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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韩丽平）稳住房地产市场、全力
扩大工业生产、适时调整消费券投入领域和补贴
方式……近日，哈尔滨召开全市经济稳增长冲刺
40天工作推进会议，在岁末年尾、决胜全年的关
键时刻，面对疫情防控严峻复杂形势，哈市提出要
想出思路“破题”、找出办法“破冰”、拿出措施“破
局”，全力完成好余下40天的年度工作任务，坚决
打好打赢稳经济大盘攻坚战。

哈尔滨决战决胜40天是一场实打实的硬仗，
为此要稳住房地产市场，刺激需求端，扶持供给
端，研究落实好国家金融 16条房地产政策，进一
步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为房企纾困解难，
全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要全力扩大工业生
产，深入摸排、包联跟进，确保国家和省市惠企纾
困一揽子政策直达市场主体，主动帮助企业排忧
解难，努力将落下的工业生产指标抢回来。

同时，哈市还要千方百计扩投资，紧盯400个
省市重点项目，梳理在库项目，全面摸排、深入挖
潜，确保应统尽统、颗粒归仓。要加快专项债支出
进度，多措并举提高专项债支出比例，确保尽快完
成支出，实现全部清零。要全力推动消费复苏，适
时调整消费券投入领域和补贴方式，深入开展“扫
街”行动，迅速谋划和启动一批冬季旅游创新产
品、重点项目、节庆活动，加速市场回暖、促进消费
恢复。要抓好农业生产，抓住年末“两节”临近的
食品类消费旺季，积极推动粮食销售、蔬菜和畜牧
生产，确保完成年度目标。

此外，哈市还要加快招商项目落地，锚定全年
招商目标，加快签约项目落地、落地项目开工、开
工项目投产进程，充分利用太阳岛年会、潮商大会
等商贸合作平台高效推动签约一批项目，梳理全
市可用于招商引资的市场、资源机会清单谋划储
备一批项目，为哈市产业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为确保上下一心决战决胜40天，哈市政府班
子成员要包保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第一时间深入
企业，遇到问题立即办、马上办，巩固现有的市场
主体和形成招商引资增量。各区（县）市、各部门
要有扛指标、抓入统的意识，全力推进入统新措
施、新路径，确保颗粒归仓。

冲刺40天
稳经济保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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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城发布

项目建设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刘瑞）为深入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哈尔滨市要率先建设现代化城市”工
作要求，加快实现哈尔滨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提
出的“宜居幸福之都”未来愿景，近日，《哈尔滨
市打造“宜居幸福之都”实施方案（2022~2026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出台。《实施方案》
提出，哈市将着力提高就业收入水平、提升城
市功能品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增进民生福
祉、塑造特色文化内涵、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
打造富足、舒适、绿色、和谐、文明、平安的“宜
居幸福之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实施方案》确定的总体目标是，到2026年
年底，宜居幸福城市理念深入人心，共同富裕
迈出坚实步伐，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优质化水平
明显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可观可感的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城市精神品格更加彰显，城
市更有温度、人民更加幸福。

为实现总体目标，《实施方案》提出“六大
行动”。实施提高就业收入水平行动，努力建
设“富足家园”；实施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行动，
努力建设“舒适家园”；实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行动，努力建设“绿色家园”；实施增进民生福
祉行动，努力建设“和谐家园”；实施塑造城市
特色文化内涵行动，努力建造“文明家园”；实
施统筹发展和安全行动，努力建设“平安家
园”。同时，针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梳
理形成了 32个方面任务、88项具体措施。通
过“六大行动”建设“六个家园”，努力打造“宜
居幸福之都”。

《实施方案》涉及全市60余个相关部门，将
城市建设与人民群众生活联系起来，围绕生活富

裕实现新突破、城市功能品质实现新突破、生态
环境建设实现新突破、民生福祉改善实现新突
破、城市文明程度实现新突破、安全发展水平实
现新突破六大发展目标，多方联动，多点发力。

