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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

《黑龙江省创意设计产业发展
专项规划（2022-2030年）》 本报3月31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闫紫谦）省政府出台的《黑龙江
省创意设计产业发展专项规划（2022—
2030年）》（以下简称《专项规划》）是黑
龙江省首个专门针对创意设计产业发
展的规划文件，备受业界关注。3月 31
日，在省政府举行的发布会上，省委宣
传部常务副部长谭宇宏就我省创意设

计产业发展方向、重点考虑内容和下步
如何推动落实等情况回答记者提问。

谭宇宏说，《专项规划》的研究制定
始终坚持用战略思维定位创意设计产
业发展，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内部整合
资源要素，外部融合实体经济，构建多
要素联动、多主体合作、多领域协同的

综合创新生态体系，提高创意设计质量
水平，发挥引领作用，加快形成经济社
会发展新动能，发展创新型经济，重塑
竞争新优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龙江提供强有力支撑。

目前，我省已经组建创意设计产
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
宣传、工信、财政、文旅等部门，加强

对全省创意设计产业发展的组织领
导和统筹协调，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
进中。各市（地）、各相关部门按照
《专项规划》和《政策措施》进一步细
化责任分工，建立工作机制，落实任
务举措，研究制定配套文件，建设创
新友好型制度环境，推动创意设计产
业发展。

打造竞争新优势 形成发展新动能

本报3月31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孙铭阳）3月31日，省政府举办《黑
龙江省创意设计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2022—2030年）》和《黑龙江省支持创意
设计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解读新闻发
布会。省工信厅副厅长王学峰就我省将
采取哪些措施推进工业设计、将对我省推
动工业振兴发挥怎样的作用答记者问。

王学峰说，刚刚出台的《专项规划》
中提出要重点发展工业设计，推动“龙
江制造”向“龙江设计”转变，为我省工
业设计发展指明了方向。面向“十四
五”，省工信厅将以创意设计产业发展
专项规划为引领、以政策措施为支撑，

把工业设计作为创新驱动的重要内容
来抓，大力实施工业设计赋能行动，做
优“设计+”产业链，探索“数字+创意”
新模式，推动工业设计产业赋能产业转
型升级，赋能工业振兴发展。

王学峰表示，要重点做到“五个发
力”：一是在提升认知上发力，邀请国内知
名设计专家举办规划及政策专项解读。
二是在扩大辐射上发力，聚焦千企开展工
业设计服务。三是在壮大骨干上发力，培
育一批工业设计企业。四是在促进成果
转化上发力，深化工业设计与传统制造业
融合。五是在提升服务能力上发力，开展
省级工业设计研究院创建工作。

让工业设计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3月31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
体记者李淅 刘欣）3月31日，在省政府举
行的《黑龙江省创意设计产业发展专项规
划（2022—2030年）》和《黑龙江省支持创
意设计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解读新闻
发布会上，省文旅厅副厅长何大为回答了
记者提问。

何大为介绍，《政策措施》覆盖全、措
施实、力度大，奖补政策标准普遍达到或
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含金量”十足。

在扶持市场主体方面，对初创企业、
骨干企业、引进企业均有不同形式的奖补
政策。例如《政策措施》中对新设立创意
设计企业，按一定投入额度比例，给予最
高 100万元补助，申请固定资产贷款 100
万元以上的，给予最高 100万元/年的全
额贷款贴息，贴息期限可达3年。这条政
策使小微创意设计企业更早享受到政策
红利，在政策力度上具有突破性。再如，
对引进的国内外知名创意设计机构区域
总部和设计大师工作室，分别给予最高
200万元、100万元奖励，并鼓励各市地向
引进企业提供至少3年的免费办公用房。

在完善公共服务方面，全力扶持产业
平台建设，对省级公共服务平台最高补助
500万元、省级文化创意中心奖励 100万
元、省级和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分别奖励
100万元和 200万元、省级和国家级工业
设计研究院分别最高补助 1000 万元和
2000万元，以免房租或提供房租补贴等
方式支持创意设计孵化空间、产业园区建
设发展，这些扶持措施对于调动各类市场
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将发挥决
定性作用。

何大为介绍，为充分激发市场需求、培
育多元支撑力量，《政策措施》将创意设计
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企业
购买创意设计服务可最高奖补50万元，将
举办省级创意设计大赛、工业设计大赛等
赛事活动，单项奖励金额高达100万元，对
在我省举办的国际国内知名创意设计大
赛、论坛交流、展览展示等活动最高补助
500万元。这一系列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政
策“组合拳”，将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吸引
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参与创意设计产业，共
同推动我省创意设计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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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社会风尚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1.建设创意设计核心区
2.打造创意设计协同区
3.形成创意设计辐射区

