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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处党支部召开支委会

基建处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基建处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暨民主评议党员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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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13次）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1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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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遵彬处长和张德严副处长分别讲授专题党课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党日活动（第 1 次）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党日活动（第 2 次）

【综合新闻】

我处召开 2019 年终工作总结会议

【投资与规划】

三个“双一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获得初步设计批复

组织召开基础科研楼项目竣工验收工作协调会

北京中设泛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到我校调研

完成哈工大“十四五”中央投资基本建设项目库项目建议书

完成哈工大 2020-2022 年学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议书

完成工信部部属单位、部属高校承担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表

教学综合实验楼（西区）项目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获

得批复

国家重大项目库项目网上平台填报工作

【工程建设】

前期工作

招标工作

技术与经济工作

在建项目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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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基建处党支部召开支委会

11 月 29 日，基建处党支部于 108 会议室召开支委会，会议由党

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

按学校要求，基建处党支部支委会开展集中学习，学习《中国共

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盖遵彬书记对《条例》共十章四十六条

的内容进行了详细地通读讲解。

 基建处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12 月 4 日，基建处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

主生活会。盖遵彬、张德严参加会议，主题教育第七巡回指导组副组

长高献忠、联络员李飞宇对会议现场督导，基建处党支部组织委员、

宣传委员、纪检委员列席会议。会议由盖遵彬主持。

首先，盖遵彬通报了上一次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针对

2018 年度民主生活会通过自身查摆，征求意见和谈心谈话检视出的问

题，基建处领导班子按照“即知即改，边学边改，边查边改”的原则，

所有问题均已整改到位；其次，盖遵彬汇报了本次民主生活会征求意

见情况，在本次民主生活会前，通过网上问卷、班子成员互相谈话，

交换意见、班子成员和分管领域负责人谈话，班子成员与普通党员谈

话等方式，充分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形成了基建处领导班子对照检

查材料；再次，盖遵彬代表基建处领导班子做对照检查，从主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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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梳理检视问题、问题根源剖析、下一步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四

个方面进行了情况汇报；第四，盖遵彬进行个人对照检查和自我批评，

张德严对他提出了批评意见；第五，张德严进行了个人对照检查和自

我批评，盖遵彬对他提出了批评意见；第六，第七巡回指导组联络员

李飞宇对本次民主生活会进行了点评，认为会前准备充分；会上领导

班子的对照检查报告契合工作实际，细致、到位；批评与自我批评辣

味十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最后，盖遵彬总结了会议情况并提出了

下一步整改工作要求。

 基建处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暨民主评议党员

根据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委员会《关于召开 2019 年度专题组织生

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基建处党支部于 12 月 6 日 14:00

在行政楼 108 室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

10名在职党员参加会议。

会上，按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盖遵彬书记

结合党支部工作实际，对照十九大报告关于基层党组织的要求和党章

规定的党支部的职责，认真报告了一年来党支部工作情况，“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学习情况，严肃检视了党支部存在的问题，

深刻剖析了问题根源，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会上，党员们认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现场发放《民主评

议党员测评表》，按照“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种

等次对党员进行投票测评。

随后，盖遵彬书记带领全体在职党员开展集中学习，学习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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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

4 次）

9 月 27 日，基建处党支部于 119 会议室召开党员大会，9 名在职

党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全面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基建处党支部召

开党员大会开展专题学习。

本次学习围绕“静下心来读原著、关起门来学原文、带着感情悟

原理”开展，党支部书记盖遵彬领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重点学习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关于我国

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及《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两个章节，

全体党员在逐段逐句的领学中深刻理

解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

实践要求。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

5 次）

10 月 18 日，基建处党支部于 108 会议室召开党员大会，8名在职

党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

本次学习围绕“静下心来读原著、关起门来学原文、带着感情悟

原理”开展，党支部书记盖遵彬领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重点学习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于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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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打过外交》两个章节。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