以生活富裕实现新突破为目标，着力打造
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等经
济发展新引擎，打造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高
效透明的政务环境，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拓宽
城乡居民增收渠道，实现更高水平的城乡居民
收入，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以城市功能品
质实现新突破为目标，建造智能可靠的新型基
础设施，加强城区路网体系建设，加快实施交
通畅达工程，加快实施管网基础设施提升工
程，打造智能化社区和步行 15分钟便民生活
圈，建立网格化管理机制，推进城市精细化管
理。以生态环境建设实现新突破为目标，加强

生态保护与修复，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深化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改善大气环境，加
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坚持宜绿则绿、还绿于
民，完善城市公园体系，加快打造园林城市。
以民生福祉改善实现新突破为目标，全力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促进基
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制
度，完善城乡医疗服务网络，深化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畅通信访工
作体系。以城市文明程度实现新突破为目标，
繁荣城市特色文化，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现代文化产业，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发展健
全民主法治。以安全发展水平实现新突破为
目标，建立精准高效的疫情防控体系，加强食
品药品安全体系建设，兜牢安全生产底线，构
筑救灾应急保障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六大行动”推动“六个家园”建设

哈尔滨全力打造宜居幸福之都

本报讯（记者邢汉夫）该房屋专项维修资金
账户中结余的资金应当随房屋所有权转移、变
更……日前，哈尔滨市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
心，就市民关心的二手房交易时，住房专项维修资
金的归属等问题给出权威解答。

据介绍，依据《哈尔滨市城市住房专项维修资
金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有关规定，在房
屋权属发生转移、变更时，业主未交存首次维修资
金或者其账户余额经使用分摊后不足首次维修资
金 30%的，应当按照规定交存首次维修资金或者
续交维修资金；该房屋专项维修资金账户中结余
的资金应当随房屋所有权转移、变更。原业主交
存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的余额不予提取，由受让人
向原业主支付，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提个醒！

房屋交易住房
维修金“随房走”

本报讯（于文遥 记者韩丽平）“你好，我
想办理注销税务登记业务，但因为疫情原因
无法到场，这可怎么办呀？”“我人在外地，请
问怎么办理退税？”……为了回应纳税人需
求，优化办税体验，哈尔滨市税务部门进一
步强化“非接触式”办税服务力度，努力让更
多纳税人足不出户即可办理涉税业务。

正居鲜面（呼兰店）因经营不善决定不
再经营，办税人员李女士拨打了呼兰区税务
局办税服务厅的办公电话，向税务机关咨询
注销税务登记相关业务流程，电话里李女士
称因疫情防控要求，她无法到现场办理业
务，害怕因不及时注销而影响个人信用，还
担心不按期申报会发生违法行为。

该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通过税务系统
查询预检，发现该纳税人符合即办资格，于
是一次性告知李女士税务注销即时办理的
工作流程、办理材料，并辅导其通过黑龙江
省电子税务局进行线上办理，直到整个业务
办结完毕。“原以为注销会很麻烦，没想到这
么快就完事了！辅导到位，办理也很方便，
太赞了！”李女士高兴地说。

在向市场主体释放“留抵退税”政策红
利中，宾县税务局发现黑龙江喜峰药业有限
公司符合退税条件，于是主动与该企业法定
代表人张庆文取得联系，但张庆文表示人在
外地。为了帮助企业快速享受到政策红利，
税务干部采取视频连线方式，远程辅导纳税
人通过黑龙江省电子税务局提交退税材料，
税源管理部门与办税服务厅紧密配合，快速
完成了退税。

“非接触式”
办税省心省力

从向往蓝天到“问天”，航空航天领域科技的发展让人类的梦想变成了现
实。随着近日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天舟五号货运飞船送入预定轨道，哈工
大、49所、东轻等再次登上热搜。每一次太空之旅，这些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
业都以硬核技术及产品实力“上船”，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贡献着冰城力量。

冰城力量的底气何来？记者走访在哈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多方探寻
答案。

哈工大创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航天学
院，发射了中国第一颗由高校牵头自主研
制的小卫星，支持中国“天眼”成功“开眼”，
成功发射的“龙江二号”成为全球首个独立
完成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的微卫
星……多个“第一”光环加持下，哈工大在
航空航天领域的地位坚不可摧。

