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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戴小民 记者李民峰 刘楠）增加贷款，
奖！敢贷、愿贷，奖！全国首创金融产品，奖！近日，
《大庆市金融支持稳经济促发展若干激励措施》（以
下简称《措施》）正式出台。《措施》以真金白银奖励的
方式，激励全市银行机构创新信贷产品、加大贷款投
放力度，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对年度增量存贷比超过 100%，同时年度贷款余
额增量在全市排名、本系统全省排名（省内其他地市
无分支机构的，以本系统全国排名为准）均为前三名
的市内银行机构，每家给予 100万元奖励。

2022年 6月 1日至 2023年 1月 31日期间，大庆
市内银行机构“双稳基金”担保贷款超过 2020年度
的，每新增投放 1亿元，给予 10万元奖励。对年度实
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两增”目标的市内银行机
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上一年度每增加 1
亿元，给予 5万元奖励。对为大庆市符合条件的个
人和小微企业提供无抵押且贷款人不承担担保费的
创业担保贷款支持的市内银行机构，每新增此贷款
0.1亿元，给予 2万元奖励。对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成
效突出的经办银行、担保机构等单位，落实创业担保
贷款奖励补助政策。2022年 6月 1日至 2023年 1月
31日期间，使用市级贷款周转金或其他周转金使企
业成功续贷的，对续贷的市内银行机构，每新增续贷
0.5亿元，给予 1万元奖励。上述奖励每家银行机构
累计最高 100万元。

鼓励银行机构结合大庆实际开展金融创新。对
在庆首创落地全国先行先试金融产品，并取得显著
成效的银行机构，给予 50万元奖励；对成功向上争
取省内尚未开办的新型信贷业务和服务办理权限，
并取得显著成效的银行机构，给予 30万元奖励。

银行机构服务
实体经济

本报讯（路久宽 记者姚建平）近年来，齐齐哈尔
市富拉尔基经济开发区在打造特色载体、推动大企
业转型升级、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上，用改革的思
路、创新的模式，依托现有产业基础，重构特色载体
创新体系和公共服务机制，探索出一条大中小企业
融通发展的新路径。

富拉尔基经济开发区坚持破除束缚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系列改革，实行首
席服务官制度，一对一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一系列相
关问题，全流程跟进项目落地。近年来，共解决项目
建设及企业生产涉及的电力、燃气、设备升级改造、
企业注册审批等事项百余项，累计孵化企业 60 余
户，形成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局面。

同时，利用燕山大学研究生实训基地，建立产、学、
研合作共赢机制。自实训基地成立以来，已累计引进
实训研究生、本科生 347人，培育出“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 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 17家，形成

“政-产-学-研-资-用”互动发展的孵新模式。
富拉尔基区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企业有很多，在

今年全市实施产业链供应链三年行动中，开发区充
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强化协作配套体系，催生
产业集群。此外，富拉尔基经济开发区大力发展绿
色食品、现代医药、现代物流产业集群，聚集了北大
仓等全国知名品牌，形成了产业集群化发展良好态
势。

构建企业融通
发展新路径

本报讯（记者董新英）在近日举办的 2022年中国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绥化市按照“展示我省数字、生物、
冰雪、创意设计、文旅、中医药等产业特色优势”要求，积
极组织黑龙江新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兰西艺美挂钱
有限责任公司和黑龙江雪灵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3户企
业参展，突出展示绥化市在生物经济、文化贸易、中医药
产业等方面的成绩。

此次展会，以黑龙江新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代
表，重点展示了绥化市玉米生物发酵产业发展成果，展出
淀粉糖、缬氨酸、核苷酸、呈味核苷酸二钠、维生素 B12、
辅酶Q10等近 20种产品。特制的“玉米树”招商展板，吸
睛无数。这棵“树”对宣传推介绥化市“图谱”+“家谱”的
招商理念，不断谋划延长玉米生物发酵产业链条，助力我
省生物经济做大做强提供了直观展示。

此次参展扩宽了绥化市企业“服务全球”的视野，为
企业搭建了国际经贸交流平台，为绥化市服务贸易发展
拓宽渠道。

绥化市特色产业
“服贸会”吸睛

绥化市展示特色产业产品。
图片由绥化市委宣传部提供

富拉尔基区委主要领导深入企业现场解决问
题。 本报记者 姚建平摄

破壁涅槃
“经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等多方多轮的研

究讨论，认为哈轴集团只有通过破产重整才
能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问题。”哈尔滨工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铭山回
忆，2019年 6月 25日，哈尔滨市政府常务会
研究通过了哈轴集团实施破产重整的决议；
并由哈尔滨市国资委印发了《关于同意哈尔
滨轴承集团公司实施破产重整的批复》，原
则同意哈尔滨轴承集团公司等三家公司实
施破产重整。

