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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新区暨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
政务服务大厅”，仅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新
大厅具备了自贸试验区的服务功能。在探
访中，记者也发现新大厅里开设了“对俄窗
口”“哈欧班列窗口”“金融政策咨询”等自贸
特色窗口，可以为办理出口相关特色业务的
企业实现专窗一站式高效办理。

据介绍，“对俄窗口”可以为所有在自
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注册的俄罗斯企业提
供中、俄文双语注册材料及文本。还可以
为不同情况、更多种类的俄罗斯企业提供
标准化流程，比如俄罗斯股东或法人的大
使馆各类证明样本，并为新注册俄罗斯企
业提供俄罗斯企业在自贸试验区运营的俄
罗斯国际侨联双创基地市侨联注册地址，
协助指导俄罗斯企业的股东、法人办理在
华居留权及签证。

“金融政策咨询”窗口则是由大厅联合
哈尔滨银行对俄服务中心为俄罗斯企业办
理开户及卢布汇兑业务直通车。“哈欧班列
窗口”是与哈俄国际班列有限公司合作，为

俄罗斯企业提供全俄及全中国双向货物运
输及咨询业务，及通关双向代理。窗口还
与自贸区商务局对俄处合作，第一时间介
入为企业享受自贸区优惠政策提供服务及
签订合同。并与市侨联侨创联盟合作为企
业提供涉外法律援助及财务记账服务。并
协助俄罗斯企业投资人办理涉外医保，子
女入托就学，使俄罗斯投资人获得全方位
的安全服务，从而安心在哈尔滨创业投资。

特色窗口 专业服务 功能更完善

从址的搬迁到质的跃升
探访哈尔滨新区暨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政务服务大厅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婧 李爱民 在新大厅里，一层到二层都有自助区，
这里摆放着自助填单台、便民自助复印打
印机、商事登记自助打照机、便民自助照相
亭、发票申领自助终端、排队叫号机等智能
化服务设备，让每一个办事人员感到更便
捷，体验更舒适。

1月 14日来新大厅的第一位办事人员
姜庆慧就享受到了智能化服务的便利。她
告诉记者，她是一名执业律师，想要办理律
师执业机构变更业务，当天在办理过程中
发现自己未携带证件照片，在大厅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通过自助照相设备完成了照
片拍摄，避免了再次往返，当天就顺利完成
审批。

在一楼的 24小时自助区，记者发现这
里不仅有一系列智能设备，还有一排类似

“蜂巢”的智能文件柜。“原大厅企业和群众

只能在工作时间来办理业务，现在非办公时
间，群众也可以进行查询及申请等业务，提
高群众办事便利度。”新区行政审批局工作
人员朱岩告诉记者，“申办人通过自助填单
台填写完申报材料后，智能文件柜会自动打
开，申办人可将纸质材料放到柜中。工作人
员上班后会第一时间开柜取材料。而且，该
文件柜还具有‘蜂巢’功能，针对不想邮寄还
不能在办公时间取证照的申办人，大厅工作
人员会将已打好的证照放置柜中，然后将取
证码发给申办人，这样申办人可随时凭码到

‘蜂巢’取证。”
便利、高效，新大厅从多角度实现。据

介绍，新区行政审批局审批人员 100%下到
大厅办公，他们与窗口受理人员仅一柜之
隔，实现“转身间”为办事者解决窗口受理
人员也不能立即解决的问题。

智能自助 24小时办理 服务更高效

扫码了解
哈尔滨新区推
动高质量发展
系列政策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薛
婧 李爱民）日前，一场卫星产业成果交
流展正在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
举行，来自哈尔滨新区的 11家卫星领
域重点企业集中亮相，充分展示了新区
企业在卫星制造、卫星发射、卫星测控
及卫星地面应用领域的综合实力。

据悉，多年来，依托哈尔滨工业大
学等科研院所和相关领军企业在航天
卫星领域的科教及产业优势，哈尔滨新
区积极布局卫星制造应用全产业链条，
全力打造我省卫星产业核心集聚区，目
前已汇聚起30余家航天卫星领域相关
企业，在航天航空材料、卫星通信设备、
卫星遥感及导航等领域形成企业集聚，
具备了承担国家重大专项、重大项目的
能力。

手握 3个星座 87颗卫星的研制任
务，正洽谈 4个星座 113颗卫星研制任
务，哈尔滨工大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完成
企业化改制后一年即在商业卫星领域
异军突起，目前正全力冲刺一季度交付

