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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 

7 月 1 日上午，基建处组织全处在岗人员集中观看了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直播。 

下午，基建处党支部书记盖遵彬在

校博物馆主持了“六个一”集体政治生

日主题党日活动，10名在职党员参加。

活动中，盖遵彬带领全体党员重温了习

近平总书记致哈工大建校百年贺信精神；李飞宇同志带领全体党员重

温了入党誓词；党员同志们共同学习了

党课并观看了纪录片《革命理想高于

天》。张德严同志带领党员们共同追忆了

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入党志愿

书》。活动最后，盖遵彬为党员同志们发

放了支部特别制作的政治生日贺卡。 

考虑到老党员的身体情况，党日活动当天，

王哲、刘家秀同志冒雨将“光荣在党 50 年”勋

章及政治生日贺卡送到 78 岁高龄的离退休老党

员崔墨林同志家中。 

7月 7日，由基建处党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

9 名在职党员参加了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

“红色校园行 见学微党课”。 

见学活动中，盖遵彬带领支部党员

对校内六个见学点：精神地标、校训基

石、星辰追梦、科技之光、树下老人、

八百壮士依次进行学习，在每个见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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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收听微党课讲解。 

7月 22日，根据《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委员会关于召开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的通知》，基建处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11名在职党员参加。 

首先，盖遵彬代表党支部向与会党员汇报党支部上半年的工作情

况，尤其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 

随后，盖遵彬带头作深刻的自我批

评，与会党员在盖遵彬带领下对自身在

党史学习教育及履职尽责方面存在的问

题进行检视，同时支部成员本着实事求

是原则，相互开诚布公地提出中肯的意

见和建议。 

最后，盖遵彬对本次组织生活会进行总结，要求支部成员根据本

次组织生活会所暴露出的问题明确整改措施，在年底组织检验整改成

效。 

7月 28日，基建处党支部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活动—专题学习十八大以来的

历史，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9

名在职党员参加。 

会上，盖遵彬带领与会党员共同学

习了《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变革与历史性成就》和《历

史的结论 人民的选择》。与会党员共同观看了反映十八大以来历史的

视频学习材料—《伟大民族精神畅想》。 

盖遵彬要求与会党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

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书中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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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0日，基建处党支部在行政楼

108 会议室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党支部书记、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处

长兼党支部书记盖遵彬、副处长张德严

和副处长李飞宇分别为支部全体党员讲

党课。通过本次活动在场党员获益颇丰、感慨良多。 

盖遵彬强调学党史最终要学以致用，希望支部广大党员通过党史

学习教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为师生办

实事、解难题，锐意进取、开辟新局，为哈工大新百年卓越之路而不

懈奋斗。 

9 月 9 日，基建处党支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会议由党支部

书记盖遵彬主持，9名在职党员参加。 

会上，盖遵彬带领与会党员共同学

习了习近平重要文章—《党的伟大精神

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随

后，与会党员共同观看了大型纪录片《强

国基石》第一集《筑基》。 

最后，盖遵彬要求与会党员利用业余时间通过“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观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系列专题宣讲报告会视频

第一场至第三场。 

9月 30日，基建处党支部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活动，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

彬主持，7名在职党员参加。 

会上，与会党员共同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

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的新闻视频。盖遵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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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与会党员共同学习了《习近平：加

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盖遵彬要求与会党员利用业余时间

自学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

的理论文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 

 基建处党支部召开支委会 

7月 22日，基建处党支部召开支委会。会议根据专题组织生活会

查摆出来的问题，明确了整改事项、措施和时限。 

 其他工作 

1.完成“我为师生办实事”重点项目清单报送工作。 

2.完成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纪实（秋季学期第 1-4周）报送工作。 

3.完成 2021年秋季学期党内信息统计工作。 

4.完成第三季度在职党员党费收缴工作。 

【综合新闻】 

 部属高校基本建设情况调研座谈会在校召开 

9月 18日，部属高校基本建设情况

调研会在我校行政楼 333 会议室召开。

财政部国防司四处处长景旭华、工业和

信息化部规划司工程建设处处长于飞

飞、哈尔滨工程大学校长助理严汝建、

我校校长助理范峰出席会议。 

范峰、严汝建分别从学校概况、建设现状、建设需求、意见建议

等方面汇报了哈工大、哈工程基本建设情况。 

在座谈中，与会人员就办学条件保障、投资方向、投资比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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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流程、项目管理、制度完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财政部国防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哈工程和我校相关人员

