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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韩波）推进企业
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实现 165
项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以“容
缺受理”促政务服务审批提速，加
强政府失信违诺治理……日前，
哈市出台 117条优化营商环境改
革措施，涉及企业开办、办理建筑
许可、保护中小投资者、提高政务
服务效能等18个方面，由具体责
任部门牵头推进，对标全国最优，
聚力打造诚信政府、法治政府、服
务政府。

关于企业开办，哈市提出，所
有身份一次性实名认证，结果全
程互认。

哈市将优化完善企业开办
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信息即
时共享，所有信息一次性采集，
所有申请材料一次性提交，所有

身份一次性实名认证，结果全程
互认。

工商登记实现“自主申报、自
主承诺、自主勾选、智能审批、自
助发照”的全程电子化流转。市
场主体设立登记可通过微信小程
序、PC端、自助端多种途径填报、
系统无人工干预智能“秒批”。

办理建筑许可，哈市提出，将
形成全市统一承诺事项清单，推
进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确
保承诺制适时在全市推广。

工改事项全流程审批总时限
从38至83个工作日，压缩优化为
35至 67个工作日。针对工业及
整体性仓储、基础设施和政府投
资公益“三大类”项目（不含住宅
和商业等地产开发项目），实行容
缺受理加承诺即办。

关于纳税事项改革，哈市提
出，将实现165项办税事项“最多
跑一次”，落实 188项“网上办税
缴费事项清单”，推行网上申领发
票、线下免费配送，推行“非接触
式”办税方式。

哈市将积极推广增值税电子
普通发票，免费向纳税人提供税
务 UKey，纳税人通过登录电子
发票公共服务平台，在线开具增
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出口退（免）税办理平均时限
将压缩到8个工作日之内。结合
社保费和非税项目征缴特点，按
险种、分类型、多渠道推行银行扫
码、云闪付、支付宝和商业银行批
量扣缴等多元化缴费方式，满足
缴费人不同缴费需求。

为企业开办提供“套餐服

务”，涉税事项一套资料、一窗受
理、一次提交、一次办结。利用微
信平台搭建“哈税通”，纳税人在
微信端完成日常申报缴税业务。
实现单个税种或全部税种“一键
零申报”，为个体户、小规模和定
额户等需要“零申报”纳税人节省
办税时间。

对于小微企业，哈市将实行
小微企业收费“两禁两限”，明确
除银团贷款外，禁止向小微企业
收取贷款承诺费、资金管理费、严
格限制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
等费用。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哈市提
出制定“一件事一次办”工作方
案，梳理一个部门“一件事”和多
个部门“一件事”清单。以“容缺
受理”促政务服务审批提速。对

信用状况良好的申请人，具备申
请该事项的主要材料和条件，但
是次要材料暂有欠缺或存在瑕
疵，经申请人自愿申请，并书面承
诺在规定期限内提供，先予受理
并进行审核。

哈市将制定《哈尔滨市政务
服务“好差评”工作制度》，做到全
市政务服务“好差评”政务服务事
项全覆盖,线上线下各类政务服
务渠道全覆盖,提供政务服务的
部门全覆盖。提高政务服务能
力，推进市本级和区、县（市）政务
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合格率”和

“服务标准同源发布率”达到
100%，“网上可办率”达到 95 %，

“网上实办率”达到50%，“不见面
率”达到30%，“最多跑一次率”达
到95%。

出台117条改革措施优化营商环境

哈尔滨对标全国最优打造法治政府 本报讯（记者刘莉）“放管服”改
革的成效如何，对企业来说，最直观
的感受来自商事制度改革。记者从
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近年
来，该局坚持对标全国最优标准，优
化行政审批服务，实施包容审慎监
管，扎实推进“办事不求人”工作。据
统计，去年，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
12.67万户，日均登记达到508户。

放宽市场准入，节约企业经营制
度性成本，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指
标。哈市市场监管局在“35证合一”
的基础上，在新区（自贸区哈尔滨片
区）实行“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
点，对 534项“证照分离”改革事项，
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备案、实
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
式推进改革，进行责任单位拆分，做
到“应接尽接”。同时，加快复制推广
新区（自贸区哈尔滨片区）“证照分
离”改革经验，推动所有涉企经营许
可事项实行清单管理，清单之外不得
违规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相关行业。
通过“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大
幅减少行政审批，有效解决“准入不
准营”问题。

