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9 月 8 日 星期三

哈尔滨新闻

责编：
闫一菲（0451
0451-84655686）
执编/版式：史志强（0451-84670335） 美编：
赵 博(0451-84655238)

E-mail：
hrbnews@sohu.com

38 家拟上市 17 家完成股改
哈尔滨新区企业“想上市 谋上市 能上市”氛围浓

级政府助推上市的浓厚氛围。
“新区的服务意识非常强！以前政策资
“奖励 1000 万元，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金落地需要企业提供资料，自己去跑，现在
不仅降低了企业上市的融资成本，也极大鼓 金融服务公司会主动帮我们组织材料，让政
舞了我们的士气！”日前，刚刚完成主板上市 策资金第一时间落实到位，这大大减少了企
的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工作 业的沟通成本和时间成本。”哈尔滨敷尔佳
人员对记者说，上市本是企业自主行为，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沈晓溪告诉
想到哈尔滨新区能分阶段给予如此大的资 记者，按照“助企上市十条”，目前，该公司因
金支持，这让他们看到了政府扶持企业的诚 完成股份制改造及申报省证监局辅导备案
两个环节，已获得政府奖励的 400 万元资金。
意，也更坚定与新区共发展的决心。
“出台‘助企上市十条’不是为了追求企
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受益仅
是新区企业享受“助企上市十条”政策红利 业上市这个终极目标，而是本地区资本市场
的一个缩影。今年 4 月初，哈尔滨新区推出 认知能力差，利用资本市场能力非常弱，这
“助企上市十条”，主要包括企业上市阶段性 个时候政府更应鼓励企业主动去融入资本
奖励、省外上市公司迁入奖励、成功上市企 市场。为此，新区通过政府资金支持，解决
业高管团队激励、中介团队激励等十个方 企业成本压力，让企业轻装上阵放心去干，
面。如今，在“助企上市十条”的激励下，新 大胆进入资本市场。”哈尔滨新区金融服务
区资本市场日益活跃，逐步形成企业“想上 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解礼宁说。
上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既要企业
市、谋上市、能上市”
、专业机构服务上市、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薛婧 李爱民

进行方方面面的自我规范，
但更要找准上市的
方向。已获得400万元上市阶段性奖励的华通
誉球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
剑告诉记者，
萌生上市想法时，
便找到新区金
融服务公司帮助。在新区金融服务公司的协
调沟通下，
上交所专家两次到华通誉球调研，
不仅现场解答了一些具体上市问题，
最重要的
是帮着企业定位了创业板上市这个大方向。
金融服务公司靠前服务，为企业上市一
路护航。8 月中旬，华通誉球通信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敲开解礼宁办公室的门，
“解
总，我们要申办一个资质，券商要求的时间
比较紧，
您看怎么办？
”王剑焦急地问道。
了解企业诉求后，解礼宁立即拿起电话
与新区行政审批局进行沟通。
“办理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证书至少需要 15
个工作日，但我们当天就办结了！”王剑说，
正常申报信息都是网上流转，若哪项出现问

6

前 7 月工业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14.8%
高于全省 8.9 个百分点

题就会被打回，需重新走流程。为此，新区
审批局窗口工作人员事先对我们申报材料
进行了指导和核验，帮助企业规避可能出现
的问题，
提高审批效率。
据悉，今年以来，新区全面落实我省“紫
丁香计划”，全力推进企业上市各项工作，不
断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真心实意地为企业上
市做好服务，特别是出台“助企上市十条”
后，在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的高位推动下，新
区各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形成合力优化企业
服务，推进政策落实，在时间上抢进度，在服
务上提精度，实现了政策的及时兑现，取得
了明显的激励成效。
目前，新区拟上市培育（后备）库已录入
拟上市企业 38 家，并与省金融局形成互动，
将库内企业全部推送至省级后备库。其中，
后备层企业 3 家，已完成股份制改造企业 17
家，在证监局辅导备案企业 3 家，证监会与交
易所在审企业 2 家。

历史建筑里的琉璃时光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韩丽平）记者从哈尔滨市工
信局获悉，1~7 月份，哈尔滨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比
上半年提高了 14.4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14.8%，高于全省工业固
定资产投资增幅 8.9 个百分点，在十五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 6
位。前 7 月，全市开（复）工项目数量增加较多和总投资亿元以
上项目（含亿元）完成投资幅度较大是哈市工业投资高增长的主
因。