●加快赋能重点领域
1.特色产业
绿色食品
冰雪运动休闲产品
工艺美术
陶瓷
2.传统产业
高端装备
服装服饰
家居用品
3.新兴产业
生物医药
动漫及短视频
云展演

●发展创意设计服务
1.完善产业生态链
工业设计
时尚设计
平面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2.培育优质多元市场主体
3.扩大市场需求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1.建设创意设计发展中心
2.发展公共创意设计服务平台
建设创意设计工具平台
建设创意设计数据平台
建设创意设计交易平台
建设创意设计品牌推广平台
3.培育文化创意中心
4.建设工业设计中心
5.培育创建工业设计研究院
6.办好展会活动
7.深化交流合作

●构建综合创新生态
1.坚持文化引领
2.强化科技支撑
3.创新金融服务
4.加强人才保障

一是加强统筹谋划，优化产业结构布局
在空间布局上，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规划“一核两翼，三区承接”创意设

计产业空间布局，即创建哈尔滨“设计之都”，打造哈—大—齐、哈—牡—佳
两条区域创意设计产业廊道，建设创意设计核心区、协同区和辐射区，构建
重点突破、梯次成长、有序衔接的发展格局，发挥外溢效应，形成以哈尔滨
为中心的创意设计产业带。

二是实施“创意设计+”战略，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按照“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明确通过创意设计赋能绿

色食品、冰雪运动休闲产品、工艺美术、陶瓷、高端装备、服装服饰、家居用
品、生物医药、动漫及短视频、云展演等10个重点领域。

通过一系列举措，推动创意设计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支撑实体
经济转型发展，逐步构建创意设计与相关产业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融合
的良好发展格局。

三是供需两端共同发力，培育创意设计产业
完善产业生态链、培育优质多元市场主体、扩大市场需求。
重点发展工业设计、时尚设计、平面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充分运

用绿色、低碳、协同、系统、生态等设计理念和手段，延伸“设计+”产业链，
构建多领域、全方位的新型设计体系。

实施城乡标识系统提升行动计划、龙江特色产品品牌提升行动计划，
进一步刺激创意设计市场需求。

四是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搭建产业发展平台
建设创意设计发展中心、发展公共创意设计服务平台、培育文化创意

中心、建设工业设计中心、培育创建工业设计研究院、办好展会活动、深化
交流合作。

打造设计工具平台、设计数据平台、设计交易平台、品牌推广平台等四
类公共设计服务平台。

建设文化创意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工业设计研究院。
办好“一周一展”，即中俄·哈尔滨创意设计周、深哈国际设计双年展。

五是推动多要素联动，构建综合创新生态
坚持文化引领、强化科技支撑、创新金融服务、加强人才保障。
发挥文化元素和价值理念对创意设计创新发展的特殊作用，深入挖掘

优秀文化的创意设计元素，用文化提升品牌价值。
加强人才保障，重点鼓励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在我省创新创业，实施青

年创意设计人才创新创业孵化工程。

推动龙江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龙江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

哈尔滨银行发布2021年度业绩

业务经营保持稳健“三驾马车”成效初显
信贷投放回归本土 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或“公司”，股份代号：6138.HK）发布哈尔滨银行及所属子公司（“集团”）截至2021年12
月31日止十二个月（“报告期”）之经审计年度业绩。

2021年，哈尔滨银行在广大股东的大力支持、董事会的战略指引和监事会的有力监督下，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贯彻落实监管要
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工作主题，以“六稳六进”工作目标为引领，坚持“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发展质效持续优化，业务经营保持
稳健，公司金融、零售金融、对俄金融“三驾马车”转型发展初显成效，实现新三年战略规划的良好开局。

截至2021年12月31日，集团资产总额为人民币6,450.46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464.426亿元，增幅7.8%；客户贷款及垫款总
额为人民币2,943.59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37.920亿元，增幅4.9%；客户存款总额为人民币5,017.512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人民
币 324.712 亿元，增幅 6.9%；不良贷款率为 2.88%，较上年末降低 0.09 个百分点，上市以来首次出现积极向下的拐点；拨备覆盖率
162.45%，较上年末增加29.19个百分点，资产质量维持稳定，风险抵补能力有所增强。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3.987亿元，较上年降低人
民币3.971亿元，降幅49.9%。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28%、11.33%、12.54%。哈银租赁、哈银消金
及32家村镇银行资产总额分别为人民币248.21亿元、136.58亿元及264.57亿元，均保持稳健发展势头。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主动引导信贷资金向本土倾斜

2021年，面对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及
市场变化，哈尔滨银行紧密跟随国家大
政方针及监管机构政策指引与导向，以