参加会议。 

 内控 

9 月末，我处按照学校内部控制建设联合工作办公室要求，编报

了第三季度基建处内部控制建设工作报告和内部控制完成整改任务

清单。 

【投资与规划】 

 项目立项 

 组织编报黄河路校区学生宿舍建设项目初步设计 

7 月 9 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黄河路校

区学生宿舍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工信部规函

〔2021〕112 号）文件要求，我校组织编制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黄河

路校区学生宿舍建设项目初步设计》。项目新增建筑面积 35442 平方

米。总投资 20198.70 万元，其中，中央军工高校基本建设投资资金

17274万元，其余资金学校自筹。 

 获得科学园综合服务楼 A栋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7月 1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哈尔滨工

业大学科学园综合服务楼 A栋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工信部规函〔2021〕176 号）文件。批复主要内容：新建综合服务

楼 A栋，新增建筑面积 77711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43291万元，其中，

中央军工高校基本建设投资资金 38961 万元，学校自筹资金 4330 万

元。 

 工信部对我校黄河路校区学生宿舍建设项目初步设计进行评审 

8 月 13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北京中设泛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对我校黄河路校区学生宿舍项目初步设计进行视频评审。校长助理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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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北京中设泛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主持会议。评审会

上，校长助理范峰介绍了项目建设背景

及进展情况，并对评审专家表示感谢。

设计单位负责人从专业角度对项目的建

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消防

设计和经济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汇报。最

后，评审专家组对初步设计提出了合理

意见和建议。 

该项目旨在改善黄河路校区学生的住宿和生活条件，缓解学生住

宿面积紧张的现状。 

 修订完成我校“十四五”中央投资基本建设项目库 

9 月 14 日,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关于征求部属高校“十

四五”基本建设项目库意见的函》（工规函〔2021〕657号）文件要求，

我校修订完成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十四五”中央投资基本建设项目表。

“十四五”期间，我校拟申报中央投资基本建设项目库项目 7项，其

中，基本办学条件类项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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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资

14.6亿元，自筹资金 1.7亿元；拟规划新建建筑面积 26万平方米。 

 工信部对我校教学综合实验楼（西区）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 

研究报告）进行评审 

9 月 2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北京中设泛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对我校教学综合实验楼（西区）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进

行评审。由于疫情原因，评审会议采用视频会议形式。 

校长助理范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基建处处长盖遵彬介绍了项目背

景、前期取得相关批复及项目进展情况。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详细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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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了项目建设方案。与会评审专家对该项目的建设方案给予了充分肯

定。同时，从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及投资估算等方面对

项目建设方案提出了优化建议。 

教学综合实验楼（西区）项目拟计划总投资 11677万元，总建筑

面积 18720㎡。项目建成后将改善和解决我校学生创新实践活动场地

和教学实验室面积不足且分散等问题。 

 项目验收 

 科技创新大厦等建设项目通过工信部竣工验收 

9 月 16 日至 17 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对我校科技创新大厦和留学生及外国

专家宿舍建设项目进行竣工验收。工业

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工程建设处处长于飞

飞、我校校长助理范峰出席验收会并致

辞。 

基建处处长盖遵彬从项目的批复、建设、完成以及建设经验等方

面汇报了两个项目整体情况。 

验收专家组听取了项目汇报，查看了项目资料、踏勘了项目现场。

经评审，专家组一致同意两个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财务司、通信清算中心和我校相关人员

参加验收相关活动。 

 校园规划 

 组织召开校园总体规划（2020-2035年）高端人才征求意见会 

7 月 8 日，基建处在行政楼 626 会

议 室 组 织 召 开 了 校 园 总 体 规 划

（2020-2035）征求高端人才意见会。会

议由校长助理范峰主持，校党委书记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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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皓出席会议并讲话。与会人员围绕校园总体规划指导思想、规划目