然而，每一个“第一”背后都藏着科研
人员日夜不辍地努力，无数次论证、无数场
试验，最终呈现于世人眼前的是点火升空
那一瞬绝美的姿态。天舟五号创造了多个
航天新纪录，这其中哈工大的贡献清晰可
循：材料学院周玉院士团队王亚明教授课
题组研制的耐磨动密封陶瓷涂层与关键制
备装备，助力长征七号遥六运载火箭发射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材料学院王浪平教授
团队采用离子注入与沉积技术，攻克了空
间对接机构上偏心轴等 50余个零件在太
空环境下的高抗磨损和防冷焊等技术难
题，并研制了相应装备，实现了关键技术的
自主可控，可保障天舟五号货运飞船与目
标飞行器可靠对接……

哈工大仅是诠释冰城力量的一个生动
注脚。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哈市拥有
哈工大、哈工程、哈理工等国内知名理工科

院校，拥有航空工业气动研究院、哈尔滨焊
接研究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 49研究
所、中船第703研究所等众多科研院所，以
及一大批包括哈飞、东安、东轻在内的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程中心、省级研发
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航空航
天领域高新技术企业 100余家，在航空航
天先进材料与制造技术、信息技术等研究
领域水平和科研能力在全国处于领先水
平，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研发创新体系，研发
产品成功应用于我国C919、神舟、天宫、天
舟、嫦娥、长征、试验卫星、问天实验舱、梦
天实验舱等重点航空航天和国防工程。

如何有效“激活”冰城殷实的航空航天
“家底”？哈尔滨市科技局局长宋博岩这样
作答：近年来，哈市科技局深入企业开展调
研对接服务，通过研发投入后补助、高企培
育奖补、创新平台建设奖补、科技成果转化
奖补、科技金融等政策措施，引导激励航空
航天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与高校、科研
院所的产学研合作，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
新产品研发，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服务链
和资金链有机融合，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
争力，为哈尔滨航空航天产业发展提供了
重要科技支撑。

“政策+产学研合作”夯实技术“家底”

“只要任务交到东轻，我们
就要做到精益求精。”东轻人这
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航天领
域，从响彻外太空的“东方红”
开始，东轻一直履行着高端航
天铝材“尖兵”的使命担当，一
次次太空之旅，东轻未曾缺席，
用高性能铝合金材料为飞船造

“铁骨”、穿“外衣”；在航空领
域，东轻与大飞机共成长，参与
了国产大飞机C919型号急需
的关键铝材研制，破解了高综
合性能匹配的“卡脖子”难题，
在高合金化大规格锭坯的制备
技术和多级强韧化热处理技术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材料
的综合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一路科研攻关下，东轻历
时 5年，完成了具有耐疲劳性
的下机翼壁板材料研制。目
前，东轻已有 4款产品获得了
工程批准书，进入了中国商飞
的合格供应商目录，在研的还有5款材料，
预计今年年底和明年将获得商飞认证。

一家家企业“智慧”的不断进阶，筑牢了
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基石。以东轻和中国航
发东安为核心的铁铝产业基地，其铸造技术
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是国内唯一的大型航
空镁铝合金铸造产品研制生产基地。航空工
业哈飞是国内唯一同时具备直升机和固定翼
机设计研发制造能力的企业，中国航发东安
是国内最大的国产全系列直升机传动系统、
发动机传动系统专业化研制生产基地。目
前，哈尔滨航空产业集群设计研发制造体系
获得国际权威适航当局认可，是国内最大的
航空复合材料零部件生产基地之一，复合材
料设计与验证等多项技术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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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气温走低，走进哈尔滨工大
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工大卫星）却是一
派火热的生产、研发景象。办公区内，设
计师们正忙于定制化卫星的设计与研发，
探讨最佳解决方案；卫星生产基地内，生