下一步，哈市各区县（市）、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推进落实好
“工业项目赋能提质三年攻坚战”工作，抓好项目的投资入统以
及项目的要素协调保障工作，加快省“百大”项目、省“百千万工
程”项目和市重点工业项目及数字经济项目早日开工建设。特
别是针对全市 255 个工业重点项目中，截至 7 月仍然没有开工的
61 个项目做好开复工前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按计划开工建设。
对于年内无法开工的项目，
要按要求及时做好调换和增补。

黑
□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瑞

见证冰城西餐文化

华梅西餐厅

据 了 解 ，今 年 ，哈 尔 滨 市 列 入 市 重 点 的 总 投 资
5000 万元以上工业产业项目共 159 个（含电力等其他
产业项目 26 个），计划投资 140.2 亿元。截至 7 月份，
全市已有 142 个项目实现开（复）工，开（复）工率达
89.3%，累计完成投资 51.1 亿元，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3.2 个百分点。其中，复工项目 89 个，新开工项目 53
个。已完成投资超过 3000 万元的项目共 42 个，比 1~6
月份增加了 13 个，
超过 1 亿元的项目共 9 个。
前 7 月，哈市大项目投资拉动力强劲。1~7 月份全
市工业在建项目中，以正威集团哈尔滨新一代材料技
术产业园项目、黑龙江盛龙实业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
燃料乙醇利旧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科友半导体产业装
备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硅衬
底材料及生产装备项目、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厂区搬迁改造项目为代表的总投资亿元以上项
目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11 个，完成投资占全市工业投
资的 82.1%，同比增长 12%，正向拉动工业投资增幅
10.1%，对工业投资增长贡献率为 68.2%，是工业投资
的主体。

当人
们徜徉在
中央大街
上 时 ，目
光很难不
被华梅西
餐厅那独
特的建筑
风格所吸
引。巴洛
克风格的
浮雕映衬
着带有文
艺复兴特
点的圆弧
窗 ，令 整
个建筑弥
漫着欧式
风情。

华梅西餐厅，
建于 1925 年，
砖混结
构，
折衷主义建筑风格，
该建筑位于中
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内，
对塑造街区风
貌、
保持街区完整有积极作用。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国红摄

全市开展药品化妆品
流通环节专项整治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国红摄

华梅西餐厅用餐的客人。

1925 年，俄国人楚吉尔曼在道里区
西八道街上创建了一家俄式西餐厅，主
要经营俄式西餐茶食小吃。1925 至 1956
年间，餐厅几易主人，1959 年餐厅改制为
国营企业，并迁址到中央大街 112 号，更
名为华梅西餐厅。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
华梅西餐厅多次翻建，并于 1992 年改建
为三层楼。近日，这个极具折衷主义建
筑风格特点的建筑入选哈尔滨市 219 处
历史建筑。
讲究的木质地板、棕红色的皮桌椅、
装饰性的弧形木门……走进华梅西餐
厅，一楼餐厅仍旧保持着上世纪 90 年代
的室内装潢。华梅西餐厅经理刘萍向记
者介绍，餐厅共有三层，且每层建筑风格
各异。
“一楼突出的是现代派欧洲园林式
酒吧风格；二楼则为苏联‘克里姆林宫’
风格；三楼分南北两厅，南厅豪华气派，
北厅优雅安静，体现的是俄罗斯现代风
格。但根据经营需要，餐厅目前只开放
了一、二两层。
”
顺着刘萍的指引，
记者通过弧形楼梯
来到二楼，恍然之间，误以为进入了富丽
堂皇的克里姆林宫，
高高的穹顶雕刻着金
色花纹，一排奢华的枝形吊灯耀眼夺目，

色彩浓郁的俄罗斯油画挂满四壁，
两尊俄
罗斯人物雕塑矗立在二楼餐厅门旁，
在橙
黄的灯光映衬下，
整个餐厅美轮美奂。
据刘萍介绍，为保持建筑原貌，餐厅
自 1997 年内部装潢后，就几乎没有过任
何改动。但房屋经过了近百年，还是很
多地方需要修整。2013年前后，
餐厅的外
墙理石和二楼的罗马柱均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裂痕。在征得中央大街管理处同意
后，
餐厅对室外墙面和室内罗马柱分批进
行了钛合金加固修缮。
“修缮时，
我们都会
注意不破坏原有的结构和外观，尽量把
房子最原本的样子保留下来。
”刘萍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历史建筑
评定标准中，除了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
价值，能够反映一定时期建筑设计风格
外，还有一个标准是要具有历史文化价
值，在行业发展和城市发展史上具有代
表性。
哈尔滨引进西餐的历史已有百余
年，但保留下来的老字号西餐馆只有两
三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华梅西餐厅，它
与上海雅克红房子西餐厅、北京马克西
姆餐厅和天津起士林大饭店并称为中国
四大西餐厅。