“回归本源、聚焦重点、优化结构、创新发
展”为主要目标，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
局，引导信贷投放回归本土，切实提升服
务实体经济质效。

公司金融方面，报告期内，哈尔滨
银行配合地方政府加大对城市基建、
资源型城市转型和供水供热等民生建
设项目的支持力度，主动引导信贷资
金向黑龙江省内倾斜，加大对省市国
企融资支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百
大项目”、黑龙江省重点项目、哈尔滨
市重点产业项目清单等系列政策措施
执行落地，支持黑龙江省属七大产业
集团发展。同时，加大各行业各类型
企业的信贷投放，强化对民营企业、小
微企业的金融支持。2021 年，投放黑
龙江省公司类贷款人民币 225.79亿元，
新增国企投放人民币 113.47亿元；黑龙
江省内公司贷款增速为 12.43%，高于
黑龙江省外地区 19.59 个百分点，黑龙
江省内贷款增量位居全省金融机构第
二位，哈尔滨市贷款增量位居全市金
融机构前列。

报告期内，哈尔滨银行加强对哈尔
滨新区重点项目金融服务，向新区信贷
投放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220亿元。先后
与哈尔滨新区管理委员会、哈尔滨市平
房区人民政府、哈尔滨综合保税区管理
委员会、哈尔滨松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哈尔滨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主体签署合作协议。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哈尔滨银行的公司类贷款总额为
人民币 1,615.986亿元，较年初增长人民
币 30.468 亿元，占全部贷款总额的
54.9%。

普惠金融方面，哈尔滨银行加快数
字化建设，将大数据、云计算、AI等数字
化技术与传统金融服务深度结合，实现
在线线下一体化发展，提升客户获取能
力、风险控制能力以及产品创新等能力，
促进服务智能、高效、普惠。就小微企业
金融业务而言，哈尔滨银行聚焦客群定
位与市场拓展，为小微客户提供集“专业

团队、专属方案、专门通道”于一体的全
方位金融服务，积极布局在线化服务管
道，有效提升客户端、业务流程端运营服
务效能。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小企
业法人贷款余额为人民币 640.256亿元，
较上年末上升8.6%。

惠农金融服务方面，哈尔滨银行立
足乡村振兴发展大局，建立高效“三农”
金融服务体系，有效满足多样化多层次
金融需求，助力农业现代化转型及新农
村建设。聚焦国家重点支持领域，创新
推出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类贷款产品，
升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内容，制定
特色种养殖客群专属服务策略，提供全
周期全场景服务，引入农业大数据实现

“全客群－全线上”的智慧农贷模式，高
效满足大宗粮食、“两牛一猪”畜禽、特
色经济作物、黑土地保护与高标准农田
建设等各类涉农普惠客群融资需求，持
续深化巩固县域地区经济“增长极”。
同时，将巩固脱贫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
有机结合，制定出台针对性工作方案，
持续做好过渡期金融帮扶工作，在由中
国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开展的金融机
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中评定为“优
秀”，荣获第十九届中国财经风云榜

“2021 年度乡村振兴责任银行”奖。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涉农贷款余额为
人民币 328.150 亿元，农户贷款业务余
额人民币 150.024 亿元，业务服务范围
已覆盖黑龙江省 11个地市、6大农垦管
局的绝大多数农垦农村市场以及省外

成都、重庆、沈阳、天津、大连地区的部
分农村。

重点特色业务发展良好
中俄跨境金融业务能力持续提升

哈尔滨银行坚定不移地继续探索对
俄金融领域的创新发展，巩固对俄金融
业务特色优势，对俄跨境业务各项指标
均实现突破，国际结算量超人民币200亿
元，条线资产投放近人民币 100亿元，表
内外资产余额合计达人民币75亿元。

报告期内，哈尔滨银行以直接参与
者 身 份 接 入 人 民 币 跨 境 支 付 系 统
（CIPS），成为境内第三家接入该系统的
城商行。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有12
家俄罗斯银行通过其间参CIPS系统，系
统处理业务金额超过人民币 47.5亿元，
并荣获2021年度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市
场拓展先进参与者、人民币跨境支付清
算机构服务先进参与者两项奖项，成为
在俄罗斯市场发展推广跨境人民币业务
及CIPS系统的主要力量。同时，为优化
跨境清结算服务，全面上线 SWIFT GPI
服务，可实现跨境汇款业务中资金交易
费用全透明、汇款状态全流程可追踪、可
追溯，汇款信息完整传递等功能，大幅提
升跨境汇款效率和信息透明度。

