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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企业科技创新动能
激发企业科技创新动能
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
推动上下游
产业链发展

开工
建设

新区建筑有了
身份铭牌
总规划师团队
为精品项目
“把脉”

孙喆到哈尔滨新区调研科技创新工作

建设中的智轨站台。
建设中的智轨站台
。本报记者 蒋国红 摄

智轨站台效果图
本报讯（记者
薛 婧 李 爱 民）日
前 ，随 着 宝 能 城
站 、世 茂 蓝 屿 站 、
荷兰城站、北岸明
珠站、东北虎林园
站 、富 力 城 站 、省
纪检干部学院站 7
座站台同时施工，
哈尔滨新区智能
轨道快运系统 1 号
线项目（简称智轨
1 号 线 项 目）全 面
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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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智轨 1 号线项目被列为省
百大项目、哈尔滨市城建项目、松北
区十大民生工程。由项目立项、车辆
和机电采购、车辆总段和站台基建工
程、人员培训及配套法规等四部分构
成。此次开工建设包括车辆总段检
修库和 7 座站台，预计年底完成 7 座
站台主体建设，并将有 4 辆列车到哈
进行调试。
智轨 1 号线项目全长 18.2 公里，
配车 10 列，单车满载 307 人，三节车
厢为一列。项目设车辆总段 1 座和站
台建筑 11 座，一期工程建设站台建筑
7 座。11 座站台分别为宝能城站、泰
豪熙江悦站、世茂蓝屿站、荷兰城站、
北岸明珠站、商业大学站、哈尔滨大
剧院站、东北虎林园站、富力城站、东
北亚国际贸易中心站、省纪检干部学
院 站 。 自 西 向 东 走 向 ，途 经 世 茂 大
道、松北一路、学海街至中源大道。

车辆总段位于世茂大道与规划
212 路交口处，占地面积 2.2 万平方
米，主要建筑有停车列检库、检修库
和行政楼等，总建筑面积约 1.68 万平
方米。
据哈尔滨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副局长徐晓东介绍，新区“智轨”列
车采用路中式行走，11 座站台也建
在路中间。在首末站设有充电装置，
充电 10 分钟，列车续航里程可达 30
公里。
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项目事业部部长王兴晨告
诉记者，智能轨道快运系统简称“智
轨”，是由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
有限公司设计和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研究所有限公司研制的全新交通工
具，设计最高时速为 70 公里。
“ 智轨”
不依赖钢轨行驶，而是通过车载各类
传感器识别路面虚拟轨道线路，将运

行信息传送至列车“大脑”
（中央控制
单元），根据“大脑”的指令，在保证列
车实现牵引、制动、转向等正常动作
的同时，能够精准控制列车行驶在既
定“虚拟轨迹”上，实现智能运行，即
使在冬季冰雪覆盖路面，列车也能精
准识别路面虚拟轨道线路。为保证
安全运营，新区的“智轨”列车运行时
都将配备司机。
因无需铺设有形轨道，一条“智
轨”运行线的建设周期仅需一年，能
快速投入使用，且总建设费用大大低
于地铁和轻轨。另外，
“智轨”列车还
具 有 轻 轨、地 铁 等 轨 道 列 车 的 零 排
放、无污染的特性，并支持多种供电
方式。2019 年，
“ 智轨”列车通过了
13 项涉及低温环境和冰雪路面等工
况下的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智轨”列
车具备在北方严寒地区极端气候下
运营的能力。

新区推介
冬季旅游三大产品五个玩法

！

亮点
太阳岛雪博会规划
来啦

喆查看了公司示范生产线，
询问企业产
品生产、技术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
并
现场办公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
题。他鼓励企业要发挥自身优势，
加大
研发投入，加强协同创新，通过多层次
资本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在关键核
心技术上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打破中国超高纯钛依赖进口的局
面，
让“ 超高纯钛 ”
贴上“中国制造”标
签。博睿创富高纯金属材料产业基地
自主研发生产的超高纯、低氧钛，是集
成电路生产 PVD 工艺必须的关键原材
料，
其工艺和装备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
产权，
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在查
看公司产品、了解运营情况后，孙喆叮
嘱新区负责人要围绕产业发展，
畅通产
业链、人才链、金融服务链，
在资源配置
方面发力，为企业提供高质量服务，激

发企业科技创新动能。
作为集城市网格化管理、应急指挥
调度、部门协调联动和重大活动保障于
一体的综合性指挥中心，
哈尔滨新区大
数据中心是智慧新区电子政务的数字
化“中枢 ”和“大脑”。在新区大数据
中心，孙喆查看了智慧消防、地理信息
云平台、智慧工地、智慧社区服务平台
等演示，
了解大数据中心当前运营应用
情况，
对新区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发展给
予高度评价。他指出，
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
要论述，促进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加快
大数据与服务民生深度融合，
全力打造
协同高效的数字化政府。
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王铁立，黑龙江自贸区哈尔滨
片区管委会副主任宁高风参加调研。