从国有企业走向民营企业，需要解决的
问题很多。

2020年 8月 1日，哈轴破产重整遗留问
题处理服务中心在管理人和工投集团的领
导下正式启动工作。

刘铭山说，在落实职工待遇、保证职工
基本生活的同时，也积极开展退休职工社
会化管理等工作，先后完成了 10335名退休
职工人事档案整理和移交社区工作及近
1700名退休党员党组织关系与社区对接工

作，开展了近 2 万名职工内部股权收购工
作。

回忆起那段日子，刘铭山说：“我们十分
理解职工的想法和诉求，为了更好地解决大
家的问题，尤其是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把
手机号公布出去，直接与大家对话，最多的
时候一天接了 169个电话。”

“黑龙江的老制造品牌不能丢！”秉承着
这样的初衷，在看到哈轴集团发布的战略投
资人招募公告时，北京建龙重工集团董事
长、总裁张志祥义无反顾地迅速派出团队提
交申请，与哈轴集团破产重整管理人进行接
洽、考察，反复讨论重整方案……

随着一项项工作顺利推进，建龙集团的
方案获得了管理人、债权人、政府等各方面
的认可，两家企业的手终于牵到了一起。

根据《重整计划（草案）》，建龙集团预计
将投资 10.4亿元，用于新哈轴集团的基础建
设、设备升级、技术改造等以及匹配相应足
量的资金。

新哈轴集团将着力打造“专精特新”的
轴承企业，形成以江北生产区为核心的轴承
产业基地，并带动周边形成产业集群。

“换羽”新生
2021年 7月，与那个夏天同样火热的是

一场从松花江江南到江北的大搬迁，新生的
建龙哈尔滨轴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建龙哈轴”），带着积攒了 70多年的家底，
浩浩荡荡搬往新厂区。

回忆起整个搬迁过程，建龙哈轴总经理
薛坤朋说，我们搬迁设备近800余台、物资200
万余件，出动人力 3万余人次。为了不影响生
产任务，搬迁与生产并行，充分利用设备空档
期分批次实施搬迁，仅用 60天就恢复了正常
生产运行，实现了搬迁、生产的有序衔接。

于佳伟经历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搬迁。
作为建龙哈轴锻车热分厂的一名车工，他在
哈轴工作已经有 21个年头了。“哈轴的大搬
迁让我们有了新家，这是我理想中的工厂模
样，公司为我们车工引进了 40台 T5型沈阳
数控车床，这种车床切削力大，加工精度高，
行程时间短，干起活来又快又好，相信在不
久以后，大家将会看到车工自动化生产线，
那时的车工将会成为一支工业现代化队
伍。”于佳伟说。

自重整以来，建龙哈轴通过开展全面预
算工作，引入产、供、销检讨机制，优化产品
结构，到 2021 年 3 月，仅通过 8 个月时间就
实现了扭亏为盈，结束了连续 20 多年的亏
损。目前，月均销量达到 619 万套，月均销
售收入提升率达到 188.11%。

如今的建龙哈轴，按下了高质量发展的
“快进键”，恰如张志祥所说，暴雨过后就是
阳光。全新的建龙哈轴正凭借自身产品结
构升级和经营方式调整，进一步发挥黑龙江
省内行业企业龙头作用，努力成为国内轴承
行业企业面向世界的“新名片”，并恢复哈尔
滨“中国轴承之都”的美誉。

锁定锁定““专精特新专精特新””
哈轴哈轴换羽换羽重生重生

□文/摄 本报记者 孙铭阳

历史悠久的哈尔滨轴承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哈轴集团”）曾是我国轴承行业的三面旗帜之一，其产品覆盖汽车、机床机电、冶金矿
山、石油化工、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行业。其配套开发的各类航空航天轴承达2000多种规格，特别是曾为“神舟”五号、“神舟”六号载人
飞船和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提供了几十种配套轴承。

这个1950年成立的老厂，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后，2019年却陷入了其发展史上的“至暗时刻”。受资产总量过大、销售规模
过小、产品结构老化、生产设备陈旧、人力资源匮乏等问题的影响，哈轴集团连年亏损，结构性矛盾突出。

