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希明 康迪
本报记者 李播

10 月 12 日，为期五天
的第二届中俄博览会（第
26 届“哈洽会”）在哈尔滨
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
幕。此届博览会以“对接
合作——丝路经济带新机
遇”为主题，打造了中俄两
国共建“一带一路”、全面
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
重要平台。中国银行黑龙
江 省 分 行 充 分 发 挥 国 际
化、多元化、专业化优势，
在展会现场为中外客商提
供外汇兑换、ATM 取款、银
行卡办理、“一对一”洽谈、
业 务 咨 询 等 多 种 金 融 服
务，大力提升该行“对俄金
融服务首选银行”的良好
品牌形象。

精彩展区
亮相博览会

中国银行展厅以“担
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
行”、“跨境业务助发展，金
融支持走出去”两大主题
为核心，亮丽的红白双主
色组合、醒目的中行 LO⁃
GO,以及多媒体品牌形象
片播放成为金融展区的一
大特色。展厅内跨境人民
币业务、出国金融服务、中
银 e 社区、保函业务、在线
供应链金融、电子银行等
业 务 产 品 现 场 展 示 和 介
绍，让参展商充分体会到
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贴心
的金融服务。该行还精心
选派了一批业务骨干提供
专业的金融咨询服务。

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
行是唯一一家在展区内设
立临时营业网点的金融机
构，现场为参展商和客商
办理取款、外币兑换、信用
卡申请等业务。该行还特
别开立了卢布兑换通道，
由精通俄语和具有丰富外
币汇兑经验的工作人员提
供专业、快速、便捷的金融
服务，获得了俄方客商和
参展商的一致好评。

此次博览会中俄两国
嘉宾数量多，参展企业和
单位多达 1279 家。中国银
行黑龙江省分行在展会现
场 设 置 一 台“ 无 线 ATM
机”，在传递中行科技金融
领先优势的同时，极大地
满足了中外客商的金融需
求。

打造“走出去”
企业首选银行

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
行紧扣本届博览会“对接
合作——丝路经济带新机
遇”的主题，充分展示了自
身作为中国国际化和多元
化程度最高的银行的集团
优势，展现了中国银行建
设“一带一路”金融大动
脉、打造人民币国际化主
渠道、支持企业“走出去”
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在中总行构建“一带
一路”金融大动脉的部署
下，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
行不断加大对我省铁路、
港口互联互通、物流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和跨境电子
商务的支持力度，截至目
前，累计为“龙江丝路带”项目投放 4.29 亿元，预计年
内投放达到 20 亿元。综合运用结构化融资、内保外贷、
外保内贷、海外直贷等授信产品组合，积极满足“走出
去”企业融资服务需求，仅今年上半年，出具意向函 5
笔，金额 32 亿美元。积极推进对俄电子商务，目前已与

“首信易”支付、北京爱农驿站等第三方平台合作，开展
跨境支付服务与结算业务，已在绥芬河市完成全国第
一单对俄跨境电商货物出口结汇。

在展会现场，中国银行全方位的跨境及海外人民币
产品、综合性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受到了中外客商的
关注，许多企业认为中行的海内外市场资源及专业的
服务将会极大帮助其锁定汇率风险，优化资金组合，节
省财务运营成本，在提供了安全便捷的清算渠道的同
时，进一步促进了企业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战略合作协议》
彰显支持力度

借助博览会搭建的开放式合作平台，展会期间，中
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分别与天狼星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电气国际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签署《国际化业务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银企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在负债、资产、投资银行、海外
业务等方面的金融合作，特别是加强在对俄、对蒙等

“走出去”海外项目上的业务拓展。
在签约仪式上，银企代表们纷纷表示将进一步把

握发展新机遇，深化银企新合作，共同推进国家“一带
一路”构想的实施，共同促进龙江丝路带建设，共同服务
龙江经济发展。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黄志刚行长谈到，
下一步，该行将借助黑龙江省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构建
对俄经贸合作新格局的战略机遇，依托全球化、多元化、国
际化的优势，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展服务领域和范围，
进一步加大对“走出去”企业的支持力度，全力打造成为服
务“龙江丝路带”主渠道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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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5日讯（记者李宝森）15日，“金色的回忆——俄
罗斯画家笔下的哈尔滨”主题油画展在哈尔滨银行总部大
厦开展，共有 400多幅作品展出。

