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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6日，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市松北区

第四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举行。
出席全会的有区委委员30人，区委

候补委员3人。
全会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哈尔滨市

委副书记、哈尔滨新区党工委书记、松北
区委书记代守仑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代守仑同志代表
区委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
了《中共哈尔滨市松北区委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共哈尔
滨市松北区第四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
议决议》。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新
区管委会主任、松北区区长王铁立就《建
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区委四届六次全会以
来区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区委
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认真落实省市部署和“6·29”省委
专题会议要求，团结带领全区上下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圆满完
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疫情防控取得重大
成果，改革创新不断深化，发展后劲不断
增强，自贸试验区溢出效应持续显现，综
合承载功能大幅提升，乡村振兴战略深
入实施，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党的建设全
面加强，为省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新区
力量。

全会高度评价新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认为“十三
五”时期，新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深入落实国家赋予“三区一极”的战
略定位和省市明确“疏解主城区功能”的
发展定位，谋划实施的一批重大产业项
目陆续投产、逐渐显效，系统推进的一批
重点改革红利集中释放、加速转化，各项
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十三五”规划确
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与“十二
五”末相比，创下了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翻
一番，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实现300亿元
以上，地区生产总值首破500亿元大关
的历史最好纪录。综合实力实现新跨
越，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合作交流迈出
新步伐，科技创新焕发新动能，城乡面貌
发生新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
群众生活质量得到新提高，干部队伍面
貌呈现新气象，为新区开启现代化建设
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发展基础。

全会深入分析了新区“十四五”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全会指出，以这次会议
为标志，哈尔滨新区开启了迈向“十四
五”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谋划新区工作，必须始终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胸怀

“两个大局”，坚持服从服务国家战略，坚
决落实落细省市要求，深刻认识新区在
国家总体布局和省市发展全局中的功能
定位和重要责任，创造性推进各方面工
作；实现新区发展，必须以改革牵动、创
新驱动增强发展新动力，以科技赋能、生
态夯基增创发展新优势，以协调均衡、开
放共赢开拓发展新空间，以民生改善、治
理提升彰显发展新成效，努力成为引领
省市高质量发展的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

力源；推进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
须辩证看待机遇和挑战，系统分析优势
和短板，敢于与最优者“对标”，与最强者

“比拼”，与最快者“赛跑”，力争“十四五”
时期在创新引领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打
造产业新生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区域
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品质提
升、民生福祉改善、社会综合治理、新区
品牌塑造十个方面率先实现新突破，奋
力走在高水平开放最前沿、高质量发展
最前列，合力建设哈尔滨第二个百年蓄
势崛起的未来之城，奋力打造更具实力、
更有活力、更富魅力的龙江版“新浦东”，
力争到2035年，一座宜业宜居宜游、充
满活力、令人向往的新时代现代化国际
化生态化新区崛起于松江北岸、龙江大
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
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全会提出了新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到二〇
三五年，全面落实“三区一极”的战略定
位和“疏解主城区功能”、推动实现“一江
居中、南北互动、两岸繁荣”的功能定位，
着力引领改革开放、重塑产业结构、重构
城市架构，积极发挥在全省的辐射引领
带动示范作用，努力建设成为国际化、现
代化、生态化的宜居宜业宜游新城区，成
为潜力充分释放的转型示范先导、承载
国家战略的创新智慧高地、高质量发展
的龙江振兴之翼、中俄互联互通的自由
贸易特区和独具文化魅力的生态活力新
城。综合实力得到全面提升。力争经济
总量占到哈尔滨市的1/3左右，财政收
入占到哈尔滨市的1/4左右，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同步增长，战

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四中心一
高地”全面建成，成为东北地区新的经济
增长极。关键领域改革持续深化。坚持

“对标浦东、复制深圳”，打造全国一流营
商环境，体制机制得到全面优化，在全省
率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示范区。
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新格局。建成对俄
罗斯及东北亚全面合作的承载高地和联
通国内、辐射欧亚的国家物流枢纽，成为
中俄全面合作重要承载区。生态环境更
加优良。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常住人口
超过230万人，新时代文化体系更加健
全，成为国际特色文化旅游聚集区。

