躊簿 警
鬼亀 晶魔葬憫分釜亀装掛 甕嚢響
針対我校 危化 品慶 弁物 1文 li提 畳辻程 中存在 的同題,以 及処置企立対危化品包装 、
送 輸 、林惧 、安全等方面 的要 求和特殊規定 ,特 制定 以下安全 牧錆 管理要求 ,清
遵照執行

:

1、

声格按 中国科技 技木大学危化 品慶 奔物分癸方法杵疲 奔物分癸 、包装 。

2、

力碗保暫存 、送 輸和赴畳道程 的安全 ,特 対危化品慶奔物包装 作 以下几点
規定 ,情 堅 決按規定 執行

;

1)慶 液統一使用 自色 25升 硬反塑料桶 ,社 絶慶液装満桶 ,有 机慶液液面不得
超辻桶容釈 的五分之 四 ,酸 、城 、重金属高子元机慶液 ,液 面不得 超通桶容
釈 的五分之三 ,量 少可按 実際慶液量使用 5升 、lo升 白色硬反塑料桶 。

2)全 校統一使用林准林釜 ,按 慶奔物神癸使用相鹿林釜 ,林 釜所有桂 目信息
必 需用 中文名称 ,品 紳道多可貼 2張 同紳 癸林釜 ,井 使用黒色 油性宅或泥 号
宅填写 。

3)武 斉J空 瓶用塑料 編須袋包装 ,酸 、城拭斉J瓶 要和其官空瓶分升 ,瓶 蓋持井
単放千袋 中 ,酸 、城拭斉J瓶 分升用 白色塑料編須袋包装 ,其 官拭斉J空 瓶用黄
色塑料編須袋包装 。編須袋尺 寸統一カ 60*95cm。 不得 使用超大和其官顔色
編須袋或用妖 箱等其官包 装物包装 。拭斉J空 瓶 中不得 有任何残 留,袋 ロオL緊

,

井用黒色記 号宅在編須袋上林 明実聡室楼号及房同号 。

4)実 翰室慶物 中,像 針共 、碑破璃 、裁破片 、磋肢板等尖 鋭 易制傷、支J物 的
慶奔物先用合通 包装 物オL緊 后再装入 大小合通的須箱 中封箱 ,林 釜注 明。塑
料制品和 破璃制品分升包装 ,其 官疲 奔物按癸分装 ,不 得杵任 何拭斉J和 拭斉J
空瓶放入実翰室慶物 中 。実聡室慶 奔物除 易支J傷 、刺物 的用妖箱包装外 ,其

官慶 奔物統 一使用 白色編須袋包装 。

5)慶 磋肢粉先用 白色透 明塑料袋包装才L緊 ,再 装入 自色編須袋 中

c

酸性元机 慶液 中,含 気 、高気酸的疲 液 因処置企立 暫元能力処置 ,元 法 回

3、

収 ,清 各実翰室妥 善保管等待 回1文 処置通 知 。
所有疲奔物必 須按癸分装 ,林 釜 中的信息如実填 5,字 辺清 楚 ,一 旦 和赴

4、

畳企立 友 生処置刻笏 ′声生例款等情況 便子追湖 。
疲液桶 的反量必 須符合安全 要求 ,不 得使用装這工並 乙醇及其官化学 品的

5、

慶桶 ,二 次使用 。
扱慶化学 拭斉J赴 畳是男 外処理方 式 ,不 在 日常回1文 処理疱 園 ,清 各実聡室

6、

按中国科学技木大学 危化 品疲奔物分癸林准 杵化学拭斉J分 癸包装 ,妥 善保管

,

銃一 回牧赴畳 吋同男行通 知 。

滋111、 猛1化 学院 、微尺度危化絆1慶 井物量大 ,有 な人1文 集 , 日本
均有存放地点
故不接牧化学院微尺度 等量送存 ,清 以上
院送至 本学院存放点
"J学
ll l微 尺度 有机疲液可送 存 。
2、

,

,

除41校 区:外 ,共 t校 IX清 先 中扱慶井物 紳炎幕1数 量 ,等 待牧儲 小姐通力1,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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