标、承载功能及整体建筑风格规划、交通规划、景观规划、校园文化

建设、数字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组织召开校园总体规划（2020-2035年）职能部处征求意见会 

7月 23日上午，基建处在行政楼 333会议室组织召开了校园总体

规划（2020-2035 年）征求职能部处意

见会。会议由基建处处长盖遵彬主持，

校长助理范峰、各职能部处主要负责人

参加会议。建筑学院吴松涛教授汇报了

校园总体规划方案。与会人员围绕校园

功能规划、建筑整体风格、交通人车分流、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

了建议和意见。 

 其他工作 

 完成发改委国家重大项目库项目进展网上平台填报工作 

按照发改委要求，我处分别组织完成了 7、8、9月份我校极端环

境电驱动与电推进综合实验室、未来交通国际创新平台、多功能有机

纤维创新平台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新一代海空天对海观测技术

综合实验平台四个项目的形象进度完成情况和资金完成情况的填报

工作。 

【工程建设】 

 前期工作 

 完成黄河路校区学生宿舍规划报批手续 

8 月 3 日，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局核准黄河路校区学生宿舍建设项

目设计文件，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完成该项目规划报批手

续。 

 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三小）及主动力中心项目完成规划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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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验收 

8 月 3 日，哈尔滨新区管理委员会

自然资源局、高新区执法局对我校空间

环境地面模拟装置（三小）及主动力中

心项目进行规划竣工验收。校基建处副

处长张德严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依据

竣工测量报告及现场对建筑主体实际核

查情况，该项目符合建设工程规划总平面图要求。哈尔滨新区管理委

员会自然资源局于 8 月 12 日核发该项目《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确

认书》。 

 教学综合实验楼（西区）建设项目通过规划部门设计方案论证 

9月 3日，我校教学综合实验楼（西

区）建设项目设计方案论证会在哈尔滨

市规划展览馆 401 室召开，市规划局景

观处处长赵雷主持会议。校基建处副处

长张德严向与会专家详细介绍了该项目

的设计方案以及该项目对我校提升教学科研水平、提升科研创新能力

的重要意义。与会专家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对该设计方案予以充分肯

定。 

 教学综合实验楼（西区）建设项目设计方案进行批前公示 

9 月 3 日，哈尔滨市规划局同意教学综合实验楼（西区）建设项

目设计方案，允许该设计方案进行批前公示。 

 完成学生宿舍项目人防工程验收 

9 月 8 日，基建处组织市质监站专家、人防工程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对学生宿舍项目人防工程进行现场核验。经过对施工现场施工实

际情况认真核对，一致认定，该项目人防工程完全按设计图纸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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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家人防验收规范，准予验收。基建处朱海慧、王家魁参加。 

 完成学生宿舍建设项目消防验收现场评定 

9月 14日，基建处处长盖遵彬主持召开学生宿舍建设项目消防验

收现场评定。市住建局消防处、第三方

评定公司、中建三局、消防工程施工单

位和项目监理单位等有关人员参加。与

会人员认真核对施工现场实际情况，一

致认定，该项目消防工程按设计图纸施

工，符合国家消防验收规范，通过消防

验收现场评定。 

 完成学生宿舍建设项目规划验收 

9月 16日，南岗区规划局副局长刘鹏权、我校基建处副处长张德

严共同主持召开学生宿舍建设项目规划核实验收工作会。南岗区规划

局、南岗区执法局、校基建处、中建三

局等相关单位参加。与会人员依据竣工

测量报告对现场实际情况认真核勘，一

致认定，该项目符合建设工程规划报批

图纸的要求，准予验收。 

 招标工作 

（一）公开招标 

本季度公开招标 6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22,368,350.13元。 

1.7月 1日，黄河路校区学生宿舍项目设计（项目编号：SJ0100G2 

1022）开标，中标单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招标代理

公司为中资国际工程咨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月 1日，学生宿舍项目室外环境工程（项目编号：HITZB-2021 

000027）开标，中标单位为黑龙江文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招标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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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北京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3.7月 22日，未来交通国际创新平台项目消防工程施工（项目编

号：HITZB-2021000040）开标，中标单位为哈尔滨奥特消防机电安装

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公司为天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7月 22日，极端环境电驱动与电推进综合实验室幕墙工程（项

