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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12月6
日，哈尔滨市的最高气温已降到零下，
在位于哈尔滨新区的深圳（哈尔滨）产
业园区（简称深哈产业园）内，建筑工人
们仍奋战在施工一线。

记者在深哈产业园看到，高高的墙
体上，一个个悬空的升降机里，工人正
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幕墙安装，电机的嗡

鸣声不绝于耳。“东北施工期短，我们要
与时间赛跑。”深圳(哈尔滨)产业园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玉刚告诉记
者，产业园科创总部一期I标段今年3
月就复工了，II标段同时开工，目前已
经完成今年既定建设目标。但为了能
让已注册企业早入驻早达产，产业园在
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延长施工期，战严

寒、提效率，施工将持续到本月底。届
时，科创总部一期I标段孵化器工程将
完成幕墙安装、研发组团工程等将完成
近90%的幕墙安装，所有已封顶的9栋
楼的机电安装将完成90%。以这样的
施工速度，科创总部一期I标段预计明
年8月投用，比原计划提前4个月。

本报记者 蒋国红 摄

深哈产业园抢出抢出44个月工期个月工期
科创总部一期I标段段明年明年88月投用月投用

保安全提效率保安全提效率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日前，由
哈尔滨新区主办，松北区城市管理和
行政综合执法局、松北区总工会承办
的“建设美好新区、助推新区发展、垃
圾分类我有责”为主题的知识竞赛决
赛在哈尔滨大剧院小剧场举办。

据悉，本次竞赛活动共分为预赛
和决赛两个阶段。全区来自机关、学
校、小区、社会团体共35支代表队参
加了预赛初选，其中松北区委宣传
部、基础设施公司、松北前进小学校、
正阳楼食品有限公司等9支代表队
脱颖而出参加了决赛。

在决赛现场，参赛者通过必答
题、抢答题、风险题三轮竞赛，最终决
出冠军。在抢答题环节，有单选题、
多选题、填空题、判断题等多种题型，
竞争异常激烈，抢答题考验的不仅是
参赛选手的知识量和知识掌握的准
确度，更有现场的沉着冷静和机智反
应。台上的选手们流利作答，台下的
观众鼓掌叫好。比赛现场还穿插了
许多互动环节，台下的观众也纷纷举
手参与答题，赛场气氛十分热烈。经
过激烈角逐，最终，利民街道办事处
获得此次竞赛的一等奖，另外还评选
出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

新区举办
生活垃圾分类
知识竞赛

创业不用去远方
新区就是你家乡

“@新区·筑未来”
省内高校大学生看新区侧记

详见第3版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正威是代表未来的企业，哈尔滨

是代表未来的城市。作为企业家要有
眼光，要和拥有美好未来的城市站在一
起，这样才会拥有未来。我相信，越来
越好的营商环境一定会让哈尔滨吸引
来越来越多有远见的企业。”4日，在
2020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哈尔滨之
夜”上，正威国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
副主席、战略委员会主席张小青成为哈
尔滨和哈尔滨新区的招商“代言人”，从
企业落地哈尔滨新区的切身感受，向有
眼光的企业家发出邀约。

“虽然早些年有‘投资不过山海关’
的传言，但正威这次在哈尔滨新区投
资，却有‘春风正绿松北岸’的感触，我
切身感受到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经济社
会和营商环境发生着巨大改变。正威
的落户享受着全程服务，不到一个月完
成从签约到建设的手续，真正做到了

‘承诺即开工’。”张小青说，2020年，正
威集团将目标聚焦到哈尔滨，投资超百
亿元在哈尔滨新区建设新一代材料技
术产业园。从洽谈到项目落地，正威不
断被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及哈尔滨新区
的办事效率和贴心服务所感动。

“目前，我们项目已主体完工，建设
速度在全集团位居前列，明年投产没有
问题。”张小青说，虽然经历了疫情的影
响，但哈尔滨新区制定出台的“黄金30
条”“温情20条”，让企业吃下“定心丸”，
还送来“额外的惊喜”，为企业免费提供
办公用房，为企业高管提供住宿公寓。
张小青信心满满地说，“在省市区政府及
各部门支持之下，正威在黑龙江的项目
一定会从一棵树，变成一片森林。”

据悉，正威集团是一家以新一代电
子信息和新材料完整产业链为主导的
高科技产业集团，近年来大力发展产业

投资与科技智慧园区开发等业务，在金
属新材料领域位于世界前列。2020
年，正威集团位列世界500强第91位，
目前拥有员工2万余名，在国内成立了
华东、北方、西北总部，在亚洲、欧洲、美
洲等地设有国际总部，在全球拥有三大
研发中心。

在讲话中，张小青向现场的企业家
们发出邀约：一木是木、两木成林、三木
成森，一片森林改变气候；一人是人、两
人成从、三人从众，众志成城改变世
界。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一定会让哈
尔滨吸引来越来越多有远见的企业。

在2020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上正威集团相关负责人为新区代言

和拥有美好未来的城市站在一起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西湖电子集
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许虎
忠带队近日赴哈尔滨新区考察调研产
业园区等项目投资合作情况。考察期
间，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松北区委副书记、区长王铁立，会
见了许虎忠总经理一行。双方围绕加
快推进合作项目进行了深入洽谈交流。

许虎忠介绍了公司产业投资布局以

及全力推进的西湖·梦想小镇、城市大脑、
政务办公、科技创新大赛等新项目情况。

王铁立表示，西湖电子集团在杭州
积极推动5G终端的应用，并在智慧城
市、智慧园区、数字工厂等领域打造一
批标杆应用场景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希望借此次西湖·梦想小镇产城融合项
目开启双方新一轮合作。近年来新区
稳增长、抓转型，新产业蓬勃发展，新业

