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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哈尔滨市香坊区首个“夜经济”项目
“动力星野”在乐松广场正式启动，旨在打造以
“夜购”“夜游”“夜品”“夜娱”“夜赏”为主的夜间
消费场景，多种业态叠加聚变，实现夜间经济消
费圈繁荣。

吴昌林 本报记者 刘莉摄

本报讯（记者韩丽平）降低补助门槛、提高
补助上限、加大扶持比重……近日，哈尔滨市
工信局印发《哈尔滨市支持制造业扩大投资扶
持计划实施细则》（简称《实施细则》），大力支
持在建入统的制造业技改项目和域外招商引
资项目，为哈尔滨加快打造“先进制造之都”目
标提供了政策引导。

据了解，近三年来受疫情影响，哈市制造
业投资连续下滑，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投资意愿
低迷，2021年以来哈市技术改造投资大幅下

降，最低点时同比下降46.1%。2022年哈尔滨
市第十五次党代会确定了未来五年的奋斗目
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将哈尔滨市打造成

“先进制造之都”。为实现这一目标，有效应对
疫情对制造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引导和提振企
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投资信心以及吸引更多的
企业来哈投资兴业，哈市出台了支持制造业扩
大投资的相关政策措施。

《实施细则》提出，对 2022年在建并入统
的制造业技改项目（含企业为升级而进行的软

件、检测、智能化集成、研发、平台建设等投
入），且年度入统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含）
以上的，按其年度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6%，给
予最高不超过2500万元补助。针对域外招商
引资项目，对 2022年新开工并入统 2000万元
（含）以上的先进制造业重大项目，按照“一项
目一策”给予跟踪支持，分段予以资金奖励。

企业申报时，需提交当年项目完成的固定
资产投资数据、入统数据情况表及相关的票
据、企业保证申报材料真实性及自愿承担违诺

责任的承诺书、绩效目标申报表等材料。与国
家、省和市其他政策相比较，本次企业申报时
减少了有关费用，用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3
张数据表及一个承诺顶替了项目申请报告，减
少了10个以上要件，减轻了企业申报负担。

对此，哈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比
以往的政策，《实施细则》首次将企业为升级而
进行的软件、检测、智能化集成、研发、平台建
设等投入的资金也列入支持范围，同时将扶持
比例由以往补贴5%，提高到6%。

《哈尔滨市支持制造业扩大投资扶持计划实施细则》出台

最高补助2500万元！鼓励制造业登高望远

□文/摄 王艺凝
本报记者 薛婧
见习记者 董广硕
7月 18日，记者在哈尔滨

新区金融中心项目施工现场
看到，四座高大的主体建筑均
已封顶，项目中心位置的钢结
构造型也初具雏形。几座塔
吊有序运送着钢筋、砖料等建
材，工人们手不停歇，争分夺
秒抢工期。

据了解，哈尔滨新区金融
中心项目是省重点项目，位于
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
科技一街、创新一路、科技广
场、创新路的合围区域内，总
占地面积 5.17万平方米，投资
约 17.5亿元，是哈尔滨新区国
际金融商务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

该项目主建筑为四栋金
融办公楼；裙房设计为三层，
包括对外商业、步行街商业、
健身用房、对外美食一条街、
员工食堂、地下停车位、地下
金库等配套设施。

“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耽
误了不少时间，现在采取‘三
班倒’24小时施工，已经抢回
绝大部分工期。我们将在保
证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的情
况下抢抓施工黄金期，力争年
底前按期完成建设任务。”该
项目执行经理邱华裔向记者
介绍说。

据悉，哈尔滨新区金融中
心项目建成后，将规划引入银
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以及大型
商业街、金融企业总部等，从而
提升哈尔滨新区国际金融商务
区的集聚功能，打造立足黑龙
江、面向东北、辐射全国的高标
准、高水平金融产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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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爱民）在日前举行的“黑龙
江省北疆文化艺术奖”——全省舞蹈比赛中，哈
尔滨芭蕾舞团从全省优秀专业舞者的同台竞技
中脱颖而出，一举摘获单、双、三人舞组三个表
演奖一等奖，群舞组二等奖的荣誉奖项。

“黑龙江省北疆文化艺术奖”是省委省政府
批准设立的省级专业艺术奖项，由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包含声乐、器乐、新剧目、地方戏曲、
小戏小品、舞蹈、曲杂木皮七个子项赛事。日
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在省歌舞剧院有限公司音
乐厅隆重举办“黑龙江省北疆文化艺术奖”——
全省舞蹈比赛。来自全省各级专业院团、艺术
院校、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等 460余名从事舞
蹈表演的专业人员报名本次比赛。