作家阿成曾回忆“华梅”最正宗的俄
式菜：黑色的纯燕麦烤面包和自腌的酸
黄瓜；罐焖羊肉、罐焖小牛肉；漂着一层
乳白色奶皮的红菜汤；还有一道是纯俄
式咖啡……
如今，华梅西餐厅仍然保留着被誉
为全国最正宗的俄式菜品。
一位有着十多年餐饮经验的连锁餐
厅负责人告诉记者，当今时代物质丰富，
街道边各种样式的餐厅扎堆开放，食客
们早就解决了吃饱问题，转而有了更高
的精神层面的追求——吃得不仅是美
味，更是心情，是文化味儿、历史味儿。
当前，很多时尚的年轻人都有独立的想
法，他们吃饭也不单单是看味道，更注重
文化底蕴。
在这种大背景下，华梅西餐厅因与
冰城的百年历史一脉相承而凸显出来，
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文化让其成为市民和
游客争相打卡之地。
百年的建筑见证了冰城俄式西餐的
历史发展。今后，在这座充满异域风情
的建筑里，经营者仍将致力于保护其特
有的历史资源，将冰城的西餐文化更好
地传承下去。

新登记市场主体增速高于全省

“放管服”
改革
“放”出新活力
开户登记、银行预约开户等 7 项业务一站式
服务。目前，哈市新开办企业从设立到从事
一般性经营性活动由 2 天缩短到 6 小时，商
试点推行“套餐式”审批，经营者无需办 事制度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
近期，哈市在市场主体场所（经营场所）
理营业执照，只办理综合许可证即可开业；
创新设立哈尔滨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累计 登记领域再次破题，直击企业开办“痛点”，
投资 223 个企业催生新经济新业态……哈尔 放宽住所登记条件，取消了“住改商”利害关
全面实行负面清单及审批承诺制。
滨市把市场主体的痛点难点作为发力点，推 系证明，
为继续降低创业门槛，进一步扩大登记
进“放管服”改革，相继出台放宽市场准入、
鼓励投资兴业等政策措施，为市场主体放权 范围，哈市明确公寓、仓库可以参照住宅登
赋能，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催生新兴市 记为市场主体住所的要求进行登记。市民
场主体数量激增。截至 8 月 31 日，哈市今年 张女士成为受益者之一，日前，她在租用的
开办起自己的互联网公司。
新 登 记 市 场 主 体 10.09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仓库内，
以糕点制售、小食品加工店、熟食店、零
28.28%，增速高于全省平均幅度。
售药店等 4 个业态为试点，哈尔滨市实行套
餐式审批，在“一业一证”改革创新领域再拔
力行简政之道
头筹。试点行业经营者无需办理营业执照
四个业态试点
“一业一证”
以及相关行业许可，只需要办理一个综合许
日前，尚志市民张先生注册文化创意公 可证即可开始经营活动。
司，体验了意想不到的便利。在尚志市政务
加大政策赋能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全程帮办下，张先生一上
午就办完了企业注册所需的全部事项。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而木兰县的陈先生则体验到另一种便
带领产业园运营团队走进国内顶尖孵
利。前不久，他在木兰县政务服务中心完成
企业注销办理后，欣然在政务服务“好差评” 化器学习先进运营理念；利用各项科技计划
评价卡上写下“满意”二字。他表示，
“ 跑一 予以扶持；组织项目投融资路演会对接市场
次”就办完企业注销整件事，
令他意想不到。 化资本……为在科技领域培养壮大市场主
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力行简政之道，让 体，哈尔滨市科技局锚定孵化器在培育科技
市场主体准入退出更便捷。哈市市场监督 企业、科技招商、补链强链等方面功能，将
管理局通过上线“企业开办直通车 2.0”系统，“加速器”和“一体化孵化平台”纳入支持范
为市场主体提供注册登记、印章刻制、税务 围，先后指导哈尔滨创业孵化产业园、北创
发票申领、用工社保登记、医保登记、公积金 时代联合科服汇等 6 家孵化器，共建孵化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韩波 马智博