省政协主席杜宇新参加了画展开幕式并参观了画展。
据了解，哈尔滨银行为了以艺术手段再现哈尔滨那段

难忘的历史，为城市保留永久的记忆，投巨资聘请俄罗斯一
批热爱哈尔滨城市文化的人民画家、功勋画家，历经多年精
心创作了 400多幅反映哈尔滨开埠时期历史风貌的油画，
并由哈尔滨银行艺术中心典藏。

本次展览分为“依路兴市”、“龙脊宝地·南岗”、“繁华洋
场·道里”、“喧嚣闹市·道外”、“休闲胜地·江北”五个部分，是
迄今为止俄罗斯画家作品展现哈尔滨古老风情最全的一次。
展览自10月15日至11月16日，面向社会各界免费开放。

俄罗斯画家笔下的哈尔滨
油画展开幕

本报15日讯（记者李宝森）15日，第二届中国-俄罗斯
博览会“中俄金融合作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会上，由哈
尔滨银行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发起，有 35家金融机构参
加的中俄金融联盟正式成立。

副省长孙尧出席了会议并讲话。
据了解，中俄金融合作会议是由省政府主办、省金融办

与哈尔滨银行共同承办的，有近 40家金融机构的代表及相
关企业参加。在大会上，由哈尔滨银行和俄罗斯联邦储蓄
银行发起成立“中俄金融联盟”，并举行了成立仪式。据联
盟发起者介绍，中俄金融联盟是中俄两国金融机构组成的
非盈利性、开放式跨境金融合作组织，为联盟成员搭建联
络、讨论及信息交流的非正式平台，联盟成员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互惠合作。

中俄金融联盟初始成员由 35家金融机构组成，中方有
哈尔滨银行、包商银行等 18家金融机构，俄方有俄罗斯联
邦储蓄银行、亚太银行等 17家金融机构。

中俄金融联盟正式成立

本报15日讯（记者孙佳薇）15日，副省长孙尧在哈尔滨
会见了以俄罗斯储蓄银行远东分行行长叶甫盖尼·维克多
洛维奇·季多夫为团长的俄金融机构代表团。

孙尧对客人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在发展对俄合作中，
黑龙江省依托独特的地缘优势、人缘优势、厚重的历史文化
积淀和良好的合作基础，逐渐成为中国对俄合作第一大
省。2014年，全省对俄进出口完成 232.8亿美元，同比增长
4.1%，占全国对俄进出口总值的 24.4%。今年 1月~6月，全
省对俄进出口完成 58.03亿美元，列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希
望双方加强了解，寻找广阔的合作领域。

叶甫盖尼·维克多洛维奇·季多夫说，黑龙江省的经济
社会发展速度快，在诸多领域的发展有潜力，愿意进一步加
强交流，拓展金融合作深度。

孙尧会见俄金融机构代表团

本报15日讯（记者闫紫谦）15日，副省长胡亚枫在哈尔
滨会见了来我省调研的科技部秘书长李平一行。

胡亚枫首先对科技部对我省的支持和关注表示感谢，
他说，多年来，科技部在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和现
代农业等重点领域为我省科技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我省
积极鼓励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启动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
行动计划；重新制订《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出台了
《关于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激励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政策
的意见》、《加快我省科技服务业发展实施意见》等相关政
策，激励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同时科学规划建设科技创新
创业服务平台，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和众创空间。希望科
技部继续支持我省科技成果转化、重点项目建设等。

李平表示，黑龙江的科技发展环境充满活力，调研结束
后，将及时向科技部汇报黑龙江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促
进黑龙江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胡亚枫会见科技部秘书长李平

本报15日讯（记者孙佳薇）15日，副省长孙尧在哈尔滨
会见了以俄罗斯堪察加边区政府代理副主席祖巴尔为团长
的俄堪察加边区代表团一行。

孙尧对代表团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两省区同
处于东北亚地区，通过互访建立了良好的友谊联系，为各领
域的友好互利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黑龙江省与堪察加边
区同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在矿产、旅游等资源领域中合
作空间广阔，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增进彼此了解，鼓励
双方企业加深联系，扩大双方在经贸、交通等领域的合作，
促进两地区经济共同发展。

祖巴尔表示，希望能建立长期的互访交流机制，互派专
家，推动已有合作的实质性进展。更希望黑龙江省能参与
到堪察加边区的航空综合体建设、港口建设以及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中，实现两地共赢。