6 次）

10 月 21 日，基建处党支部于 108 会议室召开党员大会，9名在职

党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

遵彬主持。

本次学习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东北振兴重要讲话精神主题开展。首

先，盖遵彬书记领学人民日报刊发的

文章《振兴东北，习近平要求黑龙江

干好这些事》，文章着重介绍了习近平

要求黑龙江干好的 12件事，涉及产业结构、创新能力、人才培养引进、

现代农业建设、保护黑土地、民生资金配置等方面。其次，盖遵彬书

记领学新华网文章《习近平参加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全面振兴决心不

能动摇》，文章着重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黑龙江省代表团审议时的

8 个议题。最后，在职党员共同观看了黑龙江省专门为主题教育拍摄

的专题教育片《丰碑—东北抗联精神》。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

7 次）

10 月 23 日，基建处党支部于 108 会议室召开党员大会，10名在

职党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支部书记

盖遵彬主持。

本次学习围绕“静下心来读原著、

关起门来学原文、带着感情悟原理”

开展，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其中



7

基建处副处长张德严领学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关

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章节，党员轮读的形式共同学

习了《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社会建设》章节。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

8 次）

10 月 28 日，基建处党支部于 108 会议室召开党员大会，8名在职

党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

本次学习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专题开展。首先，盖遵彬书记带领全体党员学习了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战略论述—《求是》杂志记者对工业和信息

化部部长、党组书记苗圩的专访。其次，盖遵彬书记带领全体党员学

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坚持网信事业正确政治方向—五论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信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最后，全体党员共同

观看了视频《大国重器》第 6集《制造强国》。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

9 次）

10 月 30 日，基建处党支部 9

名在职党员来到东北烈士纪念馆，

集体参观了《黑土英魂—东北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烈士事迹陈

列》及《伪满哈尔滨警察厅遗址及

罪恶展》，缅怀革命先烈，回顾红色

历史，重温入党誓词。

参观结束后，全体在职党员一起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前厅内悬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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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旗下重温了入党誓词。本次参观学习活动使大家接受了

一次党性洗礼、纯粹生命的感动，领悟了烈士们 14年间在坚定的信仰

下的抛家舍业、艰苦卓绝、坚贞不屈，向英雄致敬，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砥砺前行！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

10 次）

11 月 1 日，基建处党支部于 108 会议室召开党员大会，8 名在职

党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

本次学习围绕“静下心来读原著、关起门来学原文、带着感情悟

原理”专题开展,共同学习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

述摘编》。盖遵彬书记带领全体党员学习了第一章节—《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第一章

节的论述摘编摘录了从 2012 年到

2019 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 40 余条

讲话、指示。《摘编》是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基本教材，

通过原原本本读原著，深刻领会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

觉武装头脑，推动实际工作。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

11 次）

11 月 6 日，基建处党支部于 108 会议室召开党员大会，10名在职

党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

本次学习围绕“静下心来读原著、关起门来学原文、带着感情悟

原理”专题开展,共同观看了视频《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初心·梁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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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初心·正定篇》、《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初

心·宁德篇》。全体在职党员跟随央视原创微视频，一起追寻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初心。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

12 次）

11 月 8 日，基建处党支部于 108 会议室召开党员大会，11名在职

党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

本次学习围绕“学习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革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专题开展,共同观看了中央组织部、中

央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视频《榜样

4》。6位优秀共产党员和 1个基层党

组织的典型事迹生动的诠释了中国共

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民实干的担当、勤勉敬业奉献的精神风采，

在场的每一位党员都深深领悟到了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员干部是如

何做好人民公仆的。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

13 次）

11 月 11 日，基建处党支部于 108 会议室召开党员大会，11名在

职党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

本次学习共同观看了视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

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

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

平总书记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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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