20颗星；依托哈尔滨工业大学卫星激
光通信团队，哈工大卫星激光通信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卫星激光通信终
端、激光链路系统及空间光网网络系统
的自主突破和成果转化，激光通信终端
产品水平和生产能力已达到国际领先；
依托航天科技集团在卫星资源、卫星应
用技术领域优势，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
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遥感、导航、
通信卫星资源的整合，形成了“天—
空—地”立体化数据服务产品体系，相
继支持或参与完成了六个省级卫星规
划……30余家航天卫星领域相关企业
各有千秋，并在新区形成了清晰的航天
卫星产业链图谱。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新区将重点
推动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材料、卫星
应用技术设备制造、北斗导航、遥感及
测绘地理信息等技术产业化，培育壮大
商业航天、3D打印、通用航空等新兴产
业，打造基于卫星应用‘卫星+’，北斗
导航‘北斗+’，飞机研发制造‘航空+’

的‘空天经济’产业生态圈。”哈尔滨新
区招商集团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
余智告诉记者，为强化卫星产业顶层设
计，哈尔滨新区联合哈工大专业技术力
量，共同编制了《哈尔滨新区卫星产业
园区发展规划（2020—2025）》。

根据该《规划》，新区将推进以卫
星制造以及卫星通信、导航、遥感应用
为核心的卫星产业发展，建立卫星及
地面设备制造、应用运营、系统集成及
信息综合服务应用产业链，打造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卫星产业基础，形成从
卫星研发、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体
系。《规划》明确了新区将重点发展卫
星制造、卫星应用、卫星载荷、配套软
件以及卫星周边产业，并确定了各个
方向的重点任务。预计到 2025年，新
区可新增 30 家以上具备一定规模的
卫星制造和卫星应用企业，建设 15个
以上示范效应明显、可复制可推广的
重点行业应用项目，力争累计实现卫
星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100 亿元，争取

带动 1000亿元以上产业规模，逐步形
成上游卫星制造与下游卫星应用的研
发、生产、测试、销售、运营、服务为一
体的卫星产业格局。

新区在卫星产业的一系列动作，
更加坚定了相关企业的发展信心。

“新区这些年引进的卫星企业不管是
体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都非常有竞
争力，通过搞成果交流展等活动可以
推动上下游企业更加深入了解，形成
技术产品的融合，从而衍生出来系统
级的产品，组团争取更大体量、更高
水平的项目。”哈尔滨新光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曲波说，卫星
应用产业是国家战略性高技术产业，
具有附加值高、带动性强、知识技术
密集等特征，而雄厚的科研实力、较
强的产业集群、完善的配套等条件是
支持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相信
在多年形成的良好基础上，新区卫星
产业能够实现加速发展，成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布局卫星制造应用全产业链条 打造我省卫星产业核心集聚区

哈尔滨新区
加速培育 动能星星

日前，哈尔滨
新区暨自贸试验区哈尔

滨片区政务服务大厅正式
启动。这个经过近一年筹备
而启用的新大厅与旧大厅有何
不同？是否仅仅是空间上的
迁移？带着这些问题，记者
走进新大厅，进行了实地
探访。

步入新大厅一层，各种现代化、智
能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宽敞舒适的等
待区、简洁明了的引导牌、功能多样的
自助终端设备，让前来办事的群众倍
感舒心。

据悉，新大厅面积约 2300平方
米，较旧大厅面积翻了一番多。大厅
综合窗口由原来28个增设至37个，分
别为商事登记综合窗口、社会事务综合
窗口、建审综合窗口等类别，可办理全
区各类行政许可事项。这一规模的扩
大，对于近三年来商事登记、社会事务、
投资建设办件量年均分别以 57%、
175%、54%增长率递增的新区行政审批
局来说，可谓意义重大。

宽畅舒适是新大厅给人的直观
感觉，全新的服务理念，则是新大厅
的内涵。

在大厅一层一个综合窗口前，一
名办事人员正在与窗口工作人员交谈
着。记者注意到，办事人员面前也有
一个显示屏，在两人的一问一答间，屏
幕上显示的信息不断更改。

“审批事项太专业了，政务网上
虽然有申报指南，但实际操作起来
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往往填错。本
以为到大厅工作人员会口头指导填
改，没想到他们竟能亲自上手帮着修
改，这个做法太亲民了。”该名办事人
员感慨道。

“我们在旧大厅实现了一次性告

知，工作人员会将申报事项一一圈注
并告知如何填写，然而申办人回去组
织材料时，仍会出现‘忘记’‘搞不清’
的现象，很难实现‘跑一次’。”哈尔滨
新区行政审批局局长刘惟乔告诉记
者，为解决这一问题，新大厅装修时，
在窗口安装了双屏显示系统，实现双
屏办公，申办人只要带着电子版材料
到大厅，工作人员就可以帮助申办人
填写及修改申报信息，从而彻底解决
了申办人重复往返的问题。

