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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赋能产业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近日，
哈尔滨市政府办公厅出台《哈尔滨市“创意设计之
都”建设发展规划（2022—2030 年）》。
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部分建筑改造效果图。

发展目标

产业布局

到 2025 年，创意设计产业总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大幅
提高，基本形成创意设计与相关产业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融合
发展态势，基本建成全省创意设计核心区，力争创建成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到 2030 年，创意设
计驱动形成的城市原创能力、品牌实力、产业动力、人文魅
力、创新活力大幅跃升，基本确立东北亚创意设计创新
中心地位，
“ 创意设计之都”成为哈尔滨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标志。

按照区块联动、点面结合、集聚发展、产城融合原则，形成广
泛覆盖、重点突出、布局合理、多点集聚、富有活力的大哈尔滨创
意设计产业生态圈，构建“一廊居中、四核驱动、区县（市）协同”
的创意设计产业发展布局。

一廊居中
建设松江两岸创意设计产业走廊
借助松花江天然廊道，以道里区、道外区和松北区（哈尔滨
新区）沿江走廊地带为重点，分别打造道里文创与时尚设计产业
带、松北冰雪与数字创意设计产业带、道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
创意组团等“两带一组团”，以时尚设计、文创设计、数字设计为
重点，赋能冰雪经济、数字经济、文化旅游、时尚消费，打造以创
意设计驱动的松江两岸历史风貌长廊、时尚文创长廊、浪漫冰雪
长廊、数字科技长廊。

以 南 岗
区为重点，建
设创意设计
原创输出核
心区

四核驱动
以平房区为
重 点 ，建 设 创 意
设计融合发展核
心区

以 松 北 区
（哈尔滨新区）为
重 点 ，建 设 创 意
设计高端要素核
心区

以香坊区
为重点，建设创
意设计双碳赋
能核心区

区县（市）协同
实现点线面集聚，构建创意设计核心产
业矩阵，共建大哈尔滨创意设计综合产业生
态圈。
1.主城区以设计产业化为重点，构建点线面分布的创意设
计核心产业矩阵
南岗、道里、道外、香坊、平房、松北（哈尔滨新区）等六大
主城区，做大做强创意设计核心产业集群，形成创意设计园
区、创意设计街区、创意设计功能区、创意设计体验区、创意设
计双创基地的交叉分布、融合分布。
2.周边区县（市）以产业设计化为重点，畅通空间闭环
周边区县（市）依托特色产业、特色文化，承载主城区创意
设计服务的辐射与赋能，形成全市创意设计产业发展的外围
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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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哈尔滨
创意无限
做强设计产业市场主体
提升“创意设计之都”竞争力
壮大设计产业规模，
发展六大设计集群
——工业设计产业集群
实现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零的突破，积
极创建省级工业设计中心，重点发展航天与
装备工业设计、多觉体验及感性工学设计、
特殊空间人机及作业环境设计、机电人机交
互方法与界面设计、船舶工程设计、电子元
器件设计、半导体设计、新能源工艺设计、
3D 打印设计等特色工业设计细分门类。
——建筑设计产业集群
发展寒地建筑设计、装配式建筑设计、
超低能耗建筑设计等特色建筑设计门类，推
广全专业协同的绿色集成设计模式，努力实
现从传统建筑设计逐步转向绿色低碳设计。
——生态与环境设计产业集群
重点发展以寒地环境工程规划设计、寒
地林产工业规划设计、寒地农业规划设计、
北方风景园林设计、河湖湿地污染修复设
计、黑土保护与修复规划设计为特色的生态
与环境设计产业集群，形成集勘察、设计、规
划、咨询、科研、项目管理于一体的生态设计
产业链。

——时尚设计产业集群
以道里群力商圈、中央大街街区、中华
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哈西商圈综合商务片
区、哈尔滨新区商圈为重点，围绕冰雪服饰、
时尚配饰、珠宝穿戴、生活家居，打造衣、食、
住、行、用全场景时尚设计产业链条。
——文创与艺术设计产业集群
重点发展策划咨询、文学创作、音乐创
作、文娱设计、平面设计、手工艺设计等文创
与艺术设计产业门类，构建覆盖出版、影视、
动漫、演艺、游戏及其他衍生品全链条的特色
IP 体系，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创
意机构，创建以冰雪文化、龙江非遗文化、中
俄文化交流为主题的省级文化创意中心。
——数字媒体与广告设计产业集群
以深哈产业园、
松北科技创新城为重点，
发展数字交互设计产业，
提高智能交互设计、
软
件设计、
数字动态设计能力。以平房动漫基地
为重点，
开展数字内容生产创作。以哈尔滨国
家广告产业园为重点，
形成品牌策划、品牌包
装、
营销推广、
展览展示等产业综合链条。

