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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日前，松北
区政府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及安全工作
会召开，会议提出，目前疫情防控进入
常态化，疫情防控指挥部架构将更改
为“一办+十五组”。从12日开始，对
达到疫情防控要求的“九小场所”恢复
开放。在安全生产上要加大处罚力
度，即日起开始进行地毯式的风险排
查。

松北区区长王铁立出席会议并讲
话。

王铁立说，要梳理“一办+十五组”
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机制作用，实现平
战结合的高效利用。各组组长要根据
常态化下的防控要求，负责组建“一
办+十五组”的各工作组。要组织演
练，并进行评估，做好原指挥部的交接
和收尾工作。

在安全生产方面，安全生产工作
要压实责任落实到人，进一步加大违
反安全生产的处罚力度。按照市里要
求，结合新区实际制定方案，开展打通

生命通道专项行动。加快全区安全隐
患排查工作进展。

即日起开始进行地毯式的风险排
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模拟问责，对严
重的问题和已经模拟问责过的问题直
接转问责程序。各相关部门要加大对
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消防大队要会
同相关部门开展春季消防大检查工
作。对于不符合消防法、安全生产法
及各类手续不全的企业进行严格处
罚。

防疫常态化“一办+十五组”高效运行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18日
上午，哈尔滨市2021年重大项目春季
集中开工仪式，在哈尔滨新区江北一
体发展区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国家新
材料科技产业化基地项目现场举行。

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王兆
力出席并宣布项目开工，哈尔滨市委
副书记、市长孙喆致辞。哈尔滨市领
导赵铭、秦恩亭、代守仑、郑大泉、孙恒
义出席。哈尔滨新区管委会主任王铁
立作新区春季开复工情况汇报。

据悉，本次哈市共开复工项目332
个，总投资超2300亿元。哈尔滨新区
江北一体发展区集中开复工项目98
个，为全市最多，计划总投资845.7亿
元，年计划投资211.4亿元。其中亿元
以上项目61个，计划总投资638亿元，
年计划投资160亿元。

此次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集中开
工项目的数量、规模和质量均创历史
新高。从项目类别看，产业项目 41
个，年计划投资113.7亿元；民生保障
项目5个，年计划投资17.5亿元；基础
设施配套项目15个，年计划投资28.5
亿元。从产业结构看，亿元以上工业

项目21个，年计划投资28.4亿元；现
代服务业项目20个，年计划投资85.3
亿元。

工业产业项目已经成为新区大项
目建设的重中之重。国家新材料科技
产业化基地、正威哈尔滨新一代材料
技术产业园等重大项目提前开复工，
对于加快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
级、延伸产业链条，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每一个新开工项目都是一个新的
经济增长点，项目越早开工建设，越早
发挥拉动作用。今年新开工亿元以上
项目18个，年计划投资36.6亿元；续
建亿元以上项目43个，年计划投资
123.1亿元。从投资规模看，总投资50
亿元以上项目4个，年计划投资53亿
元；总投资10亿元~50亿元的项目12
个，年计划投资38.9亿元。

下一步，新区将以集中开工为发
令枪，进一步强化规划引领，完善和固
化项目推进机制，建立健全“谋、选、
招、落、服”一体化招商新体系，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创新加强政策供给。加
强台账式流程管理，落实落细项目推

进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着力构建“支持
力度大、服务精度高、多层次覆盖”的
大项目建设生态，力争60个市重点产
业项目上半年全部开复工，全年完成
投资132亿元，带动全口径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20%以上，在助力龙江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中发挥好新区作
用。

哈尔滨332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截至目前今年江北一体发展区开复工98个项目 计划总投资845.7亿元

松花江北岸61个
亿元以上大项目
迎春开复工

为哈尔滨新区
高质量发展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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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材料科技产业化基地项目施工现场国家新材料科技产业化基地项目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蒋国红蒋国红 摄摄

700余岗位虚位以待

新区发出
“云聘会”英雄帖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17日上
午，坐落在哈尔滨新区绿地集团·
东北亚国博城规划142路与规划
160路交口的哈尔滨第十七中学新
区学校正式奠基动工。预计该校
投入使用后，哈十七中学新区学校
将为该区域新增公办学位2500余
个。

哈十七中学新区学校是哈尔
滨新区教育局规划建设的一所九

年一贯全日制公办学校，设计为五
四学制共54个教学班，占地面积约
4.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3万平
方米。其中，小学部将设置30个教
学班，初中部将设置24个教学班。

该校是在市政府、市教育局和
南岗区教育局共同协力支持下引
进的江南优质教育资源，是南北互
动、两岸繁荣的鲜活案例；是新区
管委会与绿地集团共同建设的一

个重要教育项目，迈出了新区政企
合作、南北互动、助力教育发展的
崭新一步。仪式现场，绿地东北区
域管理总部、东北房地产事业部负
责人吴庭军表示，绿地集团积极参
与社会公益事业。十七中落户国
博城，与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会议
中心、全球贸易港、星级酒店群四
大中心产业形成绿地国博城全功
能产业配套资源。

新增公办学位2500余个
哈尔滨第十七中学新区学校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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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沈丽娟）“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哈尔滨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万象汇
商圈举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现场发
放宣传手册、宣传单2500余份；与此同时，哈
尔滨新区医药零售企业协会在活动现场授予
20家药店为2020年度哈尔滨新区“诚信药
店”。

活动现场，哈尔滨新区医药零售企业协会
举行2020年度哈尔滨新区“诚信药店”授牌仪
式。哈尔滨市志仁华大药房有限公司、哈尔滨
市康圣堂大药房有限公司等20家药店被授予

“诚信药店”称号。

20家药店
获评“诚信药店”