半成品展示。

建龙哈轴新厂区建龙哈轴新厂区。。

□文/摄
见习记者 仲一鸣

“我们企业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团
队。”新力光电工程师宋晓
鑫自豪地说。

哈尔滨新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是一个年产值 8000 余万元的企业，

他们与航弹研究院、哈飞集团、703所、中
航三院等大型国企科研院所开展战略合
作，自 2015年开始连续被认定为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正如宋晓鑫所讲的那样，殊荣
是新力光电的技术团队努力“拼”来的。

成立近十年来，新力光电在专、精、新上发
力，在蓝宝石生长炉领域以及 3D玻璃热弯机领
域位列国内领先地位，为建成、东安、703所、奥
瑞德等提供产品服务，并提供对其设备进行维
护、改造等配套服务。

转型迎春天

2013 年，哈尔滨新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成
立，凭借在当时国内领先且独有的蓝宝石晶体生
长炉技术，企业生产实现“开门红”。然而两年之
后，企业进入了低谷。

2015 年，企业向外寻找出路，公司管理层、
工程师走遍全国参加博览会，开阔眼界的同时
寻找商机。度过最初艰难的迷茫期后，他们成
功地找到了转型的出路。凭借热弯机这一技

术，新力光电再次跻身全国技术领先队
列。这其中，研发团队的努力和付出不
可或缺。

“2015年到 2016年，团队全员都是
住在公司的，那一年多时间，我
们的加班费赶上基本工资了。”

宋晓鑫说：“从 2015 年到
2018 年，（仅机型）就

更新了 8个版本。”
然而努力的成果很快就面临挑战，热弯机市

场迅速饱和。“当时我们去深圳参加一个展览，发
现了很多同类型的产品，跟我们的都很像。”宋晓
鑫回忆道：“企业 2015年年产大概在 600台左右，
但是市场突然饱和后，最难的 2018年只卖出了 3
台。”

企业再次面临转型。恰在此时，2018年，省工
信厅向新力光电抛出了橄榄枝，以此为契机，凭借
扎实的技术底蕴，企业正式迈入航空航天技术领
域，开启了发展新篇章。

废铁炼“真金”

在新力光电公司，有着一个平均年龄 30岁
的设计团队，就是这样一个团队，支撑起了一个
年产值 8000万元的“专精特新”企业。

“现在的团队成员大部分都是 2015年加入
公司的，当时都很年轻，有一些是刚毕业的大学
生，基本都是从新手培养到能够独当一面的。”新
力光电在培养人才方面非常注重投入，从员工待
遇到企业福利，各方面给予关怀。除了这些，新
力光电还有“绝招”——“公司给我们充足的经
费，而且允许我们犯错，甚至允许我们重复犯
错。”作为团队的一员，宋晓鑫说，这都源于公司
对年轻技术人员的“包容”。

一支科研团队曾负责过一个“一次性”的零
件项目，因为材料的特殊，仅成本就在 80万元左
右，但因为团队的设计不合适，这个项目直接报
废了。“成品直接卖废铁了。”宋晓鑫摊着手说，

“当然项目也报废了。当时给公司造成了非常大
的损失。”

“废铁”被一批批地处理，团队也逐渐磨合成
型，底蕴不断增加，技术也不断进步。

敢拼赢未来

为了吸取经验教训，也为了节省成本，团队
组成了“互审小组”，互相检查设计中的问题，如

果被发现错误，就要请对方吃一支冰激凌。
新力光电总经理徐雳是哈尔滨理工大学的一
位教授，其行事作风也颇有“学术派”风格。
他和员工们的关系，与其说是上下级，不如说
是互相包容的师生。“互审”冰激凌从“巧乐
兹”吃到“梦龙”，团队作品的难度越来越高，
取得的成果也越来越好。

技术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实践才能出
真知，正是这种敢于试错、勇于犯错、舍得改
错的精神，造就了如今新力光电走在全国前
沿的技术水平。

从 2020 年的 4070 万元产值到 2021 年
8000万元产值，现在，新力光电凭借在蓝宝石
晶体炉、热弯机以及航空航天等方面的领先技
术、敢拼敢闯的团队精神和扎实稳进的技术底
蕴，在时代浪潮中逐步站稳脚跟、奋发前进。

新力光电

硬核团队
拼出前沿技术

维护设备维护设备。。

车间一角车间一角。。

车床作业车床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