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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为
构建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打造学
在新区的教育品牌 ，日前，上海市
浦东新区教育局与哈尔滨新区管理
委员会教育局签署《基础教育战略
合作备忘录》，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同时，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

中学与呼兰一中、上海市张江集团
中学与哈尔滨市第十七中新区学校
等6对学校签订了《友好学校共建
合作意向书》。

据了解，为进一步学习上海市
浦东新区基础教育改革先进经验，
加快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基

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增进区
域教育交流，按照备忘录要求，两区
教育局将开展校级干部跟岗挂职培
训、哈—浦新区基础教育发展论坛、
线上教科研交流展示、教师培训、学
生互访研学活动、“共建友谊桥”结
对等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日前，
钛产业研究院及石墨烯材料应用研究
中心签约授牌仪式在哈尔滨新区举
行。这是充分发挥哈尔滨新区在科研、
产业的基础优势，打造新材料产业重要
支撑点和着力点，建设哈尔滨新区高端
特色新产业体系的又一标志。

钛产业研究院由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第三研究院发起，联合哈尔滨工业大
学共同组建，依托航天海鹰（哈尔滨）钛
业有限公司建设。钛产业研究院紧密
围绕新一代武器装备和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需求，致力于特种金属材料及复
合材料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新材料制
造技术科研攻关、新材料技术与应用推

广、高技术企业孵化和产业化，着力推
动以钛合金、高温合金等特种金属材料
及复合材料为代表的军用关键技术突
破和以增材制造、粉末冶金、热成型、混
合成型技术为代表的应用技术能力提
升。通过打造特色突出、优势明显的国
家特种金属材料技术研究中心和军民
两用材料支撑平台，钛产业研究院预期
到2030年将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的特种金属材料研发生产产业生态集
群，全面满足国防武器装备和民用领域
金属材料需求，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
要支柱。

石墨烯材料应用研究中心由黑龙
江省工业技术研究院、黑龙江碳谷工

贸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省工研院作为
科技成果高质量转化平台，是国家、省
市区及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科技成果
转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碳
谷工贸有限公司是石墨烯产业龙头企
业，在石墨烯制造及下游应用领域深
耕多年，今年从河北整体搬迁落户哈
尔滨新区，300吨石墨烯生产线已组
装完毕，填补了我省高质量、低成本石
墨烯批量生产空白。石墨烯材料应用
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促进一批科技成
果加速转化落地，在新区形成产业集
聚效应，推动新区石墨烯产业迈上新
的台阶，为我省千亿级石墨产业壮大
发展添砖加瓦。

本报记者 闫一菲
7月中旬，黑龙江自贸区哈尔滨片区展鑫金融产业园有限公司政务服务综合

窗口正式揭牌并投入使用，为园区企业提供数十种“一站式”政务服务；8月，“承
诺即开工”改革再创审批新速度——企业从项目备案到拿施工许可全流程仅用5
天；同月，开始试行零材料、零跑腿的“无感续证”审批新模式；9月13日，发布实施
方案，全面推行“一业一证”改革，更大程度利企便民……当下，哈尔滨新区不断改
革创新，查堵点、破难题，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持续发力，多项创新举措落地见效，经
济发展活力竞相奔涌，企业创新动力得到激发。

“项目从备案到拿施工许可
仅用时5天，新区效率真高！”近
日，在哈尔滨新区行政审批服务
大厅，黑龙江中晟绿色建筑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刘超领到企业
合法开工证件，喜上眉梢，“至少
抢出了一个月的工期，整个项目
进度大大提高。”

让刘超欣喜的“5天拿证”审
批效率，不但再次刷新“新区速
度”，同时也处于全省最快、全国
领先的地位。

“冬季漫长、寒冷，有效施工
期短，项目建设审批时限对黑龙
江企业尤为重要。”据哈尔滨新区
行政审批局副局长李晨光介绍，
为解决项目“落地难”“动工慢”痛
点、难点，哈尔滨新区在项目建设
审批上进行大胆尝试，创新实行

“承诺即开工”。
“承诺即开工”是按照“容缺

受理、承诺准入、诚信开工”的思
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通过

“带标出让、提前介入、全程辅导、
一表申请、一窗受理、并联审批、
一次发证”等举措，切实压缩企业
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全面提
升审批服务效率。

“政府部门靠前服务，对审批
全流程重塑与整合，让企业不走
弯路，可以极大释放企业在施工
前办理相关手续的压力，节省宝
贵时间，给项目建设带来了极大
便利。”李晨光表示，通过“承诺即
开工”，新区企业建设项目审批时
间不断压缩，环节日益精简，审批
开工速度在全国领先。

(下转第三版)

5天拿证“承诺即开工”再创审批新速度

新区优化营商环境频出

钛产业研究院及
石墨烯材料应用研究中心成立

牵手浦东新区

对学校友好共建

一条大动脉
串起两岸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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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北区税务局
打造

“10分钟办税圈”

对标国际一流 蓄动能激活力

新区为群众提供便捷办事服务新区为群众提供便捷办事服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俊峰郭俊峰 摄摄

她力量
奋战核酸检测一线

地铁 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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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2号线沿线经典的欧式
建筑鳞次栉比，将时尚、简洁的线
条与传统的欧式符号在地铁车站
中完美地结合，与地面的美景隔空
呼应，每一座地铁车站都成为了对
外展示的“城市新名片”。