目编号：SG0101G21018）开标，中标单位为哈尔滨东方墙业幕墙有限

公司。招标代理公司为忱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7月 29日，多功能有机纤维创新平台外幕墙施工（项目编号：

HITZB-2021000045）开标，中标单位为沈阳黎东幕墙装饰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公司为中资国际工程咨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9月 1日，科学园综合服务楼 A栋项目设计（项目编号：SJ0100 

G21031）开标，中标单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招标代

理公司为宜国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二）自行采购 

本季度完成自行采购 31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2,496,291.62元。 

1.黄河路校区学生宿舍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项目编号：

HITZG-20210963），被委托单位为华诚博远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2.学生宿舍项目人防通风设备采购及安装（项目编号：HITZG-20 

211040），被委托单位为哈尔滨凯博工程有限公司。 

3.7330/7360 项目金属防盗外门采购及安装，被委托单位为哈尔

滨飞云实业有限公司。 

4.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科研配套区（动力管理中心）防雷检

测，被委托单位为黑龙江申信科技有限公司。 

5.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主动力中心防雷检测，被委托单位为

黑龙江申信科技有限公司。 

6.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磁环境实验楼、动物培养室、等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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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楼）防雷检测，被委托单位为黑龙江申信科技有限公司。 

7.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空间综合环境实验楼防雷检测，被委

托单位为黑龙江申信科技有限公司。 

8.哈尔滨工业大学二校区锅炉房变电所迁移—临时箱变新建工

程设计（项目编号：HITZG-20211097），被委托单位为哈尔滨盛大兴

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9.学生宿舍项目换热站设计（项目编号：HITZG-20211096），被

委托单位为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10.7360项目金属外窗采购及安装（项目编号：HITZG-20211131），

被委托单位为哈尔滨万象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 

11.7330项目金属外窗玻璃幕墙采购及安装（项目编号：HITZG-20 

211237），被委托单位为哈尔滨万象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 

12.7360 项目复合实木门采购及安装（项目编号：HITZG-20211 

155），被委托单位为哈尔滨佰仕达木业有限公司。 

13.7330 项目复合实木门采购及安装（项目编号：HITZG-20211 

238），被委托单位为哈尔滨佰仕达木业有限公司。 

14.学生宿舍项目室内号牌制作安装（项目编号：HITZG-20211 

159），被委托单位为哈尔滨南岗区创鑫美术工作室。 

15.学生宿舍项目建筑工程节能性能检测（项目编号：HITZG-20 

211297），被委托单位为黑龙江省新时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

公司。 

16.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主动力中心建筑工程节能性能检测，

被委托单位为黑龙江省新时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17.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科研配套区（动力管理中心）建筑工

程节能性能检测，被委托单位为黑龙江省新时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

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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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磁环境实验楼、等离子体科学实验

楼、动物培养室）建筑工程节能性能检测，被委托单位为黑龙江省新

时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19.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空间综合环境实验楼建筑工程节能性

能检测，被委托单位为黑龙江省新时代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

司。 

20.极端环境电驱动与电推进综合实验室项目金属平开门采购与

安装(项目编号：HITZG-20211268），被委托单位为哈尔滨飞云实业有

限公司。 

21.学生宿舍项目竣工测量(项目编号：HITZG-20211276），被委

托单位为哈尔滨天韵房地产测绘有限公司。 

22.7330/7360 项目电梯采购与安装(项目编号：HITZG-202112 

95），被委托单位为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23.学生宿舍项目室内空气环境检测(项目编号：HITZG-202112 

75），被委托单位为黑龙江省绿梧桐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24.7330 项目钢制防火门采购与安装(项目编号：HITZG-202112 

98），被委托单位为黑龙江新中信门业有限公司。 

25.7360 项目钢制防火门采购与安装(项目编号：HITZG-202112 

96），被委托单位为黑龙江新中信门业有限公司。 

26.极端环境电驱动与电推进综合实验室防火窗采购与安装，被

委托单位为黑龙江新中信门业有限公司。 

27.多功能有机纤维创新平台项目抗震综合支吊架(项目编号：

HITZG-20211333），被委托单位为固多金（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28.极端环境电驱动与电推进综合实验室项目抗震综合支吊架