14 次）

11 月 13 日，基建处党支部于 108 会议室召开党员大会，11名在

职党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

本次学习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专题开展。首先，基建处副处长

张德严带领全体党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其次，全体在职党员共同观看了视频《巡视

利剑》第 1 集《利剑高悬》。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

15 次）

11 月 15 日，基建处党支部于 108 会议室召开党员大会，9名在职

党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

本次学习围绕“静下心来读原著、关起门来学原文、带着感情悟

原理”专题开展，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纲要》三个章节—《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安排》、《坚决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关于新时代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

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关于新时代坚持“一国两制”

和推进祖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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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

16 次）

11月18日，基建处党支部于108

会议室召开党员大会，11名在职党员

参加会议，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彬

主持。

本次学习围绕“典型教育”专题

开展，共同观看了视频《一抓到底正

风纪—秦岭违建整治始末》。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

17 次）

11 月 20 日，基建处党支部于 108 会议室召开党员大会，11名在

职党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支部书记

盖遵彬主持。

本次学习围绕“静下心来读原著、

关起门来学原文、带着感情悟真理”

专题开展，共同观看了视频《我们走

在大路上》第 24集--《领航中国》。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第

18 次）

11 月 22 日，基建处党支部于 108 会议室召开党员大会，9名在职

党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

本次学习围绕“静下心来读原著、关起门来学原文、带着感情悟

原理”专题开展，共同学习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论述摘编》第二章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第二章节的

论述摘编摘录了自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近 30条讲话、指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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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九大的一个重要实践成果就是辩证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盖遵彬处长和张德严副处长分别讲授专题党课

10 月 24 日，基建处党支部在 108 会议室召开党员大会，10名在

职党员参加，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

遵彬主持。盖遵彬处长、张德严副

处长分别讲授专题党课。

盖遵彬在前期学习和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围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综述”的主题讲授专

题党课，分别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内涵、为什么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总要求和目标、如何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根据调研结果，结合工作实际，盖遵彬

指出了现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张德严在前期学习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讲解了《中国共产

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他从“到底要教育什么？”、“管理什么？”

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同时，张德严阐述了使用电子设备（手机、

电脑）等学习知识的必要性，号召大家应充分利用好“哈工大党旗飘

飘”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管理载体平台进行系统学习。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党日活动（第 1 次）

为庆祝建国 70周年，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和思

想信念教育，践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基建处党支

部开展了“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党日活动。

9月 30 日上午，基建处领导班子成员盖遵彬、张德严观看了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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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9月 30 日下午，全体在职党员于 112 会议室共同观看了电影《建

国大业》，追忆红色历史。最后，盖遵彬书记强调，10月 1 日（明天）

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将发表重

要讲话，庆祝大会后，将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请本支部各

位党员根据实际情况观看直播或录播。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党日活动（第 2 次）

为庆祝建国 70周年，深入贯彻

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要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爱

党爱国热情，基建处党支部开展了

“观爱国电影，向祖国告白”主题党

日活动。

10月 17 日下午 13:50，基建处党支部组织在职党员赴电影院集中

观看了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综合新闻】

 我处召开 2019 年终工作总结会议

12 月 17 日，我处年终工作总结汇报会在行政楼 435 举行，会议

由处长盖遵彬主持，全体人员参加。

盖遵彬首先对全处同志一年来的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全处同志

在总结工作业绩的同时更加明确今后

的努力方向，以更好的心态和面貌迎

接新的一年。

工作总结采用三分钟 PPT 汇报形

式。汇报人员展示了即将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取得的工作成果，总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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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分析不足的同时对未来一年的工作提出了规划和设想。盖遵彬对

报告进行了点评。全体参会人员对汇报人进行了认真评比打分，会后

得出排名情况。

【投资与规划】

 三个“双一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获得批复

9 月 29 日，工信部下达《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未

来交通国际创新平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工信部规函〔2019〕

299 号），批复总投资 5983 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 4787 万

元，学校自筹资金 1196 万元。新增建筑面积 12825 平方米，建设周期

40个月。

10 月 29 日，工信部下达《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极端环境电驱动与电推进综合实验室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工信