态不断涌现，与西湖电子集团在5G项
目、科技园区等多个产业的发展方向存
在较多契合点，热情期盼西湖电子集团
将优质产业进驻新区，为哈尔滨的高质
量发展赋能。

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松北区
委副书记孙钊、自贸区哈尔滨片区管委
会副主任宁高风、西湖电子集团副总经
理方晓龙等参加会见。

推动优势互补 实现合作共赢
西湖电子集团总经理许虎忠带队赴新区考察

入户走访测温

新区供热投诉少
群众满意率高

超长冰雪季来了
36项活动

5大主题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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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业是衡量一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
要标尺。近年来，随着哈尔滨新区经济及旅游
业持续向好，吸引各大知名品牌酒店纷纷入驻
布局，多家星级酒店陆续开业。目前，在新区，
高端酒店集群已经形成。

据悉，目前新区设施较好、规模较大的酒店
近20家，包括香格里拉、哈尔滨JW万豪酒店、
敖麓谷雅、太阳岛花园酒店、融创文华酒店、融
创嘉华酒店、融创皇冠假日酒店、八荒通神艺术
酒店等。

新区这些酒店定位不同、各具特色，可满足
人们多种生活社交需求：位于创新一路199号
的哈尔滨JW万豪酒店隶属于美国万豪集团，毗
邻多个热门旅游景点，出行便利，酒店95%的客

房可透过全景落地窗，观赏到美丽的松花江景；
哈尔滨松北香格里拉大酒店位于松花江北岸，
地处松北商区的中心，拥有344间设计典雅的
客房，客房及套房面积42至178平方米不等；太
阳岛花园酒店集会议、客房、餐饮、娱乐于一体，
也是哈尔滨市唯一的园林式酒店；新区的敖麓
谷雅AOLUGUYA酒店也非常有特色，是国内
首家森林文化主题酒店，设计创意灵感来源于
鄂温克族生活习惯，酒店外部景观运用大兴安
岭元素，以“山—林—鹿”为主线设计，着力打造
一所充满原生态气息的城市度假酒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旅游旺季到来，
近期新区酒店业也迎来销售旺季。“入住率有明
显提升，不少是来赏冰玩雪的南方游客。”哈尔
滨JW万豪酒店市场传媒经理孙琪介绍，为了
更好地为游客服务，酒店在做好日常清洁、设施
维护保养、人员培训等工作外，还针对外地游客
开发了2天~6天的哈尔滨当地特色旅游路线，
包括冰雪大世界、中央大街等热门景点，确保旺
季来临，给每一位客人安心愉快的旅行体验。

为了吸引游客、提高住宿体验，敖麓谷雅
AOLUGUYA酒店开展了“驯鹿来访”的冬季特
色活动。据介绍，从12月1日起，来自大兴安岭
原始森林的两只小驯鹿在酒店进行展示，旅客
可以进行互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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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薛婧李爱民）4日，
以“家乡情新区行欢乐冰雪季我在哈
尔滨新区等您”为主题的2020哈尔滨
新区冬季文化旅游推介会举行。

推介会以“游在新区”“乐在新
区”“玩在新区”“吃在新区”“住在新
区”“购在新区”等六大板块形式重点
推介冰雪大世界、太阳岛国际雪雕艺
术博览会、哈尔滨极地公园等国内顶
级冰雪景区景点，哈尔滨世界欢乐
城、枫叶温泉小镇等文旅综合体，香
格里拉大酒店、融创茂等特色文化主
题餐饮企业、优质住宿及风尚购物目
的地。

据悉，今冬欢乐冰雪旅游季，哈
尔滨新区将推出“梦幻冰雪之旅”“趣
玩亲子之旅”“都市休闲之旅”3大旅
游产品；“王牌·冰雪嘉年华”“神奇·
动物在这里”“幸福·连年有鱼宴”“惬
意·温泉冰火歌”“摩登·浪漫都市夜”
5大主题玩法。

同时，新区将在2020年11月到
2021年4月的超长冰雪旅游季期间，
结合不同时段的节庆节点，以“欢乐
冰雪季 我在哈尔滨新区等您”为主
题，推出以世界欢乐城冰雪嘉年华系
列活动、2020未来影像影视文化节、
极地亲子节等冰雪旅游活动为代表
的36项冰雪活动，做到周周有活动、
月月有亮点，全面搅热新区冰雪旅游
市场。

此外，今冬欢乐冰雪季，哈尔滨
新区还将推出 10余项文旅惠民政
策。新区各大景区景点将推出“惠民
大礼包”。

会上，哈尔滨融创文旅城代表哈
尔滨新区旅游市场主体签订《哈尔滨
新区旅游诚信经营承诺书》。

敖麓谷雅提供

JW万豪提供

住在新区 住宿包括松北香
格里拉、万豪酒店、敖麓谷雅、
融创文华、融创嘉华、融创皇冠
假日、太阳岛花园酒店、八荒通
神艺术酒店等

购在新区 商贸场所包括融
创茂、万象汇、枫叶小镇奥特莱
斯、杉杉奥特莱斯

本报记者 蒋国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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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酒店集群
迎来销售旺季

游在新区 冰雪景观包括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雪博会、林达世界欢
乐城冰雕大赛等

乐在新区 文娱场所包括哈尔滨大剧院、融创乐园中央大剧院、波
塞冬旅游度假区海豚剧场和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厅等

玩在新区 休闲包括哈尔滨极地馆、融创乐园、波塞冬海底世界、东
北虎林园、枫叶小镇温泉度假村、省科技馆和禹舜美术馆等

吃在新区 餐饮包括龙江第一村鱼餐饮一条街、世茂大道美食一条
街、祥安南大街美食一条街、学院路美食一条街、融创美食一条街等

本报记者 闫一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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