比赛期间，参赛演员面临着残酷而苛刻的
“淘汰机制”，需要完成两轮、两种作品比赛，且
预赛和决赛不能是同一作品，这意味着演员们
必须有更为充足的准备，在每一轮比赛中都发
挥出最佳状态。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之下，哈尔
滨芭蕾舞团的演员们凭借高超的实力和水准，
收获了荣誉奖项的大满贯，证明了哈尔滨芭蕾
舞团的不俗实力。

哈尔滨芭蕾舞团
收获荣誉奖项大满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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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餐厨垃圾去哪了去哪了？？

500500

□文/摄 本报记者 蔡韬 刘瑞

盛夏的哈尔滨，清风送爽，色香味俱佳的特色美食吸引着各地游客。随着市民和游客在外就餐频次增加，冰城各大
饭店每日产生的餐厨垃圾量也迎来高峰。目前，哈尔滨的五个城区餐厨垃圾集中处理能力500吨/日，餐厨垃圾是如何
收集的？资源化利用率是多少？最终又去了哪里？带着问题，记者近日进行了走访。

15日 9时，一辆餐厨垃圾
专用收运车准时停靠在南岗区
长江路的一家火锅店门口。垃
圾收运员和饭店工作人员将垃
圾桶推到餐厨垃圾收运车旁，
垃圾收运车自动“抓住”垃圾桶
边缘，将它高高举起，升至顶端
的入口处，再将垃圾桶翻转，桶
里的垃圾就被收进垃圾车的

“大肚”内。
该饭店负责人孙先生告诉

记者，自2012年饭店开业以来，
每天产生的餐厨垃圾量一直较
大。“过去让一些私营企业收
走，不卫生也不放心。2018年，
我们与哈尔滨天人瑞合公司签
订了餐厨垃圾收运协议，公司
为我们配备了两个专用的餐厨
垃圾桶，每天定时专车转运，既
省事儿又环保。”孙先生说。

据了解，2017年9月，作为
全国首批 33 个试点城市项目
之一，哈尔滨市餐厨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项目通
过国家试点验收正式投入运
行。该项目采用特许经营方式
由哈尔滨天人瑞合生物质能源
有限公司运营，负责对道里、南
岗、道外、香坊、平房五个城区
的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和无害
化处理。截至目前，该项目累
计收运处理餐厨垃圾 25 万余
吨。

“目前，五个城区餐厨垃圾
日收运量在 220 吨左右，配餐
企业和学校占 50%，餐饮企业
占50%。”哈尔滨天人瑞合生物
质能源有限公司收运经理叶世
博介绍称，公司统筹优化 38条
固定收运线路，投入 38辆餐厨
垃圾收运车和 56 人的收运队
伍，每日采用定点、定时和巡回
流动相结合方法，对五城区
2131家餐饮企业、单位食堂等
进行全天候收运，确保餐厨垃
圾日产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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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城区每日220吨餐厨垃圾去哪了？
15日 10时 30分，记者在位于香坊区的

哈尔滨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
处理项目现场看到，刚返回的 10余台餐厨
垃圾收运车依次进入预处理单元，在工作人
员的指引下车辆将餐厨垃圾卸到浆化机中，
随之餐厨垃圾被刀盘破碎制浆……

“预处理单元将餐厨垃圾进行有机物和
油脂分离，与一般生活垃圾相比，餐厨垃圾
内含有水分，还有其他垃圾，因此分选程序
非常复杂。”公司总经理张秀明介绍。

据了解，餐厨垃圾处理过程共分为预处

理单元、厌氧单元、沼渣脱水单元、沼气净化
单元等。预处理单元将餐厨垃圾进行有机
质和油脂分离，分离出的有机质进入厌氧发
酵罐产生沼气，沼气经净化脱硫后进入燃气
锅炉产生蒸汽供生产使用，剩余部分沼气则
用于厂区发电。

“通过专业的垃圾处理设备，让餐厨垃
圾变废为宝，提取的油脂最终加工成工业级
混合油，出售给有资质的企业进一步加工制
成生物柴油、航空燃油等原料。真正做到餐
厨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利用。”张秀
明说。

“吃”进垃圾“吐”出宝

记者从哈尔滨市城管局了解到，目前，
五个城区餐饮单位大概有5000余家，其中，
2131家餐饮单位与哈尔滨天人瑞合生物质
能源有限公司签订收运协议，占比约 43%。
那么剩下的57%的餐厨垃圾去哪儿了呢？

