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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区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集体学习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
书班研讨会 ，于 4 月 14 日至 16 日举
行。松北区领导，以及区法院院长、区检
察院检察长；区直各部、委、办、局，各直
属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各街镇主要负责
同志，近100名与会者扎扎实实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心无旁骛潜心学习，坦诚

深入交流体会，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充
电”、一场党性的洗礼。

研讨交流会上，与会者聚焦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进一
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践行

“两个维护”，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强化理论武

装，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践行初心使命，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在迈入新阶段、贯彻新理念和构
建新格局中担当作为。发扬革命精神，
与时俱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真正
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为

新区和自贸区高质量发展奠定思想基
础，注入强劲动力。

与会者表示，作为新区和自贸区的领
导干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充分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带头
学习、带头讲党课、带头调查研究、带头深
入一线为民解忧，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
和奋斗姿态当表率、做示范、走在前列。

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研讨会举行

文/摄 本报记者 蒋国红 沈丽娟

春风吹拂，万物复苏。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
区以春季环境整治工作为契机，对各公园进行环境整
饰。目前，共清理园路、广场、绿地7.3万平方米，清除
残冰污雪2000立方米，清理人工湖底、护坡5000平
方米，清理园厕12个；修剪、补植树木6240株，维护古
树名木9株，清运垃圾330吨。

4月13日，记者走进新区中心公园，用镜头记录
春天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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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要件 零环节 零时限审批

“以照为主、承诺代证”
改革激发创业活力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记者
在15日召开的《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
发展区公共交通专项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专家评审会上获悉，未来哈尔
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将着力提升公
交服务，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架、中运
量公交为主体、常规公交为支撑、灵活
多样的其它类型公交为补充的公共交
通体系。

《规划》重点研究了未来新区公交
的路网结构、场站布局、运营方式、管理
模式等方面，对指导新区公共交通发展

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规划》分
为近期和远期，近期到2025年，与十四
五规划保持一致，重点在于规划近三年
的公交服务提升的任务。远期到2035
年，与城市总体规划保持一致。

根据《规划》近期目标，未来3年内
（2021年~2023年），哈尔滨新区江北
一体发展区预计新增15个公交场站，
总体规模为 15.7 公顷；陆续调整公交
线路10条、新增开通公交线路24条，
对现有的20~50处公交站台将进行信
息化改造，体现新区公交新面貌。到

2023年，区域公共交通将实现生活小
区公交服务全覆盖；保障 80%的客流
一次乘坐公交车即可到达区内目的
地，如需换车，保证换一次换乘能够到
达全区；新区内部公交出行时间控制
在30分钟以内。

根据《规划》远期目标，到2035年，
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新能源公
交车比例将达到100%；公交站点全区
覆盖（500米半径的覆盖率100%），智
能化率100%，在用地条件良好的地段
设置公交站暖房等人性化等车设施；

公交场站全服务，消灭公交车路边停
放影响交通的问题，公交车进场站率
100%。

会上，专家组认为《规划》基础资
料翔实、技术路线合理、内容丰富、重
点突出，符合国家和省关于公交规划
编制的相关要求，认为哈尔滨新区江
北一体发展区的公交现状问题剖析准
确、公交发展趋势分析合理、规划方案
具备很好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近期
建设方案能够满足实施主体工作目
标。 (相关报道见第四版)

规划敲定 勾勒新区未来出行蓝图
《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公共交通专项规划》通过专家评审

本报讯（记者 薛婧 李爱民）“作为
新区企业，我们要切实履行社会担当和
历史责任。为此，哈尔滨市深圳商会提
出以下4点倡议……”4月15日，在哈
尔滨新区举办的“新区为我搭平台、我
为新区添光彩”倡议活动中，哈尔滨市
深圳商会会长刘宏宣读倡议书，号召企
业家们从全面复工复产，加快建设进
度；推动产业聚集，助力以商招商等四
个方面入手，凝聚合力，形成“千军万马
上龙江，车轮滚滚进新区”的局面，助力
新区招商引资再掀热潮。

目前，哈尔滨市深圳商会共有40
余个会员单位，其中世界五百强企业6
家、中国百强企业20余家。“企业帮着
政府解读政策更直接、更具说服力，为
此，大家要对外做好‘宣传员’，将新区

‘五区叠加’的利好政策传达出去，把自
己的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吸引到新区，形
成聚集效应。”刘宏说。

除哈尔滨市深圳商会外，哈尔滨市
安徽商会、江苏商会等外来投资商会、
协会也参加了当天的倡议活动，并纷纷
表示要主动作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项目建设，积极投身到新区产业项目建
设中，积极推介新区，做好以商招商，助
力新区打造龙江版“新浦东”。

商会为媒助力产业集聚

以商招商
凸显新区“磁力”

保姆式服务环环到位

江南园区全流程
指导企业办食堂

三年内
新区公共交通

这样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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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次新冠疫苗
接种启动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15日上午，
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第四批次
新冠疫苗接种启动。本次疫苗接种配
额为30600剂次，新区13个街镇的24
个接种点同时启动接种，当日全部接
种完毕。

接种疫苗目前采取三种预约模
式。一是线上预约，公众可以通过微
信小程序“健康龙江服务平台”进行线
上预约；二是电话预约，公众可以通过
拨打现居住地接种门诊电话，进行电
话预约。三是当面预约，针对学生以
及老年人，可以由其监护人前往现居
住地接种门诊进行当面预约。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文/摄）4月
15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从15日起，新区将采取展板展示、发
放宣传单、征求意见建议等多种形式，
开展为期10天的国家安全教育日宣
传教育活动。