把游客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首位

新区加强冬季
旅游市场监管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为推动
旅游业复苏回暖和高质量发展，全力做
好冬季旅游市场监管工作，
日前，
哈尔滨
新区旅游工作联席会议领导小组组织召
开冬季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工作会议。哈
尔滨新区党工委委员、松北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柏志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提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
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把游客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加强旅游市
场综合治理，
扎实抓好食品安全、旅游交
通安全、消防安全等工作，
下大力气解决
旅游服务不规范、不透明、不诚信等问
题。要采取集中检查、抽查、暗访等方式
认真组织开展以疫情防控为重点的旅游
安全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做到
立查立改，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责任；
要重
点开展涉旅企业隐患排查，加强旅游车
辆、旅行社、旅游景区管理,强化宾馆饭
店等住宿餐饮设施防火和饮食安全检
查。同时，
要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
谁主
办、谁负责”和“守土有责”的原则，认真
执行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制度，确保任务
明确，职责到人。对旅游市场易出现问
题的环节做出科学研判，发现旅游市场
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
要及时分析、快速
解决。
会议强调，全区各部门要与新区综
合执法总队做好工作衔接，涉及冬季旅
游市场综合监管的工作不能推诿扯皮，
要坚持多方协作、齐抓共管，切实形成
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工作合力。

再现“深哈速度”!

科创总部项目一期Ⅱ标段
科创总部项目一期Ⅱ
当年开工当年封顶
11 月 27 日，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科创总部项目一期Ⅱ标段工
程实现主体结构封顶。该项目由中建八局东北公司承建，自 3 月 12
日进场以来，历时 249 天，在疫情严峻、市场资源紧张、天气恶劣等诸
多不利情况下，实现了 25.5 万平方米的工程体量当年开工、当年封
顶的目标，
再创
“深哈速度”。
本报记者 李爱民 摄

今日看点

本报记者 刘艳
“超尺度景观”
“微观视角”
“穿梭互动”等
近日，记者从第二十二届哈尔滨冰雪
手法，带来新、奇、特的感官与体验，核心
大世界、第三十三届太阳岛雪博会新闻发
诠释本届“雪博畅想曲”主旨。在景观设
布会上获悉，本届太阳岛国际雪雕艺术博
置方面，不仅能欣赏到来自全国知名艺术
览会主题为“冰雪共融，欢乐同行——雪
家的精湛雪塑作品，还能与
“雪”近距离互
博畅想曲”
。
动。
雪博会园区总用雪量约为 9 万立方
同时，雪博会园区将设置
“前程似锦”
米，规划为
“六区一园”的布局分区，用
“乐 “律动滑梯”
“雪堡乐园”
“超现实乐园”
“激
曲”的形式打造景区“序列”文化主线，烘
情雪圈”
“迷你乐园”
“冰上自行车”
“雪地
托雪博会优雅、高洁、灵动、和谐的自有雪
转转”
“ 雪地卡丁车”等一系列互动型雪
域基调，
“始曲聚今”展现人类恢宏发展的
塑，以提升游客欢乐同行的参与感受。
进程。其中，
“ 六区”的景观文化功能设
雪博会园区设计规划特色：2 种视
置，融入乐曲的
“悠扬”与
“节奏”特定感受
角，即观赏与互动攀登“世界最大雪塑”；
呈现景观序列，分别为“梦想前奏区”
“世
2 倍快乐，即互动雪塑覆盖全园与观赏雪
界奏鸣区”
“ 时空节拍区”
“ 生命韵律区” 塑双体验；3 大呈现，即“宏观呈现”、
“微
“欢乐圆舞区”
“盛世华章区”，从而全面表
观呈现”与“文化呈现”；7 大园区，即 6 大
现出
“音乐的章节文化诠释”。
“乐章区”加“创新超现实乐园区”；10 余
“一园”为全新打造的主题 IP 景观乐
种戏雪游乐，即 10 大游乐体验区，雪塑互
园
“超现实乐园”，以畅想梦幻的方式激发
动全覆盖；50 余组创新雪塑，展现生活视
游客的“极限想象”和“童真情趣”，采用
角创意、文化视角创意与精湛工艺。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记
界最大雪雕艺术群太阳岛雪博会
者从哈尔滨新区文化广电体育和
观赏精美绝伦的冰雪艺术。解锁
旅游局获悉，为进一步拉动旅游消
哈尔滨世界欢乐城冬季吉尼斯新
费，整合全域旅游资源，激发市场
区之夜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神
活力，今冬，哈尔滨新区将立足区
奇·动物在这里玩法是为家有萌娃
域资源优势，推出一个主题、三大
而准备的，家长可以陪伴孩子们去
旅游产品、五大主题玩法，为游客
世界首座极地演艺游乐园哈尔滨
打造冬季旅游全新体验。
极地馆、冰雪童话乐园哈尔滨融创
据了解，今冬，哈尔滨新区将
乐园、高颜值海洋主题沉浸体验波
围绕“家乡情 新区行 欢乐冰雪季
塞冬旅游度假区、奇妙惊喜的科技
我在哈尔滨新区等您”这一主题， 殿堂黑龙江省科技馆、林海神兽呆
推出梦幻冰雪之旅、趣玩亲子之旅
萌出没东北虎林园。
和都市休闲之旅等 3 大旅游产
让游客玩好的同时，新区还为
品。所谓梦幻冰雪之旅，就是在国
游客准备了幸福·连连有鱼宴，
游客
际顶级冰雪盛会，让游客感受冰雪
可以到龙江第一村江北老于头、胖
童话王国的极致冰雪艺术之美；趣
姐渔村、福成厚……吃一席热腾腾
玩亲子之旅则从发现自然之趣、感
的全鱼盛宴，感受哈尔滨老乡们的
受科技奇妙，带领孩子们发现冬季
豪放与热情，
阖家共享瑞雪幸福年。
冰雪之美；都市休闲之旅将带领游
惬意·温泉冰火歌，有两大重
客领略国际化摩登都市魅力，溯源
量板块，一是枫叶温泉小镇的世界
冰城民俗文化、冰雪文化。
十大地质奇迹之一的冰岛蓝湖温
据悉，为了让游客在有限的时
泉、二是哈尔滨汤合宫温泉带来
间内玩得更畅快，新区还推出王 “冰火两重天”的极致体验。摩登·
牌·冰雪嘉年华、神奇·动物在这
浪漫都市夜，则让游客感受不一样
里、幸福·连连有鱼宴、惬意·温泉
的冬夜新区，走进哈尔滨大剧院欣
冰火歌、摩登·浪漫都市夜等五大
赏经典剧目、禹舜美术馆览胜国际
主题玩法。王牌·冰雪嘉年华，主
级艺术展，到枫叶小镇奥特莱斯购
推新区最红旅游打卡地，即世界顶
物轻松同步国际风尚生活，邂逅星
级冰雪乐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世
级酒店，
开启异域美食之旅。

