及到的安全问题 

采购过程当中涉及到的主要安全问题有两方面： 

(1)对供应商的安全资质及设备的安全性能要求 

不明确，在招标采购过程中，对供应商的安全生产资质 

要求不够，标书中没有安全资质类的要求和说明，对具 

有安全隐患的设备，消除隐患的解决办法不足，安全管 

理的配套设备不完善； 

(2)采购人员安全生产意识不强，传统的采购中， 

采购人员往往从设备的价格、质量、交货期、售后培训 

等方面进行考虑，往往忽视了采购之后设备所面临的 

安全问题E5]。 

2．3 采购完成后所涉及到的安全问题 

采购完成后涉及到的主要安全问题有两方面： 

(1)采购执行部门与负责安全的部门对接不顺 

畅，设备采购签订合同之时，往往缺少安全部门指导办 

理安全环保类审批的程序； 

(2)采购完成后对设备安装过程中的安全责任事 

故认定不清，对于具有安全隐患的设备没有向安全职 

能部门备案，致使安全部门不能完全掌握涉及危险设 

备的安装位置 ，造成监控的空 白L6]。 

3 如何在设备采购过程 当中提前减少安全生 

产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制定采购规范，明确安全生产管理内容 

高校仪器设备采购流程 日趋完善和规范，然而很 

多高校对安全生产方面的内容未作出明确要求。实施 

采购，提前规避不安全的问题，首要的是建立制度，规 

范行为。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安全采购机制，制订安全 

生产守则，从制度上杜绝不安全因素的滋生_7]。结合 

安全生产管理，高校采购的相关规范与制度主要包括： 

(1)论证采购需求制度。在设备、设施购买之 

前，设备采购主管部门和申购使用单位要进行充分 

的论证 ，采购部门应该在申购使用单位的指导下，广 

泛询问供应商，确保对所有需要采购的设施、设备的 

主要性能指标做到全面了解。除使用单位等部门相 

关人员外，还应在校外聘请技术人员参与论证，尽量 

提前杜绝实验室的不安全因素，配合做好安全生产 

管理工作 。 

(2)采购人员管理制度。明确采购工作人员的配 

备情况，对采购人员定期进行安全生产培训_8]。 

(3)采购计划审核制度。审核采购计划不仅要 

考虑购置设备与教学科研的关系，也要注明设备安 

全等级、使用年限、厂商对用户的培训、最后处置等 

问题 。 

(4)其他相关规定制定。如在“招投标采购评标 

规范程序”、“采购实施细则”、“采购监督实施办法”、 

“供应商须知”等校内相关文件中对安全生产管理相关 

设施及仪器设备做出明确要求，提前规避实验室安全 

问题嗍 。 

3．2 选择具有相关资质的合格供应商 

采购部门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除了关注设备设 

施的性能、价格、质量、交货 Et期等问题外，还要综合考 

虑供应商是否具有安全生产相关资质，分析供应商在 

能耗、产品合格率、后期维护等方面的表现，严格按照 

采购相关规定，审核供应商的相关资质，从质量、价格、 

安全、合作等多方面对供应商进行评价与选择_1 。 

高校设备采购使用单位应当综合考虑教学科研需 

求、社会效益、安全问题，对众多指标进行权衡。高校 

采购部门对供应商可以实施逆向管理，从已经产生的 

安全问题方面对供应商提出要求。 

建立供应商信息库，通过招标采购，甄选出产品安 

全、性价比高、具有合格资质、信誉良好、售后服务有保 

证的供应商，建立学校的物资供应网，在采购当中，优 

先考虑库中的商家并随时对信息库进行补充，提高采 

购效率，确保采购设备的安全性能。 

3．3 对采购人员进行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相关培训 

在高校，设备采购管理与安全生产管理脱节，采 

购人员在采购设备中往往只考虑设备性能、经济效 

益 、压缩成本 。在实施采购过程中 ，也应贯彻安 全生 

产管理理念，积极对采购人员进行实验室安全相关 

方面培训 ，提高采购人员整体素质，培养采购人员牢 

固树立安全的价值观。 

另外，在实施采购过程当中，具有安全保证的设备 

设施要优先考虑，对于危险的或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 

设备原则上不进行采购。采购人在编制采购文件时应 

对产品的安全系数做明确要求并优先采购安全系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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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备。 

同时，伴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新产品新技术不断 

涌现，这就要求高校的采购人员不断更新知识，关注安 

全生产新动向，提高 自身素质，保持采购的先进性，尽 

量减少采购的设备日后出现安全问题。 

3．4 实施采购监控制度 

采购部门应当配合使用单位、财务、审计、纪委等 

相关部门，抓好采购监督检查工作。高校应按照相关 

文件要求，成立采购监督小组，落实备案制度，切实做 

到先备案后执行。采购监督小组应定期对部门采购计 

划进行检查，对采购过程中未落实安全生产制度的单 

位进行查处_1 。 

3．5 建立采购工作安全生产管理考核体 系 

考核体系应包括两个方面： 

(1)包括供应商提供商品性价 比、质量、售后服 

务、供货期限等指标； 

(2)是否能够满足安全生产的要求，两个维度的 

数据均可通过用户反馈后采用统计方法得到，并配以 

打分制度将其标准化，以此数据作为考核依据，达到高 

效采购的同时，还提前预防日后设备、设施运行中可能 

出现的安全 问题 。 

3．6 权责分明。责任到人 

对于具有危险因素的设备采购，都要到安全部门 

履行报批、报审、备案。安全部门要加强监管、督导、检 

查，并定期通报安检情况。建立从上到下责任到人的 

完整工作体系，危险点专人管理、专人负责。明确各种 

安全责任归属，如设备安装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应 

由负责安装的一方也就是供应商负责。 

4 结语 

高校安全生产管理问题是一个非常综合而又复杂 

的问题，涉及到的人员多、设备广，单从采购角度无法 

全面地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各部门协同努力下不断 

地发展和完善各种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真正建立起 

行之有效的安全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才能保障教学、 

科研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确保学校和谐稳定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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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通过分析传统实验室沟通模式，进而得出实验室 

两种沟通模式，一种为正式沟通，通过正式场合的工作 

汇报和总结实现，另外一种是非正式沟通，通过集体活 

动等方式实现。而这两种沟通方式都存在信息收集不 

完整、透明度不够和时间、地点的限制，从而达不到很 

好 的沟通效果。因此 ，在现行的沟通模式上 ，通过引进 

web 2．0这种新型的信息交流工具，建立新型的网络 

沟通模式，打破以往的垂直沟通和水平沟通的盲点，实 

现实验室沟通的多样性和完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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