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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基建处党支部开展“八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解读”专题党课及民

主评议党员活动 

3月 16日上午基建处党支部在行政楼 119会议室开展了“八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解读”专题党课及民主评议党员活动。党支部书记盖遵彬同

志主讲专题党课并主持会议。 

首先，盖遵彬同志带领全体党员同志认真开展学习习近平新时期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党课“八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解读”，明确十九

大报告的主线主题和核心灵魂，并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新思想八个明确的主要内容解读”“习近平新

思想十四个坚持的主要内容解读”三个方面进行了讲解辅导。盖遵彬同

志从实际情况出发，通过新建学生宿舍项目方案设计、上报可研，工程

建设前期手续办理等工作中的真实例子来加深党员同志对习近平新时

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上来。最后盖遵彬同志带领全体

党员重温了党员的义务、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全体党员认真学习、

记录、热烈讨论，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其次，按照学校党委组织部《关于开展 2017 年党支部考核评价工

作的通知》，盖遵彬书记代表基建处党支部班子向全体党员汇报了“2017

年基建处党支部工作总结”，并查摆了 2017年度基建处党支部存在的问

题，主要存在以下不足：学习不足，党课次数较少，主题党日活动次数

不够，业务谈话较多，党性谈话少，党委交代的固定任务不能够很好完

成，特色党支部建设亟待加强等问题。党员同志对党支部提出了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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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按照学校党委组织部《关于召开 2017 年度专题组织生活会

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党员同志填写《民主评议党员登记表》

进行测评，完成了民主测评工作。 

 

 基建处党支部支委会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根据党委组织部《关于召开 2017 年度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

评议党员的通知》，基建处党支部支委会于 3月 19日 14:00在行政楼 119

室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会议由党支部书记盖遵彬主持，支委会全体委

员参加会议。 

会前，基建处党支部成员共同学习了“八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解读”

党课，温习了党员义务、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任务等内容，并开展谈心谈

话，广泛征求意见。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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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查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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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支委会成员自行检

查履行职责过程中的不足，联系班子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我批评，明确了

今后改正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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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基建处党支部根据党支部班子查摆的问题，形成了 2017 年

度基建处党支部问题清单、2018年度基建处整改清单。 

 

【投资与规划】 

 基建处处长何林、副处长张德严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      

工大学调研   

3 月 18 日至 20 日，基建处处长何林、副处长张德严、哈工大建筑

设计研究院设计一院院长高英志一行 3人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

工大学调研，分别对两所高校的学生宿舍、图书馆、体育场馆等校舍的

设计方案、使用功能和使用情况等进行了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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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信部规划司工程建设处领导到我校威海校区调研 

3月 21日，工信部规划司工程建设处副处长胡玥、干部季楠到我校

威海校区就图书馆和海空天观测技术综合实验大楼两个建设项目进展

情况进行调研。座谈会由哈工大（威海）副校长张文丛主持，哈工大副

校长、哈工大（威海）校长徐晓飞、哈工大基建处处长何林、哈工大（威

海）规划建设处处长张宗虎等其他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徐晓飞感谢工信部相关部门领导对哈工大威海校区发展建设的支

持，并介绍了威海校区发展历史、基本建设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情况。 

 

 我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竣工验收工作协调会召开 

3月 30日，副校长徐殿国主持召开了我校部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竣

工验收工作协调会，基建处、财务处、国有资产管理处、审计处、档案

馆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各部门共同讨论确定了科技创新大

厦、基础科研楼等项目的竣工验收计划工作安排，徐殿国对相关工作安

排提出了要求。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宿舍项目获工信部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

研究报告）批复 

我校学生宿舍项目 2017年 11月 10日在北京通过项目建议书(代可

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今年 2月 26日取得环评批复。经过多次与项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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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公司沟通以及项目可研文本的调整，2018年 4月 2日获工信部项目建

议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批复总建筑面积 77342平方米，总投资

35912万元，建设周期 46个月。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宿舍设计方案深化研讨会召开 

4月 23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宿舍设计方案深化研讨会在哈尔滨

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召开。基建处处长何林主持会议，基建处副处

长张德严、盖遵彬，总工程师李平，基建处及设计院相关人员出席会议。

会议就学生宿舍内部功能布局、建筑立面、机电方案优化比选等相关方

面进行了研讨，与会人员就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设计方案提出了具体的意

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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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论证工作 

1.1月 19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学院科研实验楼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方案讨论会在行政楼会议室召开。基建处处长何林对设计方案图纸

和设计深度要求做出指示，基建处总工李平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文本结

构和项目需求分析、项目建设的必要性等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2.1月 25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学院科研实验楼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文本讨论会在行政楼会议室召开，参会人员对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

了逐章逐节的细致推敲。 

【工程建设】 

 在建项目施工进展情况 

1.3 月 13 日，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项目工程百日会战大会召开。

基建处处长何林、副处长盖遵彬、总工程师李平、主任黄利滨参加会议，

会上何林处长要求在建工程 2018年 6月 30日全部完工，参建人员一致

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2.2018年 4月 9日至 2018年 4月 15日，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项

目外墙粉刷、室内装饰、室内钢质门安装等施工单位陆续进场。 截止

到目前，B、C、D 栋室内墙地砖施工全部完成，A 栋完成了 95%；C、D

栋屋面施工全部完成，A 栋完成第一遍防水卷材施工，B 栋屋面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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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完成；C 栋内墙粉刷工程进行第三遍面层施工，A、B、D 栋内墙粉

刷工程第二遍涂料完成；其它工程也按照既定的施工计划，按部就班的

进行施工，确保项目在 2018年 6月 30日能够达到竣工状态。 

3.4月 27日上午，基建处处长何林到科技创新大厦、基础科研楼项

目现场检查项目进展情况，基建处副处长张德严、基建处项目管理办公

室主任黄利滨等人参加。 

 

 前期工作 

1.2月 1日，完成新建学生宿舍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工作。 

2.2月 28日，完成化学楼局部改造工程消防验收，并取得《建设工

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3.3月 1日，完成交通学院科研实验楼航测图及五线图。 

4.4月 20日，完成新建学生宿舍项目定位测量工作。 

5.4月 13日，取得科技创新大厦、基础科研楼项目的建设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证书。 

6.4 月 20 日，完成科技创新大厦、基础科研楼项目环保验收工作，

验收报告已在哈尔滨市环保局网站公示。 

7. 3月 27日，完成科技创新大厦、基础科研楼项目水质检测工作，

并取得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合格水质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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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正在办理新建学生宿舍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图。 

9.推进办理科技创新大厦、基础科研楼项目水箱饮用水合格证工作。 

10.推进办理小卫星项目、4290项目配套用房手续工作。 

11.推进办理小卫星项目建筑工程质量检查与验收及档案归档工作。 

 招标工作 

1.3月 5日，完成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项目洁具招标工作。 

2.3月 6日，完成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项目铝镁合金平开门制作与安

装工程招标工作。 

3.3 月 26 日，完成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项目变压器全封闭可扩展环

网柜、低压柜设备招标工作。 

4.3 月 22 日，完成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项目防盗门制作与安装工程

招标工作。 

5.3月 28日，完成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项目室内照明灯具招标工作。 

6.3月 30日，完成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项目 10KV供电工程招标工作。 

7.4月 4日，完成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项目复合实木门制作与安装工

程招标工作。 

8.4月 8日，完成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项目装修工程施工招标工作。 

9.4 月 12 日，完成留学生及外国专家宿舍项目生活给水工程配套设备

（十公寓泵房水泵）采购招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