部规函〔2019〕333 号），批复总投资 6322 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

投资资金 5000 万元，学校自筹资金 1322 万元。新增建筑面积 11990

平方米，建设周期 36个月。

10 月 29 日，工信部下达《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多功能有机纤维创新平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工信部规函

〔2019〕335 号），批复总投资 5391 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资

金 3213 万元，学校自筹资金 2178 万元。新增建筑面积 4998 平方米，

建设周期 36个月。

 组织召开基础科研楼项目竣工验收工作协调会

11 月 8 日，基础科研楼项目竣工验收工作协调会在行政楼 333 会

议室召开。会议由基建处处长盖遵彬主持，副校长徐殿国、计财处处

长杨瑞伟、审计处处长周国华、国资处处长康君、档案馆副馆长张北

建、基建处副处长张德严、审计处工程审计办公室主任王陟忠、基建

处投资与规划办主任范慧颖等同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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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设泛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到我校调研

12 月 3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北京中设泛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设泛华公司”）到我校调研“十三五”基本建设项目完

成情况和“十四五”学校基本建设需求情况。

会议由基建处处长盖遵彬主持，

首先王玉经理对工信部委托中设泛华

公司调研部属七所高校的“十四五”

基本建设项目库工作重点做了介绍，

传达了工信部对部属高校“十四五”

基本建设项目库的入库评审要求，一

是要将前期工作做扎实，土地证等要件齐备；二是要加强成本管控，

前期和后期维护成本都要考虑；三是入库项目要符合中央预算内投资

方向和标准。基建处副处长张德严汇报了我校“十三五”基本建设项

目完成情况和“十四五”基本建设项目库申报情况，设计院周峰院长

和外事处梅文章主任详细汇报了中俄联合校园项目的建设背景和建设

条件等情况。

会后中设泛华公司总工蒙喜庆和经理王玉到我校“十四五”各拟

建项目场址进行了现场踏勘。

 完成哈工大“十四五”中央投资基本建设项目库项目建议书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关于开展部属高校“十四五”中央

投资基本建设项目库组建工作的通知》（工规函〔2019〕1306 号）文

件要求，我校编制了《哈工大 “十四五”中央投资基本建设项目库项

目建议书》。

“十四五”期间，我校拟申报中央投资基本建设项目库项目共 8

项。其中，基本办学条件类项目 3 项，公共服务体系类项目 4 项，信

息化基础设施类项目 1项；拟申请总投资 163714 万元，其中，中央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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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内投资 147000 万元，自筹资金 16714 万元；拟规划新建建筑面积

264230 万平方米。

 完成哈工大 2020-2022 年学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议书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关于开展部属高校 2020-2022 年学

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库组建工作的通知》（工规函〔2019〕1493 号）

文件要求，我校组织编制了《哈工大 2020-2022 年学科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建议书》和《部属高校 2020-2022 年学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表》。

我校拟申报 2020-2022 年学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 项，拟申请总

投资 43000 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 38700 万元，自筹资金 4300

万元。拟新增建筑面积 86000 平方米。

 完成工信部部属单位、部属高校承担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表

12 月 24 日，按照工信部要求，我校组织编制了《部属单位、部

属高校承担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项目情况表》，对学校自 2008 年起批复

的项目目前进展情况进行了梳理。本次上报涉及基建建设项目和专项

建设项目 17项，科工项目 5 项。其中在建项目 17 项，已竣工验收建

设项目 5项。

 获得教学综合实验楼（西区）项目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研究

报告）批复

11 月 15 日，工信部下达《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学综合实验楼（西区）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工信部规函〔2019〕365 号），批复总投资 10643 万元，其中，中央

预算内投资资金 9579 万元，学校自筹资金 1064 万元。新增建筑面积

17024.31 平方米，建设周期 28个月。

 国家重大项目库项目网上平台填报工作

按照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项目管理要求，每月填报我校四个“双

一流”学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进展和资金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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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

 前期工作

（一）极端环境与电驱动项目和多功能有机维平台项目

8月 22 日，取得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10月 14 日，完成项目规划审批。