孙尧会见俄堪察加边区代表团

本报15日讯（记者李晶琳）由省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中
俄博览会暨第 26届“哈洽会”黑龙江省旅游资源及对俄旅
游合作新闻发布会，15日在哈尔滨华旗礼堂举行，省旅游
局向参会媒体介绍美丽的黑龙江，以及黑龙江对俄旅游合
作情况。

发布会重点介绍了黑龙江四季分明，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清凉冬有雪，具有全省整体生态化的核心优势和冬季
冰雪游、中俄边境游的特色优势，形成了黑龙江冬夏两季旅
游的核心吸引力。突出冬夏两大旅游卖点：夏季是生态优

美、清爽宜人的避暑胜地，有全国最大的湿地群，全国最大
的连片森林，全国最大的界江——黑龙江和淡水界湖——
兴凯湖，中国最大的火山景观群与火山堰塞湖，中国最具欧
陆时尚风情的省会城市——哈尔滨。冬季是美不胜收的冰
雪旅游世界，名副其实的“冰雪之冠”，有中国冬季旅游的金
名片——黑龙江冰雪旅游，主打“冰雪之冠·黑龙江”的冬季
旅游品牌形象，主推“哈尔滨—亚布力—雪乡”和哈尔滨—
大庆—齐齐哈尔、哈尔滨—漠河北极村、哈尔滨—牡丹江镜
泊湖、哈尔滨—铁力—伊春五大冰雪旅游精品线路。

旅游主题发布隆重推介美丽黑龙江

□本报记者 宋晨曦

本届展会，台湾馆可谓人气爆棚，展品十分受欢迎。龙
台两地绿色食品展示、中小企业对口交流活动等效果显
著。今年台湾馆以食品、日用品、文创商品、养生保健四大
类为特色，优中选优，共有 120个展位 65家企业参展。

与会台商参加了“2015龙港澳台经贸合作对接会”，举
办了“农业产业项目交流会”、“中小企业产业交流会”等活
动，与参会的国内外嘉宾进行了广泛交流与洽谈。

台塑集团作为台湾知名企业，带着企业的高科技生活
类展品，第一次踏上龙江大地，以关怀、专业、完美、创新的

理念向顾客介绍预防医学常识。台塑生医商贸（上海）有限
公司经理宋勇生说，感谢中俄博览会这个平台，让台商有机
会了解黑龙江经济发展、北国风光及人文风貌。他们将派
技术人员来这里进行考察评估，为企业的科技研究提供帮
助。

一直深受信赖的老牌企业台盐生技——台盐进出口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蔡良义说，未来台盐将奋力拓展中国大陆
及海外事业版图，发展电子商务与国际网络商机。这次借
助中俄博览会这个平台，全方位了解了东北市场，并有机会
拓展俄罗斯市场。目前，已有几十家投资商、代理商与企业
达成合作意向。

台湾客商来龙江 推介拓展交流忙

□本报记者 吴利红

秸秆、碎玻璃、稻壳……这些生活中用不上的废料，通
过绿色加工变成了饲料、无公害的燃料和建筑材料等，还有
利用“酵素”种植的五谷杂粮、养殖的“无抗猪”等，这些带

“绿”字的产品和食品，一亮相展会就引起了各地展商们的
关注。

黑龙江卓达新材销售公司展示的室内瓷砖、外墙瓷砖等
建筑材料，因为原材料是绿色的、加工过程无污染而引来展
商们的关注。副总经理吕存玉介绍，这些产品都是用工、农
业固废为原料，比如秸秆、碎玻璃、塑料等，生产过程、产成
品、回收利用全过程都是绿色、节能、环保。生产无需加热，
没有污染气体排放。从去年开始，公司和俄罗斯建筑商合
作，外墙瓷砖已用到了俄方的建筑上，需求量还在增大。今
年，浙江、湖北等地客商都对产品很感兴趣，准备进行合作。

以秸秆为生产原料的黑龙江中丹建业生物能源公司今
年在展会上收效不小。公司与一家俄方企业签订了上亿元
的合作项目。俄方企业看好公司通过秸秆制取纤维素燃料

乙醇的技术。该公司用3.5吨秸秆可制出1吨纤维乙醇、0.34
吨木质素，634立方米甲烷等，让植物垃圾变成了有价资源。

在黑龙江京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展台前，该公司自主
研制的多功能秸秆固化（高水分高密度）成型机，将一捆捆
水份含量不等的秸秆，通过成型机的加工，变成了饲料或者
炭块。宋经理告诉记者，成型机的使用已引起了不少客商
的关注和兴趣。