压缩开办时间。印发了《哈尔滨
市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实施方
案》，协调市直有关部门，通过减要
件、压流程、“一网通办”、“一口办
理”、“并行办理”等方式，企业开办时
间从2018年压缩到5个工作日、2019
年在全国率先压缩到2个工作日后，

进一步压缩到6个小时，部分类型市
场主体登记实现“秒批”。

释放住所资源。针对全市市场
主体住所（经营场所）资源严重不足
的实际情况，为鼓励投资兴业，降低
创业门槛，重新修订《哈尔滨市市场
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实施细
则》，明确住所登记实行负面清单管
理，全面取消“利害关系证明”，实行
承诺制，继续深化“企业集群登记”改
革，允许“一照多址”和“一址多照”，
有效释放住所（经营场所）资源，促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优化办事流程。出台《哈尔滨市
食品药品经营许可“多证合一”实施
办法（试行）》《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营业执照与“四品一械”许可证
照联办工作方案（试行）》，推动食品
药品行政许可实现“多证合一”、一次
办结。简化普通注销登记程序，推行
企业注销“一网通办”服务模式，将适
用简易注销程序的市场主体范围扩
大到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农民专业
合作社，简易注销公告时间由 45天
压缩为20天。

助力创业创新。印发《哈尔滨市
新开办企业赠送印章工作方案》，全市
新设立的市场主体的公章、合同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等由政府买单，实现企
业开办“零费用”。围绕“六稳、六保”
工作任务，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
企业发展实施细则》15条举措，全力支
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

持续发力让企业“好办事”

去年新登记市场主体日均508户

本报讯（记者刘艳）记者7日从哈
尔滨市医保局获悉，为加强全市医疗
保障基金统一管理，提高基金运行效
率和抗风险能力，哈市拟制定出台《哈
尔滨市基本医疗保障基金市级统筹管
理办法》，目前正在征求各部门意见。

市级统筹后，全市医疗保障基金
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
余”的原则，编制医疗保障基金收支

预算，加强预算执行监督，强化预算
刚性约束，实行市级统收统支。市级
统筹基金实行分类管理、分级负担、
分步实施。根据基金险种不同分别
建账、分账核算、分别计息、专款专
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及时评
估基金运行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基本医疗保障需求，严格控制医疗费
用不合理增长。

哈尔滨拟出台基本医疗保障基金
市级统筹管理办法

本报讯（姜文鑫 记者马智博）近
日，哈市交警部门严查酒驾、醉驾、

“涉牌涉证”类交通违法。5日，全市
范围内又有22名“酒司机”被交警部
门查处。

5日晚，交警哈西大队三中队民
警在取缔酒驾交通违法时遇到了一
名“倔强”的驾驶人张某。张某车厢
内有浓烈的酒精气味，却一口否认自
己饮酒。经民警对其进行呼吸式酒
精检测，结果显示酒精含量为45mg/
100ml，达到饮酒后驾车的标准。按
照相关法律规定，张某将面临罚款

20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满12分，暂
扣半年的处罚。

一个多小时后，同样在哈双路沿
线，一辆车号为黑A9H3E*的车辆距
离检查点20米处时突然驶向人行道，
后方警力见状立即上前控制住该台
车辆和驾驶人。随后，驾驶人王某彬
便主动承认了自己喝了4瓶啤酒后酒
驾的违法行为。经呼吸式酒精检测，
结果为 147mg/100ml，涉嫌醉酒后驾
驶机动车。王某彬将面临约束至酒
醒、驾驶证被吊销、五年内不得重新
取得、追究刑事责任的严厉处罚。

一夜22名“酒司机”被查处

本报讯（赵琪 记者马智博）记者
从哈尔滨市道里区获悉，北京 2022
年冬奥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哈尔滨
中央大街店）于日前开门纳客，总面
积216平方米，是目前黑龙江省内面
积最大的北京 2022年官方特许商品
零售店。

该店由道里区帮助对接冬奥组
委会，经过多次考察商洽，最终选址

在中央大街主街。北京 2022年冬奥
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哈尔滨中央大
街店）在商品选择上，考虑消费者的
需求，汇集冬奥徽章、钥匙扣等非金
属制品、贵金属制品、服装服饰、文
具、陶瓷、邮票、丝绸等千余种经北京
冬奥组委授权批准的特许商品。