报告期内，哈尔滨银行围绕黑龙江
自贸区发展规划，聚焦对俄金融产品创
新，推出了“俄速汇”对俄特色结算产品、
代客卢布外汇买卖特色汇率避险产品，

在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业务、对俄外商
投资及跨境直接投资、中资美元债等重
点业务领域实现了创新突破。同时，与
重点涉俄央企国企、民营龙头企业、综合
保税区开放合作平台战略合作不断加
强，“跨境商行+跨境投行”融资模式不断
完善升级。此外，积极为同业及柜台客
户提供卢布优质报价，在银行间外汇市
场卢布做市交易中，本年度再次获得最
优报价比率领先排名；积极为境内外银
行建立人民币及卢布代理账户，推动中
俄本币结算发展。

聚焦零售客户多元化金融需求
各项业务稳健发展

2021年，哈尔滨银行聚焦零售客户
多元化金融需求，深化客群服务能力提
升，大力推动大零售转型。通过搭建多
渠道增值服务体系，探索全新大数据营
销服务模式，推动零售客群的长远获客
与黏性提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拥
有零售存款客户1,399.61万户，较去年同
期增长 34.44万户，增幅 2.52%。个人金
融资产（本外币合计）超过人民币30万元
的零售客户数达到 33.46万户，较去年同
期增长2.94万户，增幅9.63%。

零售存款方面，截至2021年12月31
日，哈尔滨银行零售存款本外币合计总
额为人民币 3,109.154亿元，较上年末增
加人民币 315.840亿元，增幅为 11.3%；零
售存款本外币合计平均结余为人民币 2,

953.618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人民币
337.601 亿元，增幅为 12.9%。根据中国
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统计，报告期
末公司哈尔滨市地区人民币零售存款余
额在当地市场份额为18.6%，连续四年保
持零售存款增量位列当地市场前列。

零售贷款方面，截至2021年12月31
日，哈尔滨银行个人贷款余额为人民币
1,327.501亿元，同比增长 10.5%，占全行
贷款总额的45.1%。其中，小企业自然人
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农户贷款余额分别
为人民币 381.016 亿元、人民币 796.461
亿元及人民币 150.024亿元，分别占全行
个人贷款总额的28.7%、60.0%及11.3%。

报告期内，银行卡业务稳健发展，财
富管理服务再上新台阶。新增信用卡发
卡 30.94万张，较上年同期新增发卡数量
增长 48.2%；信用卡资产余额为人民币
161.5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7.7%。新增
借记卡发卡36.20万张，2021年末累计发
行借记卡数量较上年末增长 2.11%。此
外，哈尔滨银行财富管理业务以提升客
户家庭财富管理价值为核心，在线销售
渠道及金融场景不断拓宽，产品体系不
断丰富。报告期内累计实现理财、基金、
保险等个人财富产品销售额为人民币
961.95亿元。

加快推进新技术应用和推广
科技服务能力稳步提升

2021年，哈尔滨银行紧密围绕集团

战略发展目标，加快推进新技术应用和
推广工作，各类重要信息系统运行平稳，
科技治理、科技支撑、科技服务能力均稳
步提升。

报告期内，哈尔滨银行持续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业务连续性支撑能
力，完成两地三中心的整体性建设工
作，重要信息系统同城应用级灾备覆盖
率为 100%。同时，持续提升 IT 治理与
资源调配服务能力，将 IT 治理工作划
分为项目管理、信息安全等 9 大类 175
个领域，有重点分步骤予以细化落实；
以优化信息项目建设管理、加强数据安
全管理为主要目标，共计新增或修订了
38 项制度与细则，明确了管理目标与
技术规范，有效控制数据安全与科技风
险。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金融科技赋
能，目前已具备核心系统、手机银行、
中间业务等 116类 164套主要业务系统
的自主研发能力，全面支撑和保障了业
务运营与转型需求。同时，持续优化调
整应用系统整体架构，较大幅度降低了
应用系统建设成本，进一步提高了应用
系统的可靠性。此外，推动信息安全防
护体系建设，建立了完善的信息系统生
命周期安全管理机制，为信息技术风险
防范和数据安全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
障。

展望未来

2022 年是“十四五”规划推进实施
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也是哈尔滨银
行高质量发展的攻坚之年。新旧动能
转换加快，新业态、新结构和新增长点
有望持续蓄势聚力，加之货币政策调
控稳健偏松，有助于银行降低负债端
成本，区域与城乡协调发展等国家战
略深入推进，养老、教育、卫生健康等
民生领域的统筹加强，银行亦将获得
新的业务及利润增长点。由此，哈尔
滨银行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以完善内控机制为保
障，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
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为广大
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为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到2030年，创意设计企业营业收入力争达到
200亿元，成为黑龙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形成
具有中国特色和龙江风格的创意设计流派，黑龙江
成为东北亚创意设计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