12月 4 日，完成项目土地确权。

（二）主动力中心项目

10月 11 日，完成项目人防报批。

10月 16 日，取得项目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12月 3 日，获项目建设工程开工验线合格通知单，完成报批工作。

12月 4 日，完成项目土地确权。

8月 6 日，完成学生宿舍项目施工许可证手续。

8月 9 日，完成主动力中心项目规划审批，取得该项目建设工程

许可证。

（三）4290 项目

10 月 16 日，组织高新区质监站专家、设计、监理、勘察及施工

单位相关人员，召开项目竣工验收检查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工

程建筑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准予验收。

12月 9 日，取得项目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完成建筑主体

验收工作。

（四）新建学生宿舍项目

10 月 16 日，取得项目《关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新建学生宿舍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完成水土保持审批。

（五） 9320 和 6310 项目

12 月 26 日，取得项目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完成该项目

竣工验收备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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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工作

（一）自行采购

本季度自行采购 3项，合计中标金额 411843.00 元。

1.科技创新大厦局部实验室家具及门禁设备采购及安装。

2.学生宿舍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服务。

3.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空间磁环境实验楼、空间等离子科学

实验楼、动物培养室）实木复合门采购及安装。

（二）快速采购

本季度快速采购 1项，中标金额 875000.00 元。

哈尔滨工业大学科技创新大厦科研及教学用触摸平板采购及安装

项目（项目编号 HITKS-2019000085），中标单位为辽宁省万威机电工

程有限公司。

 技术与经济工作

9 月 30 日，组织召开新建学生

宿舍项目全过程审计协调交流会，盖

遵彬处长主持会议，审计处处长周国

华出席会议。审计处工程审计办公

室、基建处技术与经济管理办公室、

项目管理办公室、施工单位（中建三

局）、造价咨询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首先，盖遵彬处长介绍了全过程审计提出的背景,并就全过程审计

的重要性、工作流程、应注意的问题做了详细说明，强调了全过程审

计的目的是将竣工结算前置，有利于对总投资的控制。其次，审计处

处长周国华重申了全过程审计的重要性及对总投资控制的作用。

最后，技术与经济管理办公室组织造价咨询单位、施工单位（中

建三局）就全过程审计进行协调交流，技术与经济管理办公室田素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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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何具体实施提出了相关要求。

根据会议要求，技术与经济管理办公室起草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学生宿舍项目”施工阶段全过程审计及阶段性结算实施方案（讨论

稿）》。

10月 21 日，组织召开“双一流”

三个项目招标控制价编制启动会。张

德严副处长出席会议。技术与经济管

理办公室田素伶主任及各专业负责

人、造价咨询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会

议。

首先，张德严副处长介绍了项目基本情况，明确了目前图纸已满

足招标阶段的要求，并对招标控制价编制的时间做出要求。其次，田

素伶主任提出了招标控制价编制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及编制完成时间

等具体要求。

10 月 30 日，我处组织踏勘“双

一流”项目（极端环境电驱动与电推

进、多功能有机纤维创新平台）现场。

技术与经济管理办公室各专业负责

人、造价咨询单位相关人员共同进行

了踏勘。

10月 28 日—11 月 7 日，陆续完成了大科学“三小”（空间等离子

体科学实验楼、空间磁环境、动物培养室）项目的竣工结算送审（一

审）工作。截至目前，共完成总包，消防、土建装饰、门窗、抗震支

吊架分包等十余项竣工结算资料的收集、初审、报送审计（一审）工

作。

11 月 13 日，组织召开“双一流”三个项目招标控制价编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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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盖遵彬处长出席会议。技术与经济管理办公室各专业负责人分别

汇报了本专业招标控制价编制情况，盖遵彬处长针对专业工程暂估价、

甲供材的范围，材料设备档次等问题做出明确要求。

11月 14 日，11 月 18 日，组织召开“双一流”三个项目招标控制

价编制协调会，盖遵彬处长主持会议，

张德严副处长出席会议。技术与经济

管理办公室田素伶主任及各专业负责

人、投资与规划管理办公室、哈尔滨

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造价咨询

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针对“双一流”三个项目招标控制价编制过程中出现的设计不明