店内的特许商品种类繁多。
本报记者 马智博摄

北京2022年官方
特许商品零售店亮相中央大街

本报讯（记者韩丽平）近日，国家
商务部网站公示了首批海外仓优秀
实践案例，全国仅有7家海外仓企业
获此殊荣，其中，黑龙江俄速通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俄速通”）
入选成长型海外仓优秀实践案例。

据介绍，该奖项由国家商务部主
办，经组织申报、地方初核、专家评
审、网络公示等环节，最终择优遴选
了7家优秀海外仓实践案例，主要包
括三类，一是为跨境电商卖家提供第
三方服务的海外仓；二是拥有跨境电

商平台、主要为平台客户提供服务的
平台型海外仓；三是成长型好、发展
潜力较大，且具有一定特色的成长型
海外仓。

据了解，黑龙江俄速通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海外仓于 2015年 7月在莫
斯科正式开仓，这是中国跨境电商在
俄建立的首个正规、合法海外仓。俄
速通海外仓占地面积 1.1万平方米；
对接俄罗斯邮政等本土快递，实现对
俄罗斯全境覆盖，最快可实现当日送
达。

“俄速通”获评全国“优秀海外仓”

本报讯（宋运军 记者刘艳）近日，
作为第 33届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文
化活动之一的冰雪画展在雪博会园区
与游客见面。

本届冰雪画展在宽敞明亮的雪博
会“艺术+空间”里展出。画展展出了
包括著名国画家、冰雪山水画创始人
于志学的作品，还有水彩画名家王焕
堤、钢笔画新秀刘鹤强以及吴喜全、张
济、于晓龙、陈宇飞、刘大昌等多位画
家的作品，同时特别组织了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俄罗斯艺术家冰雪油画系列
作品，为前来雪博会的中外宾客带来
了绘画艺术的视觉盛宴。

画展现场游客在欣赏作品。
本报记者 刘艳摄

本报讯（记者刘艳）日前，哈尔滨
文旅集团携手腾讯公司在哈尔滨松花
江冰雪嘉年华推出《和平精英》冰雪主
题园区。

《和平精英》冰雪主题园区中，有
还原游戏的冰雪雕艺术作品和《和平
精英》新版本更新的冰滑梯，以及以游
戏 IP“三级头”为蓝本的国内最大 IP
主题雪迷宫。

借助哈尔滨独特的冰雪文旅优
势，《和平精英》联合曾获得六届国际
灯光节大赛的 mapping艺术团队，创
作了全球首个真实冰面投影互动大
秀，以独创的“游戏场景”+“冰雪环境
投影”重叠的人景互动形式带来视听
同步震撼；携手哈尔滨交响乐团，打造
了“奏响和平之声”新年冰雪大师音乐
系列创新音乐汇演。

哈尔滨松花江冰雪嘉年华与《和
平精英》的合作，可以让更多的人尤其
是年轻群体有机会通过《和平精英》这
个数字化的平台去认识和了解“冰城”
的特殊文化魅力，吸引更多人到“冰
城”近距离体验感受冰雪文化。

本报讯（记者樊金钢）近日，由哈
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哈尔
滨市群众艺术馆承办的“爱在冰城·冰
雪主题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式启
动。该活动将于2021年2月发布征集
结果，并适时举办“冰雪主题原创歌曲
征集”获奖作品颁奖晚会。

该活动面向全国举办，参与活动
的单位和个人可在 2021年 2月 5日征
集截止日期前，将作品报送至组委会
指定邮箱。届时，主办方将组织专业
评委对征集到的作品进行评选，并在
主流媒体、门户网站、视频音频平台进
行全网展播。

活动征集对象为全国词曲作家，
原创歌手，音乐人，业余创作者等。作
品要求为作词要围绕大美冰城、冰雪
文化这一主基调，以“爱在冰城”为主
题开展创作，用多重视角、多样手段、
多种方式展示哈尔滨冰雪风光特色、
城市新时代崭新风貌，彰显冰天雪地
魅力哈尔滨，颂扬新时代的冰城精神、
人文情怀等。

作品要挖掘哈尔滨冰雪文化特色
故事及冰雪旅游发展给这座城市带来
的发展成就，表现冰城人民的生活变
化和幸福快乐的精神情感。作曲要求
为作品的风格、形式不限（民歌、民谣、
流行、美声、独唱、重唱、合唱等）。曲
风鲜明，立意高远，便于传唱，感染力
强；报送作品必须属于参赛者原创作
品。