3月14日，绿地·东北亚国博城黄浦公馆
Ⅳ期样板间开放，标志着松北区楼盘开始进入
快速复工复产阶段。

样板间开放当日，数百名客户和业主前来
参观。

本报记者 蒋国红 摄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3月14日，由中共
哈尔滨市松北区委宣传部、融创哈尔滨等部门
联合主办的“共建活力冰城”系列活动“城市活
力我助力”抖音话题挑战活动圆满收官。

据悉，该活动从3月 2日开始至3月 14
日，持续13天，众多网友积极参与，发现身边
的美好，传递一份正能量，为哈尔滨增添更多
活力。抖音话题 # 城市活力我助力作品参与
量达300+，播放量破1.2亿，占据抖音同城热
点榜 top7；热门视频点赞量超20万、评论量1
万 +。

三月，春光明媚，记者对哈尔滨
大剧院、万象影城等场所进行走访
后发现，新区各大休闲娱乐场所正
在逐步有序恢复，人们的快乐生活
正在迅速重启。

3月14日，哈尔滨大剧院上演
重启后的原创戏剧《狂人日记》，该
剧集结了王学兵、梅婷、乐曦、李龙
吟、李滨等老中青三代戏剧人参与
演出，以多媒体和现实交融的表现
手法，跨越维度与时空，为观众展开

鲁迅笔下人物的心路历程。据哈尔
滨大剧院有关负责人介绍，《狂人日
记》两场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票
场场售罄。从3月下旬到“五一”前
夕的票房预售也超过三成以上，4
月份将陆续推出《长恨歌》《白夜行》
等重磅演出，十分令人期待。大剧
院所有防疫工作均严格按照国家及
省市防疫要求，所有观众入场前须
扫码、测温、戴口罩，每场演出前后
都进行全面消杀。

3月16日，记者从哈尔滨新区万
象影城（哈尔滨IMAX激光店）了解
到，该影院恢复营业三周的时间里，
票房销售额高于预期，目前已逐步恢
复到平稳状态，基本达到往年同期水
平。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影院内满场
上座率控制在50%以内，所有观影人
员入场前扫码、测温、戴口罩，影院入
口处还提供免洗消毒洗手液，每场电
影播放前后对放映厅进行消杀，基本
达到每小时消杀一次。

《《狂人日记狂人日记》》现场演出剧照现场演出剧照

样板间开放
楼盘按下

“快进键键””

客户参观样板间客户参观样板间本报记者 沈丽娟

活动收官
城市活力我助力

本 报 讯（娄迪 记 者沈丽娟
文/摄）日前，记者从新区人力资
源服务公司了解到，年初以来，通
过“云招聘”该公司累计为新区
110余家企业发布527条岗位信
息，实际为企业新增入职员工近
200人。

据悉，“2021 哈尔滨新区网
上专场招聘会——一线技能类专
场”上线，整合新区18家企业，发
布招聘岗位 37 个，总需求人数
611人；“2021哈尔滨新区网上专
场招聘会——专业技术类专场”

上线，22家新区企业，提供59个
岗位，需求人数近200人。

新区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说，今年以来，航天海
鹰、三联药业、雪花啤酒、秋冠光
电、谷实农牧、桃李食品等企业通
过“云招聘”，大大提高了招聘效
率，缓解了用工难题。谷实农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由于销售额大
幅增长，该公司的车间工人、销售
人员、库房管理员等岗位紧缺，通
过近日新区的“云招聘”，当天就
接到二十多个咨询电话，3天内

就成功招聘到10余名员工。
据了解，新区人力资源服务

公司创建的“智汇新区”人才公益
服务平台通过发布新区政策、人
才政策解答、招聘服务、新区营商
环境宣传、组织人才活动、公益培
训和提供校企对接等，为驻区企
业和人才提供精准化服务。目
前，“智汇新区”人才公益服务平
台的粉丝数突破3万人，2个企业
微信群内共有500多家新区企业
的近700名管理人员和人力资源
人员入驻。

“云招聘”助力新区企业复工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记
者从16日召开的黑龙江省“2021
春风行动云聘会”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哈尔滨新区将组织40余家企
业参加“云聘会”，提供岗位700余
个，涉及市场营销、酒店管理、金
融、财务、电子、设计、IT等行业。

据悉，此次提供的岗位均提供
五险一金、带薪年假，部分企业还
有绩效奖金、年底分红等福利，待
遇优渥。为了把服务的受众面尽
量扩大，这些岗位既面向有中高级
专业技术的高端人才，又包含了应
往届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城

镇失业人员、退伍军人、就业困难
人员等群体。

据了解，就业是“六稳”“六保”
的首位工作，为此，哈尔滨新区将
采取3项措施持续助力省、市就业
局势保持稳定。一是积极落实人
才政策，不断优化人力资源服务。
强化新区户籍新政、“聚才惠民”七
条措施、新区黄金30条等一系列
优惠政策宣传，推动更好地落实落
地。为人才及其家属在信息咨询、
户籍服务、子女入学、就医养老、职
称评定、人才公寓、资金项目支持
等方面提供各类服务，积极打造良

好的就业创业环境。二是积极搭
建网上求职平台。针对疫情常态
化防控要求，依托“就业地图”招聘
服务平台、“零工”服务平台、抖音
招聘、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打
造全天候线上服务新模式。三是
深入抓好各类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提高劳动者就业技能。进一步简
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积极
推广“互联网+技能提升培训”工作
新模式。为企业与技工院校搭建

“政、校、企”对接服务平台，全面提
升新区劳动者职业素养和技能水
平。

700余岗位虚位以待

新区发出“云聘会”英雄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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