确，与初步设计图纸不符等相关问题，设计院做出答复，并进一步细

化、优化设计，给出解释说明。

11月 15 日，召开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项目 10KV 供电工程设计

方案评审会，大科学指挥部基建办、设计院、技术与经济管理办公室

孙书靖参加评审。会议要求评审后尽快完善设计，以推进下一步招标

工作的进行。12 月 2 日，召开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项目 10KV 供电

工程招标控制价编制协调会。会上进行了控制价标段的划分，施工图

根据对应标段进行修改，并要求造价咨询单位尽快完成招标控制价的

编制。

11月 22 日，“双一流”三个项目完成总包招标控制价编制，并报

送审计处审计。

12 月 16 日，组织召开“双一流”三个项目招标控制价审计协调

会，审计处工程审计办公室、技术与经济管理办公室田素伶、哈尔滨

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造价咨询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会议。针对“双

一流”三个项目招标控制价审核过程中出现的设计相关问题，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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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做出答复，给出解释说明。

12月 18 日，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项目 10KV 供电工程(室内)完

成招标控制价编制，并报送审计处审计。

 在建项目进展情况

（一）大科学工程

1.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项目进展情况

（1）土建工程

主要进行二层架体搭设；二层梁板模板、钢筋、混凝土施工；二

层墙、柱模板、钢筋、混凝土施工；三层顶板架体搭设施工；三层梁

板支设施工；三层梁板绑扎施工；二层墙施工；二、三层顶板电管预

留施工；二、三层顶板暖通孔洞预留预埋施工。

其中：架体搭设、梁板支设、梁板绑扎、柱支模、梁板浇筑、顶

板电管预留施工、顶板暖通孔洞预留预埋施工等工程二层全部完成，

三层完成 90%左右。

（2）消防工程进度

顶板消防水电预留预埋施工工程，二层完成 100%，三层完成 90%；

架空层管沟消防系统管道安装施工完成 80%。

（3）弱电工程

一、二层弱电预留预埋施工全部完成，三层完成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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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暖通工程

室内管沟采暖管道安装施工完成 100%；室内管沟给水管道安装施

工完成 80%。

2．主动力中心：

土建工程：1-6 轴一层框架结构施工完成、6-10/A-E 轴二层框架

结构施工完成，女儿墙施工完成，室外电缆沟施工完成，暖沟除顶板

及吊装预留口外其余全部完成，一层外墙砌筑施工完成，6-10/A-E 轴

二层外墙砌筑完成，一层 3-10/A-E 轴内墙砌筑完成，6-10 轴二层内

墙砌筑完成，换热站内设备基础施工完成，屋面隔气层全部完成。

电气工程：一、二层主体楼板暗敷设管盒完成。

水暖工程：主体预留套管全部完成，地沟内二级网 DN300 管道安

装完成，采暖干管支架正在施工。

消防工程：消防电楼板预埋管敷设完成，消防水预埋套管完成。

外网工程：室外供热一级管网 DN325 安装完成。

（二）学生宿舍项目

1.支护工程工程桩施工现已完成 100%；

2.锚索施工现已完成 100%；

3.喷射混凝土施工 现已完成 100%；

4.工字钢腰梁张拉施工现已完成 100%工字钢腰梁安装；

5.降水工程现已完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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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方工程现已完成基坑土方开挖、外运 100%；

7.钻桩土方外运现已完成 100%；

8.工程桩工程需施工 1083 根桩；现已完成 1083 根（其中 1013 根

工程桩、62根锚桩、8根塔吊桩）；

9.越冬防护工程完成支护桩立面越冬维护 52%架体搭设，35%珍珠

岩铺设；

10.基坑平面越冬维护完成 35%珍珠岩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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