16日，记者走访了哈市一些小餐馆。记
者在南岗区上夹树街一家烧烤店了解到，他
家的餐厨垃圾都是直接投放在街边的垃圾
桶，然后混在生活垃圾中被清理走，这些垃
圾没有人找他们回收。而在道里区康安路
附近，一家米线店老板告诉记者，“之前特许
经营企业联系过我们，餐厨垃圾定点收集时
需要拉着垃圾桶走到两条街外的固定点
位。由于店内每日产生的餐厨垃圾量不大，
觉得这样做有点麻烦，就没与之签协议。”

据了解，2019年 10月 1日，哈尔滨市施
行了《哈尔滨市城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
法》。内容包括：餐厨垃圾与其他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单独储存；所有餐饮行业的
餐厨垃圾全部进行统一回收、运输、处理。
《办法》中第十六条规定：餐厨废弃物产生
单位未按规定处理餐厨废弃物，或者将餐

厨废弃物排入公共排水设施、湖泊、河道、
公共厕所和其他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中的，
将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处以5000元以
上5万元以下罚款。当记者询问上述餐饮商
户是否接受过相应处罚时，两家饭店经营者
均表示未收到过相关部门的处罚通知。

在走访时，南岗区红旗大街一小区居
民王女士向记者反映，小区外一家餐馆经
常将餐厨垃圾扔到居民区内的垃圾桶中，
一到夏天，满地流油，垃圾桶附近就围绕大
量蝇虫，给小区环境带来极大影响。“就这
个问题我们向物业与居委会投诉多次，一
直没有解决。”王女士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哈
市依旧存在餐饮单位私自处理餐厨垃圾现
象。有业内人士认为，餐厨垃圾集中处理
在国内推进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南方已经
有很多成功经验和完善的监管举措，目前
哈市餐饮商户的分类和配合意识相对还很
滞后，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力度，建立完善
的餐厨垃圾收运体系，更重要的是加强宣
传和相关法规的严格执行。

餐企陋习需改变 收运体系待完善

油脂储存设备。

餐厨垃圾处理中餐厨垃圾处理中。。

餐厨垃圾收运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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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邢汉夫）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
局获悉，7月 20日~22日，哈尔滨市将完成公办
小学录取确认工作，并陆续发放公办小学入学
告知信息。8月 2日~5日将完成公办初中录取
确认（含完成小学升对口初中学生信息导入和
补充），并陆续发放公办初中入学告知信息。8
月 27日、28日，哈尔滨全市新生统一分班和抽
签确认班主任及任课教师。

据悉，哈市所有小学、初中继续采用“两先、
一抽、不调”的办法分班。继续通过电脑随机方
式均衡分班，继续通过抽签方式确定班主任和
任课教师组合。班级和教师组合一经确定，不
得调换。小学、初中标准班额分别不超过 45
人、50人。原则上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不超过
2000 人、九年一贯制学校在校生不超过 2500
人。区、县（市）教育局要加强对学龄人口变化
的预测分析，从生源规模实际出发，及时新建、
扩建、改建学校，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刚性学位需
求的供给。小学、初中起始年级必须按照国家
规定班额标准编班，严禁出现新的超标准班额、
大班额。要通过建立学校联盟、集团化办学、控
制起始年级班级数和招生数等措施，确保按时
限消除大校额。

7月20日~22日
哈市将完成

公办小学录取确认

本报讯（记者刘艳）近日，黑龙江冰雪之冠
旅游联盟 2022年冰雪季旅游发展座谈会在哈
尔滨市召开。

座谈会以“贡献新力量 续写新篇章”为主
题，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举办，旨
在形成联盟合力，共同走出疫情对冰雪旅游业
影响的阴霾，抓住 2023年冰雪旅游黄金季，为
整体推进龙江冰雪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风景区等 8家
联盟成员单位以及哈尔滨文化旅游集团、牡丹
江镜泊湖旅游集团、漠河市人民政府、东北虎林
园、扎龙自然保护区 5家特邀嘉宾单位代表齐
聚一堂。与会代表表示，要团结更多的景区、景
点和旅行社，不断做大做强黑龙江冰雪之冠旅
游联盟，共同打造更多旅游精品线路；要通过强
有力的宣传推介，着重介绍黑龙江独特的地域
优势、气候条件和人文风情，让游客充分领略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要抢抓“后冬奥”时
代发展机遇，整合冰雪资源、布局冰雪产业、壮
大冰雪经济，拓展“冰天雪地”向“金山银山”的
转化路径，为龙江振兴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业界共话
冰雪旅游如何更牛

项目全景项目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