全会指出，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
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起步之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省委十
二届八次全会、市委十四届九次全会精
神，牢牢把握政治方向，精准把脉发展方
位，充分发挥国家级新区和自贸试验区的
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大力培育新动
能、激发新活力、塑造新优势，努力把握新
阶段、坚持新理念、融入新格局，持续打造
龙江版“新浦东”，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全会号召，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在省市的坚强领导下，坚定
信心、鼓足干劲，迎难而上、奋发有为，为
加快建设龙江版“新浦东”而接续奋斗，以
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共哈尔滨市松北区委四届八次全会举行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开启哈尔滨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区委常委会主持 代守仑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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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樊金钢）5日上午，
2021中国冰雪旅游发展论坛以视频形
式在哈尔滨JW万豪国际酒店和北京国
际饭店同时举行。论坛上，中国旅游研
究院推出《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1》，发布了冰雪旅游系列标杆，哈尔
滨市彰显出在冰雪旅游产业的实力，哈
尔滨再登“冰雪旅游十佳城市”榜首；新
区大雪时节采头冰进入“十大冰雪经典”

项目；北极熊酒店进入“十大冰雪时尚”
项目。

哈尔滨、张家口、沈阳、吉林、长春、
乌鲁木齐、呼伦贝尔、阿勒泰、牡丹江、黑
河进入“2021年冰雪旅游十佳城市”名
单。

在系列标杆中，大雪时节采头冰（黑
龙江哈尔滨）、松江赏雾凇（吉林省吉
林）、元宵围火滚冰（黑龙江木兰）、断桥

赏残雪（浙江杭州）、冰雪那达慕（内蒙古
呼伦贝尔）、冰灯游园会（黑龙江哈尔
滨）、什刹海溜冰（北京）、查干湖冬捕（吉
林松原）、雪山下泡温泉（四川海螺沟）、
毛皮板滑雪（新疆阿勒泰）进入“十大冰
雪经典”项目名单。

漠河找北（黑龙江漠河）、冰雪光影
秀（新疆阿勒泰）、雪乡跳雪坑（黑龙江牡
丹江）、寒地极限自驾（内蒙古牙克石）、

雪地摇滚（河北崇礼）、北极熊酒店（黑龙
江哈尔滨）、冰川卡若拉（西藏山南）、深
坑悬浮雪世界（湖南长沙）、雪国列车（中
铁沈阳局）、禾木冰雪摄影（新疆喀纳斯）
进入“十大冰雪时尚”项目名单。

延庆区、崇礼区、漠河市、尚志市、延
吉市、抚松县、海林市、乌鲁木齐县、神农
架林区、牙克石市进入“2021年冰雪旅
游十强县（区）”名单。

冬日不停工。时下，在深哈产
业园仍有300多名工人坚守各自
岗位赶工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
心仪于此的企业早入驻早达产。

据深哈产业园相关负责人介
绍，产业园已初步形成了新兴产业
集中布局、集群发展的态势。目
前，在土地招商方面，已拿地签约
项目1个，意向签约项目26个，拟
投资312亿元。其中众达硅光芯
片、中国长城、新光光电、海邻科智
能终端、思哲睿高端医疗装备、天
宇互联网基地等项目拟近期签署
协议。在物业招商方面，已累计注
册企业127家，注册资金59.71亿
元；已签约企业24家，包括华为鲲
鹏、深圳敢为、华付、哈工大人工智
能研究院、黑龙江芯超生物科技、
哈船卫星、逐浪科技等。

值得一提的是，华为黑龙江鲲
鹏产业创新中心首次落户东北。
该项目拟投资4.5亿元，将设立鲲
鹏产业研发适配、测试认证、人才
培养基地，为鲲鹏生态伙伴提供计
算资源、开发适配、联合创新、测试
认证等公共服务。项目签约后，为

该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产业链企业
也纷纷闻讯而来，目前已有10余
家企业来洽谈入驻。

记者了解到，作为深哈合作的
首个“飞地”项目，深哈产业园建设
的目标就是吸收借鉴深圳改革开
放40年来的成功经验，通过“带土
移植”“六深”，即深圳团队、深圳体
制机制、深圳政策体系、深圳理念、
深圳作风和深圳精神，打造深圳的

“飞地”、哈尔滨的“特区”。
目标高远，行动坚实果敢。
从2019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

深哈产业园建设不断刷新“深圳速
度”，截至2020年12月末，累计完
成投资17.3亿元。7天成立合资公
司、36个工作日取得施工许可证、
101天科创总部项目一期Ⅰ标段地
下室正负零结构封顶，提前31天
科创总部一期项目Ⅰ标段主体结
构封顶。2020年11月27日，科创
总部项目一期Ⅱ标段再次实现主
体结构当年开工，当年封顶，为哈
尔滨市项目建设突破自然低温施
工限制、优化施工方法提供了借
鉴。

