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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婧 李爱民

记者从哈尔滨市科技局获悉，科技部
近日正式发函，支持哈尔滨建设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而哈尔滨
新区在此次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创
建中，主要肩负着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服务示范区及探索“带土移植”新合作、
推动南北互动新发展方面的重任。

据悉，根据《哈尔滨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方案》（以下简称
《建设方案》），到2025年，哈尔滨试验区人
工智能核心产业将达150亿元，带动人工智
能相关产业突破1000亿元，聚集企业超过
3000家，人工智能成为助推哈尔滨市产业
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为实现这一目标，
《建设方案》明确了七大建设任务，即围绕重
点领域推进多场景应用示范、突破人工智
能前沿研究、强化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跨区域新一代人工智能试验区、开展
人工智能先进政策试验、深化对外科技合
作新模式及探索人工智能社会实验。

在打造跨区域新一代人工智能试验
区方面，哈尔滨新区的任务是建立新一代
人工智能创新服务示范区。根据《建设方
案》，哈市将充分发挥哈尔滨新区、自贸区
等区域叠加的政策优势和体制机制创新
先行先试制度优势，依托深哈产业园 1.53
平方公里核心区先试先行，率先推进“5G
网络＋AI超算中心＋场景应用”的智慧园
区建设。针对寒地无人驾驶技术、寒地智

慧交通、智慧医疗、智能装备、工业互联网
应用等人工智能场景应用，提供中间环境
试验服务，建设人工智能产业中试基地；
建设鲲鹏生态产业基地，包括基于鲲鹏产
业的生态创新中心、合作联盟、孵化中心、
人才培养基地和生态创新示范园区，打造
北方硅谷。

在开展人工智能先进政策试验方面，
哈尔滨新区承担着探索“带土移植”新合

作、推动南北互动新发展的重任。开拓深
圳－哈尔滨的跨越合作，以深哈产业园为

“桥梁”，探索“带土移植”模式，开展跨地
区优势资源共享试验，促进两市之间人
才、技术、成果和产业资源贯通。依托哈
尔滨新区管委会、深哈产业园、哈尔滨工
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打造数据中心和
算法基础服务，以及基于园区5G及人工智
能场景应用，围绕寒地无人驾驶技术、农业

无人化种植、交通、能源、制造工厂等方向，
开展技术研究、标准研制、新产品研发、试验
验证、应用推广等工作，加速人工智能领域
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深入开展校企合作，
形成人工智能应用创新支撑平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哈尔滨市人工智
能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人工智能核心
产业规模超过70亿元，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300亿元，培育了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博实
自动化、安天科技、惠达科技等行业领军
的人工智能企业。而这些领军企业绝大
多数都根植于哈尔滨新区，譬如博实自动
化研发高速重载码垛机器人、炉前特种机
器人等工业机器人，是我国石化、化工后
处理大型智能成套装备的“龙头企业”，在
行业中处于主导地位；安天科技凭借突出
的技术创新能力、数据捕获能力和应急响
应能力，长期为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泰
尔终端实验室等国家权威机构提供强有
力的移动互联网安全支撑，已发展成为全
球顶尖移动智能终端设备安全防护厂商，
领跑世界级移动安全杀毒领域；惠达科技
作为国内农机智能探测领域的先行人，一
直走在行业的前沿。

不仅如此，目前，哈工大智能研究院
有限公司已确定落户哈尔滨新区，未来还
要建设人工智能超算中心。良好的产业
基础，加之本次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试验区建设契机，哈尔滨新区将进一
步吸引一批科技含量高、研发能力强的项
目和企业落户，从而加快人工智能产业集
聚，加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步伐。

抢抓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机遇

哈尔滨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速

哈尔滨新区大数据中心。

本报讯（徐凡 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马智博）记者从哈尔滨市纪委
监委了解到，疫情防控期间，哈市纪
检监察机关把疫情防控监督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上下联动、同向发力，切
实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
作用，推动疫情防控政策措施有效落
实。截至目前，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检查核酸采样点、封控管控小区、
院校、商超等点位 27696个（次），推
动整改医疗废物转运通道设置不合
理、商业门店未及时暂停营业、核酸
采样现场未严格落实“一米线”要求
等问题670个。