记者来到太阳岛车站，走入站
厅内，柱子采用欧式石材柱脚、柱
头以及欧式建筑用特有的柱身线
形。顺着扶梯来到候车厅，记者抬
头望去，天花板上彩绘出了蓝天白
云，太阳岛的风景如画从地上延续
到地下，谱写太阳岛上市民休闲娱
乐的美好生活景象。

一进世贸大道站点大厅，记者
就被棚顶具有欧式风格的巨型钟
表表盘所吸引。站内工作人员表
示，钟表穹顶不仅标识着地铁车站
建成的重要时刻，也寓意着地铁建
设者们在建设过程中，争分夺秒的
建设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匠精
神。此外，在车站大厅，记者还看
到了两幅十几米长的廊道壁画。
画中尽显北国风光，哈尔滨的地域
特色尽收眼底。

一站一景
打造城市新名片

一条大动脉串起两岸繁荣串起两岸繁荣

本报记者 邢汉夫

智能语音机器人
进站后，一身雪白的智能语音机器人

可以带领乘客快速到达自助购票机、智能
客服中心等目的地；乘客不仅可以通过大
屏幕了解下一班地铁何时进站，还能对车
厢内的拥挤度一目了然 。

智能客服中心是一台电子设备，记者
看到屏幕上显示着语音咨询、票卡查询、
票卡处理、充值、售票、人工求助、咨询信
息等菜单。

客服机器人可以指引乘客乘车，可进
行中、英、俄语三种语言交互，解决指引、
查询类问题，同时也可以显示乘客守则、
安全检查、候乘车安全、票务政策、票价
表、首末班车时刻表、车站周边信息等信
息，还可以通过人机互动进行活动宣传及
智能宣传。

智能运维系统
地铁变电所可以视为地铁的“心

脏”。智能地铁运行系统将通过信息化的
管理方式，实现人员对机器人的远程可视
化，对变电所内开关柜、环境、异味等实现
总计 120 项巡检。机器人可以在 35 千伏
高压工作环境下辅助施工人员轻松、快
捷、安全的按标准化流程作业及时对可能
出现的故障进行预警及动态监测等。以
地铁 2 号线为例，粗略测算，使用机器人
后全线全年可节省人工成本 1000 万元左
右。

科技感满满科技感满满
智能地铁智能地铁““抢鲜抢鲜””看看

地铁地铁 号线跨江而来号线跨江而来

随着哈尔滨地铁2号线
一期的通车，年内哈尔滨地
铁3号线二期东南半环两条
线路将正式载客运营，冰城
地铁族可以通过换乘的方
式扩大自己的出行半径。

记者注意到，未来两条线
路通车后，将与目前运营的1
号线相交出4座地铁换乘
站。再加上目前已经开通运
营的地铁1号线与3号线一期
换乘站——医大二院站，届
时哈尔滨地铁线网内将有5
座换乘车站。可以说，到那
时哈尔滨地铁将全面进入

“换乘时代”。届时，想要从
太阳岛“瞬移”到会展中心，
快速往返于哈西、中央大街、
博物馆商圈，都不再是梦。

“换乘时代”来临，市民
出行到底有多方便？“比如
乘客要从会展中心去往太
阳岛，以往乘坐公交车要两
个多小时，打车需 50 多
元。地铁开通后，乘客可以
在地铁3号线二期会展中心
站上车，在珠江路站换乘地
铁2号线直达太阳岛。”哈尔
滨地铁集团工作人员说。

“换乘时代”
江南江北自由切换

19日11时许，记者在哈尔滨地铁
2号线人民广场站看到，已有不少市民
在此等候进站，“尝鲜”体验即将通车
的地铁2号线。市民杨华告诉记者，她
婆婆家住在东北农业大学附近，而他
们一家三口住在松北区学院路。“乘地
铁不仅不堵车，还省去了停车的麻
烦。”

一路走来，语音自动售票机，可互
动的多媒体信息触摸平台，可识别人
脸的过闸机，可提示车厢乘客拥挤度、
列车进站时间、环境质量监控、应急事
件预警等功能的多媒体显示屏，让她
也直呼“真方便”。

随后，记者搭乘了驶往江北大学
城方向的列车。“我们要在这里穿越松
花江了。”列车上的乘客高兴地说。经
过约3分钟穿行，列车即抵达太阳岛
站。“这就过江啦？实在太快了！”车厢
里乘客们兴奋不已。

哈尔滨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是哈
市整个轨道交通网络中的骨干线路，
全长 28．7 公里，共设 19 座地下车
站。作为黑龙江省百大项目之一，是
联系江南老城区和江北哈尔滨新区最
便捷、高效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3分钟过江
居民出行更便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蒋国红蒋国红 摄摄

市民在世茂大道站内的壁画前留影市民在世茂大道站内的壁画前留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蒋国红蒋国红 摄摄

本报记者 邢汉夫

地铁2号线的车站设计让穿梭松花江两岸的乘客体验到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魅
力，将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城区与国家级新区——哈尔滨新区紧密相连。它不仅是一条
交通动脉，更是连接城市新老文化情怀的时空通道。地铁2号线的开通，也成为大美哈
尔滨的亮丽风景线、新地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邢汉夫邢汉夫 摄摄

太阳岛站太阳岛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蒋国红蒋国红 摄摄

别有韵味的欧式车站别有韵味的欧式车站。。

人民广场站人民广场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邢汉夫邢汉夫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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