时装表演。

拓宽设计产业赋能领域
提高“创意设计之都”贡献力
1.主动赋能城市核心特色，以创意设计助推冰雪经济，实现
“创意设计之都”与
“冰雪文化之都”联动发展
以创意设计赋能全市冰雪体育、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
游四大冰雪产业。
2.主动赋能城市特色产业，实现“创意设计之都”与“先进制
造之都”
“绿色农业之都”联动发展，并全面融入全市“4＋4”现代
产业新体系
发展
“设计＋先进制造”
，打造先进制造创意设计价值链
发展
“设计＋现代农业”
，打造现代农业创意设计价值链
发展
“设计＋绿色食品”
，打造绿色食品创意设计价值链
发展
“设计＋生物医药”
，打造生物医药创意设计价值链
发展
“设计＋特色文旅”
，打造特色文旅创意设计价值链
发展
“设计＋商务会展”
，打造商务会展创意设计价值链
3.主动赋能城市综合发展，提高城市魅力品质、幸福指数和
国际影响力
赋能城市创新，
全面激活城市创新发展动能
赋能城市建设，
改造提升城乡综合空间环境
赋能城市文明，
大力提高城乡居民幸福指数
赋能城市开放，
全面活跃城市对外合作交流

强化设计产业特色，
形成哈埠设计流派
——推动形成冰雪文化设计流派
巩固提升冰雪景观设计、冰雪装饰设
计、冰雪手工艺设计、冰雪美术创作等创意
设计和艺术创作的优势特色；积极拓展冰雪
主题服饰设计、冰雪主题时尚设计、冰雪主
题珠宝首饰设计、冰雪主题家居设计、冰雪
主题文创设计、冰雪动漫影视及短视频创作
等创意设计领域。
——推动形成寒地都市设计流派
以寒地城市规划设计、寒地建筑设计、

寒地景观设计、寒地工程设计、寒地生态设
计、寒地农业设计、寒地园林园艺设计为重
点，促进形成顶尖级、独占性的设计优势。
——推动形成中俄跨文化设计流派
推动中俄跨文化设计理念风格的研究
与实践，以音乐创作、美术创作、影视创作、
文创设计等艺术创作和创意设计为重点，培
育具有中俄跨文化创作视野和美学观点的
艺术家、设计师群体，并推出代表性创意设
计作品。

提升设计产业品质，
发展高端市场主体
——发展创意设计领军企业
坚持“外引内育”，通过落户奖、经营贡
献、人才奖励等措施，积极引入全球工程设
计 150 强、世界建筑设计公司 100 强、全国设
计 服 务 业 500 强 等 国 际 国 内 知 名 设 计 机
构。在供需对接、人才服务、科技服务、用地
保障、成果奖励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促进
本土创意设计企业发展壮大。
——发展设计企业总部经济
在松北区（哈尔滨新区）深哈产业园，
打造万米“创意设计产业大厦”，作为省市

创意设计产业总部基地，引入洛可可、橙色
云、猪八戒等全国性设计数字平台的线下
运营基地。
——发展专精特新创意设计企业
瞄准国内创意设计产业的空白领域、薄
弱环节，立足自身发展基础和特色优势，发
展各类专精特新创意设计企业，占据创意设
计产业价值链高端，努力跻身国内同类设计
第一梯队，培育一批创意设计“小巨人”企
业，形成独特竞争优势，强化哈尔滨创意设
计特色。

激发设计产业活力，
推动设计创新创业
鼓励创意设计中小企业发展，激励创意设计领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优化创意设
计孵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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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设计主题展会活动
扩大“创意设计之都”影响力
1.举办国际性创意设计综合展会活动
举办中俄·哈尔滨创意设计周
举办深哈国际设计双年展
举办中国·哈尔滨
“创意设计之都”
发展论坛
2.举办各类专业性创意设计展会活动
举办中国（深圳）国际工业大展哈尔滨分会场
举办哈尔滨工业设计展会
巩固提升哈尔滨国际时装周
巩固提升世界时尚设计师大会
举办哈尔滨数字创意产业高端论坛
3.举办创意设计供需对接、产业促进、
交流展览活动
举办全市创意设计产业供求对接会
举办哈尔滨市创意设计赋能产业经验交流大会
开展全市大学生文化创意大赛、艺术设计大赛、广告设计
大赛、数字设计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