哈尔滨面向
全国征集
冰雪主题
原创歌曲

□本报记者 樊金钢 刘瑞

随着冰雪旅游旺季到来，各
地游人陆续赶赴冰城。记者 7
日走访发现，各景区正有序做好
防疫工作，游人在安全的旅游环
境中畅享冰情雪趣。

“您好！请扫描出示健康
码。”7日上午，在哈尔滨松花江
冰雪嘉年华入口处，游人张女士
在提示下扫描了龙江健康码设
置牌。随后，她出示先前扫描好
的预约码，经过体温检测后，戴
着口罩进入园区。张女士说：

“虽然多花了一两分钟时间，但
这样让我们游玩起来更安心。”

松花江冰雪嘉年华工作人
员介绍：“为了防疫安全，我们把
入口通道划分三个区域：预约
区、扫码区、测温区，每个区域都
有专人值守。想要入园的市民、
游客需通过美团电商平台进行
免费在线预约。”

让人放心的环境为游人助
兴。当天，游客们玩得酣畅淋
漓。据介绍，松花江冰雪嘉年华
总体规划面积约 140万平方米，
面积属历年之最。

记者在园区内看到，游客尖
叫着从九米多高滑梯顶端一路
滑到松花江面。冰雪四驱车、成
人卡丁车、雪地极速漂移等项
目，让游人感受雪地驰骋的速度
与激情。

7日，记者在兆麟公园南门
入口处看到，前来游玩的市民、游
客正有序排队扫码进园。据园方

工作人员介绍，为严把疫情防控
关口，公园在南门、北门、西门三
个入口处都设置了扫码指示牌，
市民、游客需扫描龙江健康码，显
示绿码后可进入。同时在园区内
的几处冰景上还贴有防疫知识宣
传板，时刻提醒游玩的市民游客
做好防护措施，游玩不聚集。

为了让游人充分体验哈尔
滨冰雪活动的魅力，今年，在兆麟
公园西北大草坪及西山脚下建
设了小型古帆船滑梯、章鱼滑梯、
小丑迷宫等趣味冰景，同时公园
湖面浇设免费冰场，为市民、游客
提供打冰尜、冰爬犁等冰上游乐
项目场地。园方提醒，今年兆麟
公园冰灯游园会每天开放时间
为9点到21点，进入公园游览的
市民、游客一定不要聚集。

7日，记者来到太阳岛雪博
会看到，防疫措施落实得力，游
人在自己喜欢的项目区域安心
游玩。

在太阳岛游客中心，游客扫
码、测温后有序进入。该中心出
口入口分设。如果有不符合要
求的游人，工作人员将及时引导
其进入隔离车，并迅速上报情
况。工作人员规范游人佩戴口
罩，隔位就座。太阳岛风景区旅
游服务部主管高丽洋告诉记者，
该中心还提供温馨服务，设置付
费口罩机。如果有游人没戴口
罩，中心还赠送口罩。

据了解，雪博会采取预约
制。游人在太阳岛风景区微信
公众号预约，扫码、测温、戴好口

罩方可入园。卫生间、观光车、商
服等场所每天不少于3次消杀。

正是有了良好的出游环境，
游人才得以安心赏冰乐雪。记
者在现场看到，游人有的在畅滑
雪圈，有的在玩冰滑梯，有的在
拍摄雪塑美景，玩得不亦乐乎。
太阳岛风景区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莫利伟在现场告诉
记者，第 33届哈尔滨太阳岛雪
博会 50余组雕刻精湛的主题雪
塑,为游客开启了一场如梦似幻
的艺术盛宴。主塑《华夏神龙》
尤其吸引眼球。在雪博会园区，
游客还能与雪近距离互动。园
区的“律动滑梯”“雪堡乐园”“超
现实乐园”“激情雪圈”“雪地动
物园”“冰上自行车”“雪地卡丁
车”等一系列互动型项目，深受
游人欢迎。

松花江冰雪嘉年华推出
《和平精英》冰雪主题园区

冰雪画展亮相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

→市民在兆麟公
园内的章鱼滑梯处玩
耍。

本报记者 刘瑞摄

←兆麟公
园南门入口处
市民正有序扫
码进园。

本 报 记
者 蒋国红摄

入园扫个码入园扫个码 游玩更安心游玩更安心

↑市民在冰雪嘉
年华园区内游玩。
本报记者 蒋国红摄

雪迷宫。 本报记者 刘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