在省京福龙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展台前，参展人
员把用“生物酵素”养殖的生猪猪肉用清水煮出来后，香喷
喷的味道，立即吸引过来不少人品尝。展位上金灿灿的小
米和白亮亮的大米，也都引起人们的询问。在展位前忙乎
着解答人们提问的公司副总经理刘树森说，公司有植物酵
素、动物酵素、环保酵素等产品，在粮食生产中，用植物酵素

“替代”化肥和农药，产出符合绿色农业标准的粮食，并实现
产量质量双提高。用动物酵素，生产出的“无抗猪”和猪肉
深加工产品以及“无抗鸡蛋”等绿色畜禽产品投放市场以来
很受欢迎。在今年展会上，有辽宁、内蒙古的客商对公司产
品产生了浓厚兴趣，准备做代理商。

“废弃物”摇身变成“香饽饽”
绿色加工亮相受关注

本报15日讯（郝舸 记者谭湘竹）15日下午，由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主办，省体育
局、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体育部承办的中俄散打、拳击对
抗赛在黑龙江大学体育馆举行。比赛吸引了 2000多名
散打和拳击爱好者到现场观战。

体育交流活动是 2015年黑龙江省哈巴罗夫斯克边
区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中俄散打拳击对抗赛分
别进行 4个级别（散打 65KG、70KG、75KG、80KG;拳击：
64KG、69KG、75KG、81KG）的比赛。

中俄散打拳击赛举行

本报讯（张妍 记者衣春翔）在第二届中俄博览会暨
第 26届“哈洽会”期间，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
同研究适合我国、我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创业理论和
应用体系。

根据协议，哈工大将发挥学科理论研究与专业培训优
势，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将发挥政策、地理、区
位、产业、国内和国际资源以及商业实战等优势，共同提高
自贸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
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创业理论和应用
体系，努力为国家深化改革开放探索更多制度创新成果。
通过战略合作，双方将在自贸区科技创新创业、制造业提
升、金融贸易与投资、跨境电商等领域深度交流，最大化实
现双方价值，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并联合创建哈工大
——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研究中心和培训基地。

哈工大与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
有限公司合作

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本报记者 黄春英

新兴行业物流业的参与，让物流与供应链展区成为本
届博览会上一个新亮点。虽然参会企业在业内都很强大，
有“高速快递”黑龙江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有“铁老大”哈
尔滨铁路局，有粮食物流龙头企业黑龙江农垦北大荒物流
集团，但大家的共识是，在新兴物流业竞争激烈、快速发展
的时代，尤其需要借助博览会这个大平台拓展业务领域，扩
大物流网络。

走进物流与供应链展区，记者注意到，这里展示了物流
服务、物流设施设备及其配套产品。黑龙江物流与供应链
商会副会长郑春萍告诉记者，经过近 10年的发展，龙江物
流产业经济已成为龙江的黄金产业。本届博览会展示了国
际领先的高科技物流产品、服务项目，展示了最全面的龙江
物流产业链，陆、海、空、铁路等运输方式都有。这次博览会
参展物流企业非常积极，哈尔滨铁路局将所有物流业务整
合组团来参展，顺丰速运的展位从上届的 1个增加到了本
届的 4个，中国黑龙江外轮代理公司首次参展。

在物流与供应链展区，哈尔滨铁路局的展台最大最突
出。哈尔滨铁路局货运处副处长杨继军告诉记者，过去哈尔
滨铁路局是政府机构，现在已变身为企业，这就需要走向市
场，织密物流网。这次博览会我们将所有与社会服务有关的
售票、哈铁物流、中铁快运等业务机构整合组团来参展。现
场可以为参展商办理货运，与大企业进行洽谈。目前我们已
经和几家大客户接触，会后我们将派出专业团队跟踪上门，
沟通洽谈业务，为客商提供整车、集装箱、高铁快运等服务。

虽然已形成了覆盖我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服务
网络，但中国黑龙江外轮代理公司并未懈怠。该公司现场负
责人对记者说，这是他们公司第一次参会，收获很大。以前
他们只做口岸物流，现在新的发展需求让他们积极参展。这
次他们借助博览会这个大平台宣传了公司，与更多俄罗斯企
业接触，与国内物流企业联系，力争打造全国物流网络。