“可以说，与硬件同步升级的是大
厅的服务理念。”刘惟乔说，在帮着办、
全程代办的基础上，为让审批更简单、
更接地气，新大厅新上线了综合受理
系统，该系统实现了从收件、受理、审
核到审批的全流程材料标准化，让申
请人、受理人、审批人三方清晰知道自
己该干啥。

据介绍，综合受理系统的基础是
新区审批局自主开发的 SOP标准化
示范受理流程。从2020年9月，该局
所有审批组开始梳理，经过近一年的
反复梳理及提炼，最终形成了SOP标
准化示范受理流程，实现了审批由繁
入简，清晰解释了审批各环节应具备
的事项，譬如，绝大多数指南中会提
到“相关证明”，但并未明确具体都是
啥，而SOP则清晰将这一清单一一列
出。目前，已实现了所有高频事项全
覆盖。

面积扩容 理念更新 服务更亲民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婧 李爱民

2022年春节临近，哈尔滨新区内已有了浓浓的年味儿，区内
各大景区景点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还备好了丰富的旅游
大餐，价格也有诸多优惠，同时提示游客前往之前先要预约。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第二十三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以“冬奥之光 闪耀世界”为
主题，园区内，北京冬奥会会徽、吉祥物、奥运五环等冬奥元素以
冰雪景观形式呈现，冬奥氛围满满。哈尔滨市民可享受 118元
特惠价。

地点：松北区松北大道（地铁2号线直达）

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

第三十四届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以“冬奥之光 梦幻雪博”
为主题，园区分为七大区：福禄迎宾区、奥运竞技区、雪雕博览
区、国际雪马区、雪域游乐区、雪堡商业区、江上活动区。哈尔滨
市民可享受108元（仅限周一）特惠价。

地点：太阳岛风景区内（地铁2号线直达）

哈尔滨极地公园

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升级的海豚秀、白鲸秀、海狮海象
表演、鳐鱼秀、水舞秀、淘学企鹅情景剧，还将增加新春主题
迎宾秀表演。初一至初六的中午 12：30，哈尔滨极地公园的

“淘学企鹅”小分队将在极地广场与游客见面。同时，大年初
一到初六，所有属虎的游客，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购买极地
馆（2 期）标准票，均可以享受两人同行一人免单的超优惠价
格。

地点：太阳岛风景区内（地铁2号线直达）

融创雪世界

全球超大室内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 5℃，8条不同坡度雪
道，精心打造雪上悠波球、雪上自行车、雪圈、雪地足球等游玩区
域。春节惠民活动：登录冰雪小程序，春节专享“70元中级道”
立减券；线上直播，266元双人票初级道；366元三人票中级道。

地点：松北区世茂大道99-1号

波塞冬旅游度假区

1月26日~2月7日期间，沙滩水世界+海底世界双馆特惠套
票 238元。春节期间（1月 31日~2月 6日）开展属虎免费游双馆
活动，活动人群为虎年出生以身份证及户口簿上日期为准，活动
期间每个身份证及户口簿仅可参与一次活动，双馆营业时间9：
30至16：00。

地点：哈尔滨新区汇江路153号

枫叶温泉

在室内温泉区，有 38个温泉泡池，构建了超过 6000平方米
的养生中心。1月29~2月27日期间，将举办“五福临门·枫叶温
泉沐春福”活动。温泉区中庭设有新春福气墙，2月 1日~2月 6
日，福气墙供客人抽取红包（温泉门票、现金及代金券）。大年初
二设有高空气球雨，现场设有萌宠巡游有小朋友互动，发放糖
果，于温泉区中庭定时空投放数百个彩色气球，气球内放置有温
泉门票、绒毛玩具等多重好礼。

地点：松北区智谷三街5555号

哈尔滨世界欢乐城

在哈尔滨世界欢乐城内有 128 栋欧式建筑，不出国门，
世界尽收眼底。今冬，这里还设有免费公益冰场，游客可以
在此尽情玩雪圈、打雪爬犁、抽冰尜、滑冰等，体验冰雪乐
趣。

地点：松北区学院路大学城核心区域（地铁2号线直达）

春节游新区
打卡
攻略

市民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玩冰滑梯。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澍摄

企鹅巡游。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婧 李爱民摄

市民在哈尔滨世界欢乐城公益冰场游玩。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婧 李爱民摄

双屏办公。

市民在一层大厅办理业务市民在一层大厅办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