产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地进行着卫星
总装、集成及测试；市场拓展人员电
话不离手，忙着洽谈新订单……

作为填补我省商用卫星整
星研制领域空白的工大卫星，今

年以来已承担百余颗商业
卫星研制和批产任务，建立
了自主可控供应链体系，
合同金额超 8亿元，涵盖
通信、遥感、导航三类主

要商业卫星领域。
这家成立不足两年
的企业，缘何能在如

此短时间内取
得不俗战绩？

答案便是哈工大的智慧加持。工大卫星依
托哈工大卫星技术研究所核心技术团队组
建成立，是国内领先的具备商业卫星整星设
计、制造和在轨交付服务的高科技民营企
业。卫星研发水平领先，形成了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柔性化卫星平台”技术体系，创新
研制新型光学遥感微卫星，具备国内微小卫
星商业星座的核心竞争力。

抢跑航空航天赛道，科技企业释放出无
限潜能。哈尔滨安宇迪航空工业有限公司
（简称安宇迪）成立于2003年，从最初的生产
小型基础零件，到现在承接大型零部件，不到
10年，安宇迪在大部件铝合金和钛合金产品
上，形成了独特的制造技术，为国内各大飞机
主机厂年均供应飞机零部件产品3万余件。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哈
尔滨科技企业在航空航天赛道一路驰
骋，一次次将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转
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推动航
空航天产业实现提质、扩量、增效。

创新成果加速转化蓄能产业发展

近3个月里，哈电集团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哈电锅炉）捷报频传：在电站锅炉、工业
锅炉、燃机余热锅炉、容器、垃圾余热炉、环保、电站
改造等7个领域市场斩获了17个项目订单，为转型
升级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工业锅炉领域市场，成功签
订泰国TPIPP 3×160t/h RDF锅炉岛项目。该项
目是哈电锅炉继广西玖龙项目后，在固废焚烧锅炉
领域取得的又一突破，实现了固废焚烧锅炉产品首
次走出国门。

于福涛 孙文泽 本报记者 李爱民摄

新动力！

哈电锅炉新签
17个项目订单

□文/摄 段群鹤
本报记者 刘莉

初冬时节，寒意略浓，省、
市重点项目东安动力新能源混
动系统新基地项目传来火热建
设消息：一期工程供暖空调系
统正式启动，顺利实现暖封
闭。抢抓黄金施工期，东安动
力集中精力、集中资源、集中力
量，持续发力，推动项目建设刷
新“进度条”。作为兵器装备集
团“十四五”期间在全国重点布
局的百亿级产业基地之一，东
安动力新能源混动系统新基地
项目以汽油发动机、新能源混
动增程器、AT 变速器以及
DHT混动系统为核心产品，通
过新基地建设实现技术升级、
装备升级、管理升级，建设成为
兵器装备集团商用车动力总
成、中高端乘用车动力总成研
发制造基地。

据了解，一期工程总占地
面积约99870.2平方米，建筑规
模 49375.27 平方米，于今年 6
月 6日启动建设。其中 5号联
合厂房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
是一期中最大的单体建筑，建

成后，智能化设备及产品质量全链条可追溯
的MES系统都将应用其中，墙体结构也预留
了光伏设备支点。东安动力正加快推进数字
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建设，将把 5号联合厂房
升级打造成智能制造绿色工厂。

为保证项目如期投产，目前每天有 240
余名建设者奋战在工地建设现场。历时 150
余天，5号联合厂房、试验试制厂房等主体建
筑完成外围结构建设，并实现建筑内供暖，为
冬季室内装修及设备安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项目建设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致力于加快向新能源动力系统转型升
级，一期工程建成投用后，东安动力生产制
造能力与研发能力将实现双提升，并带动原
材料生产、排放控制、物流运输等相关配套
产业同步发展，力争到 2025年建设成年销
量百万台、收入百亿级的“双百”规模企业，
打造成为集研发制造基地、资源整合平台和
产业集成于一体的兵器装备集团东北地区
汽车产业基地。

一期工程主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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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摄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莉刘莉 李爱民李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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