物流企业借平台织大网

□本报记者 李晶琳

第二届中俄博览会暨第 26 届“哈洽会”围绕“对接合
作——丝路经济带新机遇”的主题，开展中俄全方位交流合
作。我省旅游依此强大向心力，与俄罗斯相关州区举办了多
项旅游交流活动，交换意见，沟通信息，推介产品，积极互动，
密切旅游部门与企业间协作，通过全面加强中俄地区间旅游
合作，助力我省构建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俄博览会已成为中俄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深化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我省则是中国最重要的对俄
边境旅游区，是“一带一路”战略东部陆海丝绸之路的重要节
点。经过多年努力，我省边境旅游取得了快速发展，黑河、绥
芬河、抚远等重点边境口岸城市及哈尔滨等中心城市深受俄
罗斯远东地区游客的喜爱，经我省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旅游
观光的中国游客数量也在大幅增加，对俄边境旅游已经成为
我省独具魅力的特色旅游产品。同时，我省还积极构建、延伸
空中交通网络，利用各种交流平台加强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
旅游交流，全面发展对俄旅游合作。

借助展会，中俄旅游部门有效对接，不断达成共识，带动
了地区间的务实合作。本届博览会上，中俄旅游合作频现互

动。第五届中俄地区旅游合作交流会议由中国国家旅游局、
俄罗斯联邦旅游署、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黑龙江省旅游局
承办。中方以中国外交部、国家旅游局为首，黑龙江、内蒙古、
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新疆等中国对俄重点合作地区的旅游
部门负责人悉数参加。俄方则由俄联邦旅游署副署长科罗廖
夫率领，俄“世界无国界”旅游协会主席费定及哈巴边区、滨海
边区、阿穆尔州等 9个州、区、共和国的旅游部门负责人、旅游
相关部门代表、旅游企业代表参会，对中俄政府间互免团队签
证协议实施情况和中俄跨境旅游及自驾车旅游等共同关心的
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省旅游局配合哈巴罗夫斯克边区文化
部旅游局，举办了哈巴罗夫斯克边区旅游潜力推介会及旅游
企业洽谈活动，就黑龙江旅游企业和媒体将积极宣传推广边
境游品牌线路，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游览黑龙江美景，领略
哈巴罗夫斯克风情，达成高度一致。

地区间的有效合作交流更多地得益于博览会大舞台的成
功搭建。博览会期间，黑河市旅游局组织各县（市、区）旅游
局、市直旅游企业参加了第五届中俄地区旅游合作交流会议，
并发放了千余份黑河旅游中俄文宣传资料，市旅游局就黑河
跨境旅游产品及自驾车旅游项目进行了主题推介，黑河赴俄
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市区游，冷水垂钓旅游、乡村旅游、自驾

游（汽车赛事）等独特旅游产品受到广泛关注。期间，黑河市
旅游局还与俄阿穆尔州对外经济联络、旅游与商业部就联合
开发跨境养老旅游线路进行了会谈，就整合两地养老旅游资
源，打造特色养老旅游产品，吸引更多游客赴两岸旅游达成共
识。大庆市围绕“对接合作——丝路经济带新机遇”主题，在
宣传推介旅游产业上颇费心思——介绍大庆风光的书籍、手
册、光盘、扑克、明信片摆放在展台上，印有中、俄、英、日 4国
文字的“大庆旅游指南”宣传册向参展商和观展者发放，大庆
市旅游局工作人员据守展区，通过官网、微博、微信适时推送
现场动态，与 10万粉丝互动交流……

针对俄罗斯游客的需求特点，黑龙江省旅游局在传统观
光购物游的基础上，开发推出矿泉疗养游、温泉养生游、休闲
度假游、冰雪娱乐游等特色旅游产品，旅游线路也从口岸城市
向省内旅游资源富集的地区拓展，并进一步向北戴河、大连、
威海、三亚等中国其他休闲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延伸。出境
旅游方面，也从赴俄毗邻地区的短线旅游，进一步发展为向其
他地区延伸的长线旅游。今后，我省将进一步巩固与俄罗斯
远东及西伯利亚相关地区之间的旅游合作，积极发展与俄罗
斯欧洲部分相关地区的旅游合作，把黑龙江省打造成中俄边
境最佳旅游目的地和中俄旅游交流重要的交通中转站。

借势中俄全方位交流合作向心力

我省将打造成对俄旅游最佳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