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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基建处党支部集中、自行观看十九大开幕式开“两学一做”

推进会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基建处全体教工在党支部的组织下观看了十九

大开幕式。 

在岗教工采取集中观看与自行观看相结合的方式共同聆听习近

平总书记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九大做的主题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报告。 

观看过程中，全体教工通过微信群自发讨论，学习热情高涨，反

响激烈，思想高度统一。党员们纷纷表示要将十九大报告精神带到工

作中，进一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不断提高工程管理水平，注重突出

工作成效，以实际行动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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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反腐倡廉每季一课”第三季度专题学习 

2017年 9月 30日，基建处党支部于行政楼 112会议室开展了“反

腐倡廉每季一课”第三季度专题学习，全体在职党员参加了本次学习，

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 

首先，盖遵彬书记带领全体党员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2017 年 7 月 1 日修改），新修订的《条例》明确了责任主体、

强化了问责条款，责任被具体化，为构建巡视工作责任体系提供了制

度支撑。盖遵彬书记结合我校接受中央巡视组巡视的情况，强调了巡

视工作的重要性。 

 其次，盖遵彬书记分别传达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苗圩在部党组理论虚席中心组（扩大）学习研讨班上的动员讲话精神

及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6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

神。 

随后，党支部成员集体观看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

第 10集《人民的获得感》，盖遵彬书记要求党员自行观看学习余下部

分。 

最后，基建处党支部书记、副处长盖遵彬和基建处副处长张德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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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为全处同志做了参加培训学习的心得报告。 

 

【投资与规划】 

 完成我处内控建设工作 

7月 15至 25日，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到我校对学校组织层面

组织架构、运行机制、职责分工、信息系统以及业务层级中预算、收

支、采购、合同、基建和资产等六项重要经济业务进行了资料收集和

访谈调研，我处积极配合，完成了与基建管理相关的内控制度和指标。 

 

 组织完成 2018 年部属高校学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央预算

内投资计划申报工作 

按照工信部下发文件《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关于开展 2018 年

部属高校学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草案编制工作

的通知》（工规函〔2017〕991号）要求，部属高校应于 2017年 7月

21 日前遴选出 2018 年拟启动的学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提出 2018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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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科办提供我校“双一流”学科和相关学院名单后，基建处正

式启动本次申报工作，经工信部审批，最终入选学科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库 4项，总建筑面积 44649平方米，总投资 23000万元，其中中央

预算内投资 17000万元，自筹 6000万元。 

 上报我校 2018 年部属高校固定资产投资建设项目中央财政

投资计划 

9月 29日，我校向工信部上报了 2018年部属高校固定资产投资

建设项目中央财政投资计划申报表。 

 上报哈尔滨工业大学新建学生宿舍项目、威海校区新一代海

空天对海观测技术综合试验平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10月 10日，我校将哈尔滨工业大学新建学生宿舍项目、威海校

区新一代海空天对海观测技术综合试验平台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代项目建议书）上报至工信部。 

  

 

 迎接工信部规划司调研 

10月 12日，工信部规划司宋志明副司长一行到我校对基本建设

项目进行调研，学校党委书记王树权、副校长郭斌、副校长徐殿国及

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调研会议。调研的主要内容包括我校在建基本建

设项目现状、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十三五”基本建设项目库执行

情况、存在的问题；学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准备情况、国家重大科学

工程进展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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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新一代海空天对海观测技术综合试

验平台项目完成可研评审工作 

10月 17日，我校到发改委和工信部汇报该项目相关情况，10月

20 日在北京召开了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评审

会，预计近期将获得批复。 

 迎接工信部财务司中期检查 

10月 23日，工信部财务司检查组到学校对哈工大基础科研楼项

目进行一周的中期财务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学校基本建设项目

实施程序执行情况、项目组织管理及进展情况、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

概算执行情况、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情况，基建处负责形成自查报告

并做汇报。 

  

 方案论证工作 

1．9月 26日，基建处、总务处、土木学院及代建公司等相关人

员到二校区土木学院现场讨论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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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月 26日，基建处处长何林、设计院到二校区市政学院附近

对污泥安全处置与资源化技术工程实验室项目建设用地进行考察。 

 

3．10 月 23 日，我校副校长徐殿国、基建处处长何林一行到学

府校区视察土地情况。 

 

【工程建设】 

 迎检工作 

1．8月 16日，黑龙江省监督总站、哈尔滨市质检站、消防大队、

黑龙江省建委、安检站对哈工大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工程进行检查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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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月 21日，国家公安部消防局、黑龙江省消防总队、哈尔滨

市消防支队对哈市在建工程进行消防设备及消防产品质量检查，我校

科技创新大厦工程为抽检项目，抽检人员对设备及相关产品进行了全

面细致的检查。 

 