(项目编号：HITZG-20211332），被委托单位为固多金（大连）科技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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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330/7360 项目消防泵房改造工程(项目编号：HITZG-202114 

86），被委托单位为哈尔滨龙安消防设施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30.黄河路校区学生宿舍项目临时用水工程(项目编号：HITZG- 

20211483），被委托单位为黑龙江卓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1.学生宿舍项目水质检测，被委托单位为黑龙江省洁源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 

（三）快速采购 

本季度完成快速采购 9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7,140,907.95元。 

1.7月 26日，未来交通国际创新平台建筑智能化工程（项目编号：

HITKS-2021000061）开标，中标单位为黑龙江省龙顺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代理公司为忱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7月 29日，学生宿舍项目抗震支吊架工程（项目编号：HITKS- 

2021000060）开标，中标单位为黑龙江宝顺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代理公司为中资国际工程咨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8 月 31 日，学生宿舍项目供热管网工程（项目编号：HITKS- 

2021000084）开标，中标单位为中地寅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代理公

司为宜国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8月 31日，学生宿舍项目换热站施工工程（项目编号：HITKS- 

2021000085）开标，中标单位为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代

理公司为宜国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9月 13日，学生宿舍项目供热热源侧提效改造工程（项目编号：

HITKS-2021000089）开标，中标单位为黑龙江省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代理公司为宜国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9月 14日，黄河路校区学生宿舍项目箱式变电站工程（项目编

号：HITKS-2021000088）开标，中标单位为哈尔滨新瑞达电气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代理公司为天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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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月 17日，黄河路校区学生宿舍项目锅炉房变电所电缆迁移工

程（项目编号：HITKS-2021000087）开标，中标单位为哈尔滨阿通电

站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代理公司为中资国际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8.9 月 23 日，黄河路校区学生宿舍项目施工监理（项目编号：

HITKS-2021000094）开标，中标单位为中泰正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代理公司为宜国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9.9月 23日，未来交通国际创新平台项目电梯采购与安装（项目

编号：HITKS-2021000093）开标，中标单位为黑龙江省玉源机电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代理公司为宜国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技术与经济工作 

（一）招标控制价 

1.7月 12日，完成黄河路校区学生宿舍项目箱式变电站工程及变

电所电缆迁移工程招标控制价编制审核及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结算原

则的起草工作。 

2.8月 20日，完成学生宿舍项目换热站施工工程及供热管网工程

招标控制价编制审核及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结算原则的起草工作。 

3.8月 31日，完成学生宿舍项目供热热源侧提效改造工程招标控

制价编制审核及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结算原则的起草工作。 

4.9月 29日，完成黄河路学生宿舍项目施工（大包）工程招标控

制价、工程量清单调整及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结算原则的起草工作。 

（二）预结算 

1.7月 30日，完成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项目—空间等离子体科

学实验楼、空间磁环境实验楼、动物培养室的电梯、幕墙、木门、铝

合金卷帘门、氟碳门等工程竣工结算审核工作，并报送审计处。 

2.9 月 4 日，完成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科研配套区（动力管

理中心）项目消防水外网工程方案对比及多方案经济测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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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月 8 日，完成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项目—空间等离子体科

