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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晁元元
哈尔滨市松北区冰峰街全国

总工会哈尔滨劳模技能交流基地
内，矗立着“中国工人首次纪念五
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地”雕塑，展现
了 1907 年 5月 14日（俄历 5月 1
日）中俄两国数千名工人在太阳岛
上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场
景。

哈尔滨市委史志研究室党史
编研处边清山讲述这段历史时说，
中东铁路于1898年动工修建。从
那时起，共产主义先驱在工人间开
始传播马列主义。作为中东铁路
的枢纽、工人的聚集地哈尔滨，成
了当时中国马列主义传播的中心。

1905年 11月，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布尔什维克在哈尔滨成立了
布尔什维克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哈尔滨工人团”的布尔什维克组
织。“这个组织不仅对在该厂工作
的300多名中国工人有很大影响，
而且对松花江的航运工人和哈尔
滨的面粉工人也有一定的影响。”
1905年，舒米亚茨基被俄国布尔什
维克派到哈尔滨领导工人运动，在
中东铁路哈尔滨临时总工厂以车
工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时间拨回到1907年5月14日
（俄历5月1日），午休的汽笛声一
响，中俄工人便潮水般地涌出厂
门，向三十六棚（中东铁路附属工
厂工人集居地）后身的江边聚集。
同时，地包、车站、铁路印刷厂、八

区制粉厂、港口的中俄工人也从四
面八方汇集起来，很快形成3000
多人声势浩大的队伍。

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
特得知情况后，急令镇压。中国工
人吴泰和舒米亚茨基按计划，率队
乘预先准备好的船只，迅速过松花
江向太阳岛集结。因这里不属沙
俄军警管辖范围，所以当警察局长
率领警察赶到江边时扑了空。工
人们进行讲演，提出了反对剥削压
迫，改善生活待遇，为实现八小时
工作制而斗争。

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庆祝自
己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
从而登上政治舞台，也在中国工运
史上镌刻下哈尔滨的名字。

活 动 标 识 由 党 徽 、数 字
“100”“1921”“2021”和光芒线
组成，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艰苦奋斗的百年光辉历程。

数字“100”构成标识基本造
型，“1”以100度仰角呈现，寓意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在前进道路上不断从胜利走

向新的胜利。
党徽位于标识左上方，寓意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同心同德、砥砺前行，不断创
造新的人间奇迹。

56根光芒线将数字“100”连
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展示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先锋队，寓意奋进之光照耀中华

大地、照亮未来之路。
嵌入数字“1921”代表 100

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2021”
代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两个
圆形寓意党和国家事业犹如滚
滚历史车轮，势不可挡，勇往直
前。

据新华社电

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

标识发布

百年风雨，初心如磐。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从今日起，本报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专栏，追寻

黑土地上的红色印记，重温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讲述一个百年大党的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
当，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编者

第一次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

“中国工人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地”雕塑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为了深
入贯彻落实省、市、区关于对文物
保护利用改革工作的决策部署，3
月23日由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
局组织召开了全区文物工作会
议。区委区政府26个相关部门
的主管领导、6个街道办事处和2
个镇政府的主要领导以及文化站
长、文物保护单位产权人共50余
人参加了会议。区委常委、宣传
部长柏志国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解读了《松北区贯彻落
实省市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工作任
务分解》（征求意见稿）相关内容，
柏志国就进一步加强全区文物保
护利用和改革工作，从提高政治
站位、正视存在问题、守住安全底
线、打造“文物+”模式、营造工作
氛围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详
细阐述。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
各街（镇）要全面贯彻落实会议精
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要求，
形成共识，履行工作职责职能，守
土有责，切实把文物保护利用改
革工作落实落细。充分利用各种
载体，学习宣传和贯彻《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全区范围
内形成“文物保护人人有责”的良
好社会氛围。会上，区征收办、公
安分局、松浦街道办事处、船口街
道办事处四家单位主要领导签订
了文物安全责任书。

全区2021年
文物工作会议
召开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
日前，松北区召开信访工作联席
会议，研究重信重访重投和重复
建议事项性质认定工作。自贸区
哈尔滨片区专职副主任、区信访
工作联席会议总召集人任海龙主
持会议。