3．国务院安委会综合督查组检查指导  

9 月 19 日下午，国务院安委会综合督查组一行九人对哈工大留

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工程检查指导。检查组成员有国务院第 31 督查

组分组组长、环境保护部应急办副主任马建华，工业和信息化部胡林、

刘洋，黑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忠华，哈尔滨市副市长

王沿民、副市长刘阳，哈尔滨市市安监局局长韩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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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工作 

1．8月 10日，完成科技创新大厦及基础科研楼项目规划验收，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确认书》。 

2．9月 4日，完成化学楼建筑物单体环保验收工作，9月 8日取

得该项目备案证。 

3．9月 27日，完成 4290项目规划验收测量工作。 

4．10月 9日，完成小卫星项目规划验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条件核实确认书》，将继续推进小卫星项目其他单项验收手续办理。 

5．10月 11日，取得文轩住宅 C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 

6．推进小卫星、4290项目配套用房手续办理。  

 招标工作 

1．7月 19日，完成哈尔滨工业大学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工程

散热器及附件采购工作。 

2．7月 26日，完成哈尔滨工业大学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工程

铝塑窗制安工程招标工作。 

3．8月 22日，完成哈尔滨工业大学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建设

项目建筑幕墙施工招标工作。 

4．9 月 3 日，完成哈尔滨工业大学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项目



9 
 

低压配电箱采购工作。 

5．10 月 12 日，完成哈尔滨工业大学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工

程瓷砖采购工作。 

 在建项目进展情况 

基础科研楼工程 

1．科技创新大厦、基础科研楼工程大厅施工 

 

 

2．科技创新大厦、基础科研楼周边外环境工程施工 

 

3．科技创新大厦和基础科研楼变电所供电工程 

科技创新大厦和基础科研楼变电所总用电量 10000KVA，其中：

工大新建 220KV变电所供电 6400KVA，科学园 1#变通过工科甲、乙线

增容供电，提供该工程供电 3700KVA。 

8 月 31 日，经哈尔滨市电力部门批准，在基建处、总务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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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施工单位共同努力配合下，电力施工部门对工科甲、乙线实施了增

容工作，将新增甲线配电柜并柜，将工科甲乙线原有容量从 16000KVA

增容到 19700KVA，为新建科技创新大厦、基础科研楼项目提供容量

3700KVA，并在当天完成了全部工作内容，按照规定时间对工科甲乙

线送电。 

 

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 

9月 6日，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主体工程封顶。 

 

化学楼项目 

6月 26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学楼改造工程开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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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交流】 

 我处盖遵彬同志参加香港大学行政人员管理研修班 

2017年 8月 8日至 2017年 8月 17日，盖遵彬同志随学校行政

人员管理研修班的其他 22名学员赴香港大学进行了为期 10天的培训

学习。 

10 天的学习，紧张又充实，20 多名来自香港大学不同岗位的高

级学者和管理人员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港大的先进管理经验。各位学员

充分了解了香港大学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决策体系和资源分配、

员工聘任流程、考核与激励机制、课程发展及评价、教学质量保证及

学生对教学工作的评价模式、研究生管理、国际交流、学生事业发展

及实习、学生辅导及心理培育、学生个人发展、学校设施建设及维护、

节能及环保工作、校园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各位学员受益匪

浅，了解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和香港大学在相同工作上的不同管理方

式，理解了各自的优缺点。 

培训之余，香港大学又安排各位学员参观了港大百周年校园、主

楼、图书馆、食堂、教室和学生宿舍等硬件设施，各位学员深切感受

到港大的服务与节约理念渗透到各个管理细节，处处体现了人性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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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我处张德严同志参加延安干部学院培训学习 

7月 11日至 15日，我处张德严同志跟随新选任领导人员、党务

工作者骨干培训班到延安参加培训学习。通过专题教学、实景感受、

现场教学、激情教学、体验式教学、理论研讨等方式，深刻领会延安

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明确了责任与使命。 

培训期间，学员们认真学习了《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延安整

风运动与党的建设》《延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等专题课程，登上宝

塔山、为人民服务讲话台，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王家坪革命旧址、

抗大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杨家岭革命旧

址、梁家河知青旧居等处，聆听了毛泽东与毛岸英感天动地父子情、

宝塔山连着天安门、张思德与张思德精神、弘扬抗大精神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延安窑洞里有马列主义、南泥湾与南泥湾精神、延安时期

的党群干群关系、一个村庄的记忆、知青时期的延安精神等激情澎湃

的现场教学，一起朗诵了《为人民服务》《回延安》等名篇，并在张

思德雕像前重温入党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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