学实验楼、空间磁环境实验楼、动物培养室、主动力中心工程及科研

配套区（动力管理中心）工程结算汇总工作，并完成了结算金额与国

家批复、计划金额对比分析。 

4.9 月 9 日，完成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项目—主动力中心工程

（大包及部分分包工程）竣工结算审核工作，并报送审计处。 

5.9月 14日，完成 7330/7360建设项目消防泵房改造工程预算审

核工作。 

6.9月 16日，完成黄河路学生宿舍项目临时给水入户管工程预算

审核工作。 

7.9月 28日，完成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项目—空间综合环境实

验防火门、窗、天车、电梯竣工结算审核工作，并报送审计处。 

8.9月 30日，组织召开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项目二期（空间综

合环境实验楼）“一大”项目竣工结算工作会议（线上），盖遵彬处长

主持会议。技术与经济管理办公室张兆秀、孙书靖、王哲，施工单位

（大包及部分分包）参加会议。会议对“一大”项目竣工结算的结算

依据、格式要求、报审程序及时间节点做出了安排部署。 

（三）其他工作 

1.完成黄河路学生宿舍项目初步设计评审后的专家意见答复、方

案及概算调整工作。 

2.组织完成学生宿舍项目换热站及一级网工程设计。8 月 9 日，

与中国华电集团哈尔滨发电有限公司进行了图纸会审。 

3.组织完成未来交通国际创新平台项目室外给排水、采暖工程设

计。 

4.组织完成黄河路学生宿舍项目排水管线迁移工程设计。 

5.组织踏勘科学园综合服务楼（A栋），协调排水处，确定市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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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管走向及具体位置。 

6.完成极端环境电驱动与电推进综合实验室、多功能有机纤维创

新平台、7330/7360 建设项目集中供热入网技术协议审核工作，并根

据协议中供回水温度组织设计院完成采暖修改工作。 

 在建项目进展情况 

（一）学生宿舍项目 

总承包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1.目前完成情况： 

A栋主体结构施工完成，1-19层砌筑施工、地面施工、外墙抹灰、

安石粉粗骨料、安石粉一遍见白、安石粉二次见白（面层）、地面贴

砖完成；地下室砌筑、安石粉施工完成；屋面工程施工完成；屋面钢

结构施工完成；卫生间、开水间吊顶工作完成 1-19层；卫生间镜子、

洗手盆、理石台面完成 1-19层。 

B栋主体结构施工完成，1-19层砌筑、地面施工、外墙抹灰、安

石粉粗骨料、安石粉一遍见白、安石粉二次见白（面层）、地面贴砖

完成；地下室砌筑、安石粉施工完成；屋面工程施工完成；屋面钢结

构施工完成；卫生间、开水间吊顶工作完成 1-19 层；卫生间镜子、

洗手盆、理石台面完成 1-19层。 

外墙涂料全部完成；木门完成 1-19层；入户门完成 1-19层；卫

生间门完成 1-19层；窗户、玻璃、纱窗完成 1-19层。 

2.项目重要节点： 

7月 13日，哈尔滨市建筑业协会对项

目进行结构优质检查评审。 

8 月 9 日，市住建局、质监站检查项

目防疫工作。 

8月 19日，完成项目五方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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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1日，项目正式供电。 

9月 14日,完成消防验收现场评定。 

9月 8日，项目交付后勤处，交接时上交全部房间钥匙。 

9月 16日，完成规划验收。 

（二）未来交通国际创新平台 

总承包施工单位：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目前完成情况： 

第二层土方（-2.5 米至-4.3 米）开

挖完成；-2.5米以下桩间喷射混凝土施工

完成；工程桩及承台施工完成；地下室及

一层主体结构混凝土浇筑完成；搭设二层

脚手架，外挑脚手架封闭。 

2.项目重要节点： 

7月 9日，施工区域内塔式起重机组装完成。 

7月 25日，170根工程桩全部施工完成，桩机离场。 

8月 28日，承台、地梁、承台梁防水工程施工完毕。 

9月 5日，底板及承台混凝土浇筑完成，已施工至标高-4.3米处。 

9月 16日，主体结构施工至标高±0位置处。 

（三）极端环境电驱动与电推进综合实验室项目 

总承包施工单位：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目前完成情况： 

室内外墙体抹灰工程完成；室内塑窗安装完成；室内水磨石地面

铺装完成；屋面防水、保温、找平、找坡、刚性施工完成；吊车梁安

装完成；外墙骨架焊接完成 70%。 

（四）多功能有机纤维创新平台项目 

总承包施工单位：哈尔滨市三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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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完成情况： 

室内外墙体抹灰工程完成；室内塑窗安装完成；室内水磨石地面

铺装完成；屋面防水、保温、找平、找坡、刚性施工完成；吊车梁安

装完成；外墙骨架焊接完成 80%；室内瓷砖墙面完成，石材地面完成

60%；排烟机房吸引板完成 50%。 

（五）7330项目 

总承包施工单位：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完成情况： 

主体结构屋面施工完成；室内砌筑施工完成；屋面防水施工完成；

塑窗安装完成；室内抹灰完成；室外抹灰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