会议指出，重信重访重投和
重复建议集中专项治理工作是今
年国家和省市下交的重点工作，
根据上级要求，每个案件都需要
经过“三会”（区委常委会、政府常
务会或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三者
之一进行性质认定，同时稳定率
要达到100%目标，力争不再发生
重复信访。对此全区各涉案单位
要对标对表，切实加大化解工作
力度，坚决确保完成目标任务。

会议认为，列入今年化解攻
坚的案件多为疑难积案，各单位
要按照“三到位一处理”总要求，
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有计划高效
推进，依法依规查办，所有查办的
案件都要严格按照省市明确的

“七步”流程开展规范组卷工作，
确保查办工作经得起时间和政策
的检验。

松北区信访工作
联席会议召开

中国工人在太阳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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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徐春雨 记者沈丽娟
文/摄）早春时节，树木由休眠期
转入生长期，时逢树木修剪有利
时机。日前，记者从松北区城管
执法局了解到，连日来，松北区组
织一体化作业单位逐步推进重点
街路、公园、游园、广场等公共绿
地内树木修剪整容，全力打造美
丽宜居的新区生态环境。截至目
前，已修剪树木2284株，修剪后
的树木，结构明朗通透、枝条疏密
有致，既达到促进树势均衡，维护
树体健康，改善透光条件等养护
目的，又提高了树木抗逆能力，成
为确保市民和交通安全出行的良
好保障。

据悉，春整工作开展以来，新
区主要对江湾路、中源大道、松北
一路、学海街、龙轩路、江平街等
街路两侧树木实施修剪，并依次
逐步向次干街路延伸。按照区城
管执法局提出具体技术要求和时
间节点，各单位利用专业修剪工
具把沿线树木的病虫枝、交叉枝、
过密枝、重叠枝等精心剪除，同时
对剪口处涂抹愈伤涂抹剂，防止
树木水分蒸发，保证长势良好。
下一步，新区将结合气候条件和
该区管护实际，继续推进乔灌木
修剪、绿篱绿地清理、树木补植等
各项工作。

新区春整
修剪树木
2284株

本报讯（唐迢 记者沈丽娟
文/摄）按照哈市城管办关于

“广泛动员整治环境洁净如家
活动月”要求，日前，由松北区
城管办牵头，广泛动员社会各
界力量，1800余名志愿者走上
街头义务劳动，为扮靓新区贡
献力量。

松北区城管办组织辖区16
个街镇在庭院小区、街路临街
商家门前沿线、城乡接合部等
部位共计28个点位开展了义务
劳动。大家统一身着志愿者服
装，手持各类工具积极投入义
务清理劳动。志愿者集中对庭
院内乱堆杂物、残冰污雪、绿地
内杂物、商家门前对联、乱贴乱
画、城乡接合部和公路沿线两
侧丢弃物进行认真清理。义务
劳动还带动了群众和商家踊跃
加入，有效提升了市民参与爱
家园、保环境的环保意识。

据悉，此次劳动，共清理垃
圾杂物、残冰污雪约1500余立
方米，杂物120余袋，清理临街
商家店面200余处，清理小区内
商业街区乱贴乱画50余处。

打造洁净新区
1800余名
志愿者
义务劳动

本报讯（记者刘艳文/摄）日
前，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
项目2021年度复工仪式在冰雪
大世界园区举行。

作为省百大项目的哈尔滨
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位于
太阳岛风景区西区，用地面积
81.6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6
万平方米，立项投资 35亿元。
该项目于 2019 年 9 月启动，
2020年开工建设，计划建设期
两年，2022年底全面竣工并投
入使用。

据悉，2021年度该项目计
划完成投资10.2亿元。建设内
容为：冰山馆、秀场整体封闭完
成，摩天轮设备结构安装和附属
用房主体结构完成，梦幻冰雪馆
主体结构完成；完成景观与停车
场地形整理，并做好与第23届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冬季运营的
场地衔接，向哈尔滨冰雪季和冬
奥会献礼。

省百大项目
冰雪大世界
四季冰雪项目
开复工

明年
投用！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日
前，经过近700万人次投票，省委省
政府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
评选出2020年度十大优化营商环
境典型案例。哈尔滨新区推行信用
信息共享和信用联合惩戒机制，建
立起“一张清单管理、一个共享新机
制、一套监管新模式、一批创新案
例”格局，入选十大典型案例，其典
型经验做法有望全省推广。