本报讯（记者薛婧李爱民）5日，在
2021哈尔滨线上冰雪博览会第二场线
上签约仪式上，上海绿地汉诺威会展有
限公司与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展览业务上开展
全方位合作，结成长期、全面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两
大会展业巨头牵手，将为正在哈尔滨新
区建设的绿地东北亚国际会展中心提供
具有国际水准的展览业运营服务，进一
步壮大哈市会展“核心区”，打造东北地
区会展高地、东北亚会展名城。

上海绿地汉诺威会展有限公司由世
界500强企业绿地控股集团与世界十大
展会组织者之一、国际会展业巨头德国
汉诺威国际会展公司于2019年3月26
日合资成立，未来将是绿地东北亚国际
会展中心的管理运营企业。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始创于
2000年，2015年11月24日在新三板挂
牌上市，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单
位，是中国最具规模的民营展览公司，其
办展数量和获得UFI国际展览业协会认
证数量在国内行业企业中均居首位，是
业界领先的全球会展综合服务商。

据悉，此次签约后，哈尔滨市政府将
利用企业的资源渠道，依托绿地东北亚
国际会展中心，申办和引进国家性或全
球范围内的专业展览项目落户哈尔滨，
形成新的项目品牌。

线上冰雪博览会签约
再添新成果

两大巨头联手
打造会展名城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记者从
黑龙江公共资源交易网获悉，哈尔滨市
松北灌排体系及水生态环境建设一期
工程玉衡湖开挖工程已由上级部门批
准建设，哈尔滨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该项
目计划工期为2021年2月5日至12月
31日。

依据招标文件，松北灌排体系及水
生态环境建设一期工程玉衡湖开挖工
程建设地点位于规划212路以东、规划
209路以西、世茂大道以北、发生渠以南
围合区域内。

该项目湖开口面积为44739平方
米，涉及土方开挖约182758立方米，腐
殖土清除约17575立方米等。若按照
标准足球场面积来计算，该湖比6个足
球场还要大。

新区新添
一处人工湖

《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1》发布冰雪旅游系列标杆

哈尔滨再登“冰雪旅游十佳城市”榜首
新区“大雪时节采头冰”入选十大冰雪经典项目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一边紧锣密鼓建设，一边慕名而来洽谈入驻的企业络绎不绝。
在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简称深哈
产业园）以其不断刷新“深圳速度”的高效率建设和对企业的强大吸
引力，成为全国对口合作的标杆和深哈合作的标志性工程。

深哈产业园深哈产业园
注册入驻企业
已达 127家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延伸
招商“触角”，探索为粤港澳大湾区企
业提供“零距离”服务。记者从哈尔滨
新区招商集团获悉，自2020年 11月
15日,哈尔滨新区展示服务中心在深
圳投用以来，已与40余家企业建立联
系，接待500余人次到访洽谈，快速对
接了2家深圳龙头企业的产业项目，并
与我省驻深圳政府机构、商会建立长
效合作机制，率先与高校打造了科研
项目和产业资源的对接平台，招商前
哨作用显现。

哈尔滨新区展示服务中心位于
深圳市深南大道，使用面积850平方
米，是深哈对口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使哈尔滨新区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
提供服务的距离缩短了近 3000 公
里，与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形成了
南北互动的招商格局。中心充分发
挥宣传推介、信息收集、建立招商网
络、服务企业等一系列职能，不断创
新服务方式方法，为对接粤港澳大湾
区及周边区域的产业资源搭建了新
平台，拓展了新渠道。

立足招商前哨，紧盯国内外五百
强、行业龙头企业投资信息的收集和
投资意向挖掘，哈尔滨新区展示服务
中心投用以来，通过积极联络，重点推
介，哈尔滨新区展示服务中心已与深
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良好
的沟通。目前，不仅了解到企业推出
了最新的“互联网+医药大健康”医药
行业模式，并得知其拟到哈尔滨投资
的意愿，对此，粤港澳大湾区事业部已
派专人跟进这两个项目。

为更进一步对接深圳的龙头企
业，哈尔滨新区展示服务中心及时与
省、市驻深圳办事处、深圳企业家联合
会、深圳黑龙江商会等部门建立长效
合作机制。通过与深圳黑龙江商会密
切交流，结合商会企业发展和新区规
划，已初步达成在新区打造龙江商厦
的意向，全力推动龙江“特区”、深圳

“飞地”的建设。
不仅如此，哈尔滨新区展示服务

中心还率先与高校打造科研项目和产
业资源的对接平台，为新区招商引资
增添新的砝码。

与40余家企业建立联系
对接2家龙头企业项目

新区展示服务中心
深圳上演
招商重头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