日前，哈市纪委监委相关监督检
查室与驻市交通局、市国资委纪检监
察组联合行动，对3个客运场站、5个
公交运营分公司进行了实地检查；哈
尔滨市道里区纪委监委对辖区四个
镇76个操办宴席的礼堂等聚集性活
动场所开展地毯式排查，最大限度防
范人员聚集带来的传播风险……据
了解，疫情发生后，哈尔滨市纪委监
委第一时间印发《关于加强疫情防控
监督工作的紧急通知》，全面部署疫
情防控监督工作。全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紧盯重点场所、关键环节靠前
监督，督促相关地区和部门更加科学
精准、更加全面细致做好各项工作，
推动快速扑灭疫情。同时，将流调溯
源、核酸检测、隔离管控作为遏制疫
情传播的重点，作为监督检查的“必
查项”，确保疫情防控监督盯得紧、跟
得快、查得准。

为进一步压实落细监督责任，以
常态化监督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哈
市纪委监委制定《哈尔滨市纪检监察
机关加强疫情防控监督“七必须”》，
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扛
起疫情防控监督的政治责任，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履职尽责，对快速响应、

靠前指挥、常态监督、保证质效、统筹
协调、精准问责、率先垂范等七个方
面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以“七必须”压
实责任、明确标准、检验担当。

哈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还分别
带队深入道里、南岗、松北等地区和
行业部门，督促提醒各地各部门“一
把手”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担当作为、
靠前指挥，推动“四方责任”有效落
实，快速斩断疫情传播链条。各监督
检查室对18个区县（市）纪委监委和
12个重点派驻纪检监察组进行“点
对点”提示，督促指导疫情防控监督
工作，深挖问题、督促整改、精准问
责，不断提高疫情防控监督精度深
度。针对流调工作精准性细致性不
足、隔离转运工作衔接不顺畅和隔离
场所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哈市纪委监
委跟进监督、跟踪问效、推动整改。
驻市应急局纪检监察组向市应急局
反馈监督发现的问题后，市隔离管控
（外事）组（市应急局牵头）邀请市生
态环境局综合执法大队和专业处理
医疗垃圾的企业代表，在线为隔离场
所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就医疗垃圾和
重点管控垃圾的处置流程和工作规
范详细讲解，指导各隔离宾馆加强管
控，严格执行收集、消毒、存放、收运
的流程，确保隔离宾馆垃圾处理不出
问题。南岗区纪委监委认真梳理全
员核酸检测工作存在的问题，从场地
设置、组织实施、协同联动、应急处
置、提升质效五方面有针对性提出工
作建议，督促完善应急响应机制，有
效提高了全区核酸检测能力。

下一步，哈市纪委监委将紧跟
疫情形势变化，继续采取上下协同、

“室组地”联动、专题监督与全覆盖
检查相结合等方式，持续加大疫情
防控监督检查力度，织密织牢疫情
防控监督网。

推动整改问题670个

织密疫情防控监督网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韩丽平）记者从哈尔滨市大数据中心
获悉，为打造全国大数据中心重要基
地，哈尔滨市大数据中心全力推进市
直部门信息系统上云工作。从年初截
至11月末，哈尔滨市政务云平台已为
全市10家单位提供了多项存储服务及
配套安全服务，圆满完成2021年度市
直部门信息系统上云工作任务。

据了解，2021年经哈尔滨市政
府同意，哈尔滨市大数据中心按照

“服务商建设运营、政府购买服务”的
模式，依托哈尔滨市民大厦数据中心
基础环境，建成哈尔滨市首个市级集
约化政务云资源平台，面向市直部门
提供存储、计算、安全等云资源服
务。哈尔滨市级政务云平台的投用，

将加速推动哈尔滨市政务信息化建
设模式由分散向集约化转变，对于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信息化建设成
本、促进政务信息共享、提升政务服
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分类推进、分步上云的原
则，哈尔滨市大数据中心周密组织开
展 2021年度市直部门信息系统迁移
上云工作。截至 11月末，哈市政务
云平台已为哈市营商局、哈市国资
委、哈市司法局等 10家单位的 53个
政务信息系统提供了 374台虚拟化
服务器、17 台物理服务器、超过
900TB存储服务及配套安全服务，为
哈尔滨市政务基础设施共建共用、信
息系统集约整合、数据资源汇聚共享
打下了坚实基础。