2020年，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建
设监督局以哈尔滨新区为试点，全
面推行“共享即惩戒”为主要内容的
信用信息共享和信用联合惩戒机
制，企业的守信行为和失信行为全
部在“信用中国（黑龙江）”网站上公
示共享。

新区出台信用信息“共享即惩
戒”实施细则，并发布首批59项告
知承诺制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明确
规定企业需要履行的内容。守信企
业在新区行政服务大厅办理政务服
务事项或相关行政许可准入可开辟
绿色通道，或者提供其他一些便利
条件，参与政府相关的招标投标、政
府采购等也可优先予以考虑。

对于失信企业，监管部门将失
信行为反馈至执法部门，执法部门
将对其依法依规处理，并将结果反
馈给审批部门，同时在“信用中国
（黑龙江）”网站进行公示，形成监
管、执法和审批部门联动惩戒的工
作机制。失信企业在以后参与政府
招标投标、政府采购、资格审验等诸
多方面都会受到限制或禁入。

目前，新区已有108家企业在
黑龙江哈尔滨新区信用承诺专栏
上，晒出了企业的承诺内容和信用
情况。信用信息共享和信用联合惩
戒机制已在新区范围内得到全部推
广。

“共享即惩戒”入选

省优化营商环境
十大典型案例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3月以

来，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大项目
建设春潮涌动。在已开复工的61个亿
元以上项目中产业项目有41个，其中
21个均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随着这
些项目的建设、投产，将进一步加速新
区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的步伐。

3月23日，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国
家新材料科技产业化基地项目施工现
场，机器轰鸣。从3月18日开工以来，
这里的建设全速推进。未来，这里将成
为国家新材料测试评价中心和先进复
合材料研发中心，每年可主导制定修订
国家和行业复合材料测试评价方法及
标准20项以上、产出科研成果30项以
上、申请专利40项以上，预计年产值20
亿元，解决就业1000人。

据介绍，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有限
公司国家新材料科技产业化基地项目，
计划投资10亿元，占地面积18.85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23.12万平方米。项目
包括4个产业化板块，即商业航天复材
部件产业板块、商业航空复材部件制造
产业板块、高速列车复材部件制造产业
板块、5G通信复材部件制造产业板块。

位于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的华
为鲲鹏生态创新中心项目，同样是一片
繁忙景象。

该项目由新区与华为联合建设，是
整合计算产业创新资源、构建高效协作
创新网络的重要载体，将建成计算产业
领域技术创新、先进适用产业技术开发
与推广应用、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研发
供给、高成长型科技企业投资孵化的重

要平台。主要建设创新孵化平台、适配
认证平台、生态拓展平台、人才培养基
地、创新生态联盟等七大内容。预计3~
5年，培育100家以上鲲鹏本地软件企
业；引入200家以上鲲鹏合作软件企业；
培养 3000名以上鲲鹏技术应用型人
才。

产业项目是新区发展的关键支撑，
而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的持续落地，正
加速推动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截至
2020年末，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比
重已达到28%。今年，新区将力争全年
推进产业项目开复工86个，重点推动龙
江碳谷等26个项目开工，深哈产业园等
60个项目复工。这些项目中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30余个，将为加快培育新区
新动能、塑造新优势打下坚实基础。

“硬核”项目持续落地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集聚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近
日，商务部举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第二次线上专题
培训，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管理
局相关处室、区工信科技局、区农业
农村局及重点外经贸企业代表参加
培训。

此次线上专题培训上，商务部
国际司司长余本林就RCEP整体情
况和企业如何有效抓住机遇进行了
全面阐释。海关总署一线专家就原
产地规则和通关实务进行了讲解。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和实践研究
院院长李稻葵教授就RCEP对我国
经济、贸易和投资发展的作用和影
响进行系统解读，农业农村部有关
负责同志及相关行业协会代表分别
就农业、轻工、纺织、机械、电子信
息、石化等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进行分析解读。

自贸区哈尔滨片区

参加RCEP
线上专题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