金，开展联合孵化。
关工作。目前，全市受扶持服务养老企业已
“我们与哈市科技部门联手，集中打造 达 500 余家。
了医工结合孵化器、新一代信息技术孵化器
资金扶持引导
等，已累计孵化技术创新型初创企业 78 家，
在孵企业更是多达 55 家。”哈尔滨创业孵化
增加创业资本供给
产业园负责人常舒宇说。通过哈市科技局
的“雏鹰计划”
“展翅计划”
“技术成果交易补
为助力市场主体发展，哈尔滨市发改委
贴”等多项科技计划，园区内共计 12 家企业 充分发挥创投基金、政府性基金、国家专项
累计获得市科技局的扶持资金 640 万元。同 资金等各类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增加创业
时，在哈市科技局的协力引导对接下，园区 7 投资资本供给。
家企业获得市场化基金投资，累计投资金额
其中，哈尔滨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采取
1500 万元。
参股方式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子基金，鼓励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哈市科技局还建立 子基金投资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节能
起常态化政策宣传培训机制，先后 6 次围绕 环保、信息技术等省市重点发展领域创业企
科技型中小企业优惠政策、评价通过和高企 业。截至目前，已完成设立子基金 22 只，子
认定等进行宣讲。今年以来，哈市第一批次 基金总规模达到 46.6 亿元，累计投资企业
申 报 高 企 数 量 为 625 户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项目）223 个，
投资额 23.55 亿元。
125%，创批次申报历史新高。
此外，充分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
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哈市民政部门也 金支持哈市重点产业领域的在建项目和重
在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中，重点梳理财政、税 大招商项目建设，先后下达 3 批资金计划，已
收、金融、土地等方面的普惠政策，精准对接 为 20 余个项目提供超 10 亿元资金支持。为
目标企业，主动服务，帮办代办项目立项、选 黑龙江省籽鹅种质资源场、黑龙江移动公司
址、报建等前期审批工作。投资超 10 亿元的 “5G+智慧民生”等多个企业投资项目争取近
竹石居综合性大型养老、春华德善养老产业 3 亿元中央资金支持，为项目建设提供了坚
园等项目在民政部门协助下已完成前期相 实的资金保障。

本报讯（朱大治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莉）记者从哈尔
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近期该局在全市开展了为期一个
月的药品化妆品流通环节专项整治“雷霆行动”，全面排查药
化流通领域隐患，切实落实属地责任，严控药化安全事故发
生。
此次整治行动以医院周边、旅游景点、城乡结合部、农村
地带的药品零售企业和化妆品集中交易市场、化妆品经营企
业、使用单位（含美容美发机构、宾馆）为重点检查对象，检查
包 括 非 法 收 售 回 流 药、执 业 药 师 不 在 岗 指 导 消 费 者 合 理 用
药、经营非法添加有害物质化妆品等内容。
据悉，专项整治严格落实监管措施，全面排查风险隐患，
严 厉 打 击 药 品 化 妆 品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共 检 查 药 品 零 售 企 业
3673 家、药品使用单位 523 家、化妆品经营企业 743 家、化妆品
使用单位 546 家、化妆品集中交易市场 1 个，查处违法案件 11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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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城首个
“多站融合”
多功能基站投用
本报讯（张伯宗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艳）近日，位于哈
尔滨市香坊区的 66 千伏公滨变电站内，一座标有“汇聚中心”字
样的多功能基站完成安装调试，预示着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与
中国移动哈尔滨分公司
“多站融合”项目在多站融合边缘计算服
务上实现首次应用。
多功能基站一般建设在市区等人口密集区域的变电站附
近，具有减少大耗能 5G 基站的用电损耗、减少城市占地等优
点。2021 年以来，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与各家电信运营商合
作，充分研讨、探索高寒地区电力资源共享最优模式。据估算，
“多站融合”项目可降低运营商近 60％的时间、资金等综合成
本，也为该项目在高寒地区多点开花提供了典型示范。此外，该
公司还向新华电气等 3 家公司提供了 5G 基站电力管廊租赁服
务，与中国联通哈尔滨分公司合作共建 5G 基站 9 座。累计为相
关客户减少建设成本 160 万元。

2021“火焰蓝”沙场砺精兵

技能比武展风采，沙场角逐砺精兵。9 月 5 日，为期 3 天的
黑龙江省第二届应急救援职业技能大赛暨省森林消防总队
2021 年“火焰蓝”特种救援技能比武在哈尔滨市拉开战幕，来自
6 支代表队的 60 名参赛队员身着特种救援服，在体能与技能的
比拼中，
带来一个个高燃瞬间。
据了解，此次特种救援比武紧贴“两辅”职能使命，围绕基础
技能竞技、
地震救援综合技能、
山岳绳索救援综合技能、
水域救援
综合技能四个课目，
设置了狭小空间破拆等 27 项技能，
激烈角逐
从接近实战的地震救援训练场，延续到野外水域，全面检验队伍
应急救援的实战化水平。
何立新 王红彤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韩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