哈市力推市直部门信息系统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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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来，全市市
场监管系统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和上
级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部署
要求，高标准推进各项任务落实。截
至目前，全系统各单位、各部门共下
达抽查任务 689 条，抽取检查对象
2.9万户，已全部实施抽查检查并录
入抽查检查结果，完成率 100％，抽
查计划和检查结果全部公示。

据了解，全系统各单位、各部门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推进“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抽查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明确任务，落实责任。面对“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抽查检查工作时间紧、
任务重，且多项专项整治任务叠加的

困难局面，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等
不利因素影响，强化组织领导，坚持

“一把手”负总责、主管领导全力推
进、牵头部门跟进协调、责任部门具
体落实，形成了高标准站位、高质量
尽责、高效率推进，市、区、县、所联动
的工作运行机制。

各单位、各部门以健全新型监管
机制为主线，深入宣传“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是实现监管效能最大化、监
管成本最优化、对市场主体干扰最小
化，努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有序竞
争环境和放心消费环境的重要举
措。采取张贴宣传海报、印发宣传材
料、登门宣传解读等多种方式，深入
市场主体入户宣传21.4万人次，发放
宣传资料8.6万份。

市场监管系统“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检查任务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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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该局按
照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加强“深哈合
作”有关工作要求，积极学习深圳行
政审批先进经验，切实应用到市场监
管实际工作中，在减少审批环节、优
化审批流程、容缺后补审批、再造审
批流程等方面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
应。

据了解，药品经营企业申请麻醉
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运输证明时，
企业经自查符合许可条件并书面承
诺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审批部
门不再进行现场核查。优化审批流
程方面，对权限内食品生产许可，推
行全流程网上办理、不见面审批。申
请人与受理人利用互联网进行交流、
修改、提报材料。受理人审查通过电

子版材料后，立即转入现场核查环
节，由现场核查人员将企业申请纸质
材料接收，减少企业跑路次数，提高
政府办事效率。

容缺后补审批。企业申请材料
基本齐全、符合法定形式、非关键性
材料缺失或有误，存在不影响法定效
率瑕疵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材料、时限，申请人提交承诺按
期补正材料后，窗口可以预先受理并
作出核准决定。

再造审批流程。将“我要开饮料
厂”等 4个事项列入哈市第一批“一
件事”清单，再造业务流程图、办理表
单、申报材料、服务指南和行政效能
对照表，在市政务服务网冰城E（易）
服圈专栏上线运行。办理时限得到
了缩减、环节上得到了压缩、材料数
量实现了精减，方便企业办事。

对标对表深圳经验

优化行政审批营商环境

绥化

安达

佳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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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哈尔滨绕城高速物流通道

射二：哈黑物流通道

射一：哈大齐物流通道

射五：京哈物流通道

射四：哈牡绥物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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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射三：哈同物流通道
航空出行

实施太平国际机
场扩建工程 规划亚布
力通航机场

哈市将强化国际航空枢纽功
能，通过对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二
期、三期扩建工程，完善现代化航空
港全方位、立体化交通体系，强化基
础设施有力保障，形成辐射东北亚、
连通美欧的国际航空枢纽，东北对
外开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其中，加快建成以东二跑道为
主要内容的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强
化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枢纽功能。
并谋划以西一跑道、T3航站楼及综
合交通换乘中心等为主要建设内容
的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同时，加快推进亚布力通航机
场和哈尔滨通航枢纽机场选址、规
划等前期工作，早日启动建设。

预测到 2030年，哈尔滨机场年
旅客吞吐量 6500万人次，货邮吞吐
量 80 万吨，年飞机起降 48.3 万架
次，哈尔滨国际性航空枢纽作用充
分显现。

铁路线网
规划哈市至绥化、

铁力高铁 研究启动哈
市至肇州铁路

持续推进铁路建设，依托全省
铁路中长期规划中“一横、四纵、一
沿”布局，加快建设东西方向满洲
里—哈尔滨—绥芬河和南北方向
黑河—绥化—哈尔滨—关内两个
发展轴，形成东联西出、南北贯通的
铁路网，形成通边、达海、入关大通
道。

规划建设哈尔滨至绥化至铁力
高铁，解决绥化与哈尔滨 1小时通
达问题；实施哈尔滨至绥化至北安
至龙镇普铁提速改造，加快提升干
线铁路货运保障能力；谋划拉宾铁
路改造，提升电气化率；研究启动哈
尔滨至肇州至大安铁路，覆盖肇州、
肇源；研究谋划哈松、哈吉城际铁
路，适时推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外延道路
启动都市圈环线高速建设