本报讯（新宣）1 日上午，哈尔滨
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喆到哈尔滨新区
调研科友公司、博瑞创富等科创企业
并现场办公，到哈尔滨新区大数据中
心了解新区智慧城市建设情况。他指
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企业
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营
造支持科创企业创新发展的良好生
态，激发企业科技创新动能，培育集聚
更多具有技术领先、竞争力强的科技
创新型企业，推动上下游产业链联动
发展。
科友公司是一家战略性新兴公司，
其大尺寸碳化硅、氮化铝等第三代半导
体材料广泛应用在 5G 通信、新能源汽
车、芯片制造、照明光源等行业，
产业需
求规模在千亿级且发展潜力巨大。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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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日前，
哈尔滨新区管委会出台了《哈尔滨新区
建筑铭牌制度（试行）》和《哈尔滨新区
总规划师工作制度（试行）》。两项《制
度》旨在全面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
筑风貌管理的通知》要求，提高哈尔滨
新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控水平，增强规
划师、建筑师工作责任感以及公众参与
度，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
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过程。
哈尔滨新区积极探索建立城市总
规划师工作制度，聘任省内外城乡规
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交通规划和景
观设计等领域的 10 余名国家级工程勘
察设计大师和长江学者及以上水平专
家组成哈尔滨新区规划师团队，将大尺
度谋划和精细化要求相结合，宏观层面
促进新区总体规划和控详规划落地，微
观层面营造新区特色建筑风貌，做好看
得见摸得着的精品项目，以点带面提高
城市建设品质。
哈尔滨新区建立了建筑铭牌制
度。新建项目竣工验收后，在单体建筑
主入口或群体建筑标志性入口设置“建
筑铭牌”，注明设计师、评审专家、设计
单位、开发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设计时间等相关设计信息，嵌入建筑外
墙永久留存展示，以此激发建筑师的荣
誉感，提高对建设项目总体布局、空间
造型、平面功能等创作设计质量；鼓励
总规划师参与项目方案设计到竣工验
收全过程，指导设计方案彰显地域特
征、功能特色、时代风貌；强化建设单位
在建筑工程质量领域的首要责任和勘
察、设计、施工单位的主体责任。
据介绍，总规划师团队在中国北药
智慧产业园 A 地块二期规划建筑设计
方案中提出了增设沿江方向便捷行人
通道、沿街商业建筑街角空间预留等建
议，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提升了项目宜居宜业品质；对哈尔滨融
创冰雪影都 6 号、7 号地项目规划建筑
设计方案提出的充分考虑小区内部环
境设计和景观设计与公园绿色资源互
补和渗透、整体规划布局应高低错落灵
活多变的建议，有效提升了区域城市设
计水平，
突显沿江岸线特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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