15日9时，记者在松北区大润发
超市集中宣传现场看到，贴满各种宣
传国家安全法律常识的展板前，吸引
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国安委重点成
员单位对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生
物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
核安全法、保密法、公务员法等涉及国
家安全的法律进行宣传。

宣传活动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
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
非传统安全，营造庆祝建党100周年
良好氛围”为主题，紧贴人民对“更有
保障的安全感”的需求，集中展示26
块展板、发放近8000份宣传品、现场
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等形式，创新内容
设计，扩展活动渠道，积极向群众普及
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常识。

1、以华美太古公交首末站为中心，拟开
通华美太古公交首末站经松浦大道、南京路
至杉杉奥特莱斯首末站，华美太古公交首末
站经松浦大道、北京路至哈北站，华美太古公
交首末站至波塞冬，华美太古公交首末站经
中源大道至会展中心公交枢纽，华美太古公
交首末站经中源大道至哈北站等5条线路。

2、以会展中心公交枢纽为中心，拟开通
会展中心公交枢纽经中源大道、松北大道至
哈北站，会展中心公交枢纽经松浦大桥至哈
东站，会展中心公交枢纽经松浦大道至杉杉
奥特莱斯首末站，会展中心公交枢纽经公路
大桥、群力至哈西站等4条线。

3、以哈北站为中心，拟开通哈北站至高
等护理专科学校，哈北站经北京路环线，哈北
站经顺迈小学、南京路环路等3条线。

4、以万达广场公交枢纽站为中心，拟开
通万达广场公交枢纽站至哈尔滨世界欢乐
城，万达广场公交枢纽站至杉杉奥特莱斯首
末站，万达广场公交枢纽站至华美太古公交
首末站等3条线路。

5、以音乐学院公交总站为中心，拟开通
音乐学院公交总站经中源大道至哈西站北广
场，音乐学院公交总站经中源大道至哈东站
等3条线。

6、因商务12路线路长，客流少，拟将其拆
分成3条线路，一条为保留原大部分线路走
向，延续商务12路；新开2条普通公交线路，
一条为哈北站至民生尚都，解决阳明滩过江
线路少的问题；一条为哈西站至万达广场。

7、拟开通科技新苑综合枢纽经世贸大
道、阳明滩大桥至民生尚都线路。

8、拟开通哈尔滨(深圳)产业园区一号地
经中源大道、思源街、世贸大道至世贸大道地
铁站线路。

9、拟开通8号首末站经滨水大道、东北亚
大街、中源大道、学海街、世贸大道至世贸大
道地铁站线路。

拟新增公交线路24条
据悉，目前哈尔滨新区仅有1处公交场站，为了适应城市

高速发展，新区预计在3年内新增15处场站。与此同时，为体
现新区公交新面貌，还将对现有20~50处公交站台进行信息化
改造。

15处公交场站，总体规模为占地15.7公顷，其中枢纽站10
处，规划面积13.1公顷；首末站3处，规划面积约1.1公顷；停车
场2处，规划面积约1.5公顷。

加速公交场站建设

三年内 新区公共交通这样变
新增15处公交场站 优化10条现有公交线路 拟开通24条公交线路

据了解，3年内，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将优化线网，形
成一个多级层次、高效协同的公交网络，进一步提高公交覆盖
率，减少公交覆盖盲区，减少公交线路无效绕行，增强公交服务
水平。

建设高效协同公交网络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新增15处公交场站、优化10条现有公交线路、拟开通24条公交线路……3年内（2021年~2023年），

随着路网结构不断完善、出行服务不断优化，市民在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内将实现零换乘或仅换乘
一次便可直达目的地，这是记者在15日召开的《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公共交通专项规划》专家评审
会上获悉的。

待华美太古公交首末站
建成，将36路、41路延伸至华
美太古公交首末站；

随着广信新城的进一步
开发及会展中心的建成，将48
路、49路、50路延伸至会展中
心公交枢纽，同时进一步延伸
48 路、49 路、50 路线路走向，
待江北至江南道外区新江桥
建设完成，将上述3条线路经
新江桥延伸至江南；

待会展中心公交枢纽建设

完成，将146路延伸至会展中心；
拟将 146 区间经阳明滩

大桥延伸至江南，增加阳明滩
大桥过江线路；

待科技新苑综合枢纽建
成，拟将 47 路、145 路延伸至
科技新苑综合枢纽；

重新规划调整旅游 1、2、
4 号线走向，根据游客需求，
将新区旅游景点与江南有机
结合，全力打造地方特色的旅
游观光巴士。

结合公交场站布局，具体对以下10条公交线路进行优化

10处枢纽站分别为松北
水厂北侧综合枢纽、科技新苑
综合枢纽、音乐学院公交总
站、松浦桥综合枢纽、会展中
心公交枢纽、大学城枢纽站、
利民枢纽站、哈北站枢纽站、
松北西部枢纽站、万达广场公

交枢纽站。
3处首末站分别为华美

太古公交首末站、创新路公
交首末站、杉杉奥特莱斯首
末站。

2处停车场分别为松浦
停车场、枫叶小镇停车场。

集装Ji Zhuang

44月月1515日是第六个日是第六个
全民国家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安全教育日

维护国家安全
你我都是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