谋划哈尔滨至巴彦、通河高速公路

计划打造“2环 9射 2联”高速公路网。其中“2环”
为绕城高速、都市圈环线；“9射”为绥满（2条）、京哈、哈
同、哈依、机场、吉黑（2条）、哈肇源高速；“2联”为依兴、
铁科高速。

其中，推进建设吉黑高速山河（吉黑省界）至哈尔
滨（永源镇）段和哈尔滨至肇源2条射线新建工程，及京
哈高速射线“四改八”扩容工程。启动都市圈环线（绥
满公路哈尔滨过境段和吉黑高速哈尔滨过境段）、吉黑
高速哈尔滨至明水段、铁科高速铁力至五常段等“一
环、一射、一联”的前期工作。谋划哈尔滨-巴彦-通河
高速公路，形成连接哈尔滨和佳木斯的松花江北侧通
道，延伸京哈走廊。

打造“1环 13射 3纵 11联”国省干线公路。其中“1
环”为哈尔滨经济圈环线；“13射”为哈尔滨至大安、哈
尔滨至肇东、哈尔滨至黑河、哈尔滨至绥化、哈尔滨至
抚远、哈尔滨至北安、哈尔滨至同江、哈尔滨至绥芬河、
哈尔滨至亚布力、哈尔滨至榆树、哈尔滨至五常、哈尔
滨至双城、哈尔滨至松原；“3纵”为绥化至尚志、三合至
莫旗、伊春至牡丹江；“11联”为宾西至双城、双城至太
平、双城至扶余、方正至五常、凤山至兴隆、依兰至桦
南、依兰至七台河、大罗密至林口、山河至雪乡、凤凰山
至蛟河、宏克力至愚公。

其中，提档升级国道 459.6公里、普通省道 737公
里。推动省道哈尔滨至松原公路道里段（哈双路）改
扩建项目，增加市区至机场通道数量。通过市区两
级完善以奖代补机制，解决建设资金，力争完成 2641
公里破损农村公路重建或维修。

城市交通
开通至机场智轨 争取地铁

4、5号线一期建设规划报批

利用既有和规划新建的铁路线路，形成以哈尔
滨主城区为中心，向呼兰、巴彦、尚志、五常、双城、
机场、恒大文旅城和肇东8个客流主廊道为主体，以
延伸线为补充的“八放射”格局。

2021至 2025年，开行哈尔滨至双城、呼兰、五
常、尚志、肇东市域（郊）列车，新建哈尔滨至恒大文
旅城市域（郊）线路，初步形成线网层次清晰、换乘
便捷高效的轨道上的都市圈。2025年至2030年，新
建哈尔滨至兰西、哈尔滨至巴彦铁路，拓展市域
（郊）铁路服务范围，形成辐射性广、覆盖度高的市
域（郊）网络。

建设机场第二通道迎宾路高架工程（省道老机
场路改造），开行智轨，提高临空经济区与主城区通
达性。继续向上争取哈市地铁4、5号线一期建设规
划报批工作，构建起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
为主体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十四五”期间，重点推进建设集国铁、市域（郊）铁
路、城市轨道交通、常规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有效衔接
的哈北站综合交通枢纽。结合平房站综合枢纽建设，
配套建设客运场站，实现多种交通方式“零距离换乘”。

建设由国家物流枢纽、区域物流枢纽和城乡配送网
点构成的物流枢纽体系，以国家物流枢纽为核心，形成

“四枢、多点、一环、五射”的“通道+枢纽+网络”总体空间
布局。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邢汉夫

为全面落实交通强国战略部署，哈尔滨市交通运输
局、自然规划局、发改委等多个部门经过多轮研究和修
改，近日正式印发《关于落实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
要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导未来 15年哈尔滨
铁路、公路、民航以及综合交通网络和枢纽布局的发展，
明确到2025年初步构筑起航空、铁路、公路、枢纽以及城
市内部交通等组成的立体交通网，推动哈市国际性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功能提升。到2035年，高品质综合立体交
通网将全面建成，推动哈市成为全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
口和对俄罗斯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中心枢纽。

推进机场扩建、开通至机场智轨、争取地铁新线报批……

未来15年哈尔滨立体交通网

物流枢纽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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