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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10月
25日，“央地合作”共建的省百大项目
——中国铁建黑龙江总部基地在哈尔滨
新区正式启动建设。当日，入驻中国铁
建黑龙江总部基地的铁道兵纪念馆、中
铁建黑龙江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中铁二
十二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等10家
企业与哈尔滨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入区
协议。

省市领导王永康、代守仑、智大勇出
席。

中国铁建黑龙江总部基地位于哈尔

滨新区会展中心商圈，由中国铁建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50亿元建设，占地面积
18.7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8.43万平方
米，项目规划“总部基地”“科研产业基
地”“教育产业基地”三个组团，包括中铁
建黑龙江总部大厦、新型技术装备研发
中心、铁道兵纪念馆、九年一贯制学校等
项目主体，形成覆盖投融资、勘察设计、
科研、建筑、运营全产业链，对新区大力
发展“央地合作”，聚集“总部经济”，加快
推进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推
动意义。

“中国铁建将依托既有产业，不断
加大投入力度，全面助力哈尔滨新区发
展。中国铁建黑龙江总部将作为公司
在黑龙江的省域管理机构，承担在黑龙
江经营、管理、投资等主体任务。”中国
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立新表示，
预计到2025年，中国铁建将在黑龙江
省完成产值超过1000亿元，同时将引
入50余家实体公司、5000名以上高端
人才进驻新区，并以产业带动就业提供
20000多个就业岗位，实现纳税超 10
亿元。

据了解，中国铁建已连续14年强
势入榜世界 500 强，其黑龙江总部基
地项目的落地，是新区精准招商大力
发展“央地合作”“总部经济”的又一硕
果，将央企优势和地方需求紧密结合，
聚拢国内外龙头企业区域总部落地，
形成优势资源产业集群，为新区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劲新动能。目前，新区
已经聚集了国电投黑龙江区域总部、
浪潮东北亚总部基地、中融国际信托
大厦等10余家体量大、潜力足的总部
基地项目。

中国铁建黑龙江总部基地启动建设

文/摄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10 月 26 日，深哈产业园
科创总部项目首家入园企业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黑龙江分公司正式乔迁
到“新家”——深哈·科创总
部，准备在此大展拳脚。随着
深哈产业园科创总部项目一
期一标段投入使用，企业陆续
入园，这座产业新城正迸发出
无限活力。

作为深哈合作首个飞地
经济项目，短短2年多时间，从

“一纸规划”蓝图到投资创业
热土，深哈产业园在建设速
度、制度创新、项目引进等方
面，都创造了堪称典范的经
验，成为对口合作的标杆。

驱车行至哈尔滨新区江
北一体发展区紫旭路，一栋
栋拔地而起的楼宇正露出
优美身姿，它们就是深哈产
业园科创总部，一个正在崛
起的产业新城。走进深哈·
科创总部，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深哈产业园综合展览中
心，其酷似冰块的外形，通
过玻璃幕墙和铝板营造出
了现代动感的氛围。展览
中心内科技范儿十足，沉浸
式数字影院、全景数字沙盘
等先进的多媒体展示技术，
让人置身其中感受到这个
未来“小深圳湾”的全貌。

目之所及的庞大建筑群，
深哈产业园建设团队仅用了2
年多的时间，用实际行动一次
次刷新着“深圳速度”，塑造

“深哈速度”。2017年3月，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东北地区
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
作工作方案》，确定了哈尔滨
市与深圳市建立对口合作关
系。2019年5月9日，深哈两
市签订了《合作共建深圳（哈
尔滨）产业园区协议》，并在哈
尔滨新区划定26平方公里土
地打造深圳“飞地”、哈尔滨的

“特区”。
(下转第三版)

刷新“深圳速度”塑造“深哈速度”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24日，
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召开“学党史、惠
民生、开新局，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
系”发布会。会议发布了《哈尔滨新区江
北一体发展区“十四五”期间学位建设工
作实施方案》《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
区拟建设学校概念方案设计》《哈尔滨新
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基础教育引进高层次
人才工作实施方案》，长远谋划学位供
给，高站位绘制新区教育发展蓝图。

省市领导孙东生、代守仑出席。
根据“学位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未

来5年，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计划
投资45亿元，新建各类学校28所，新增
公办幼儿园39所、托育中心4所，增加学
位7万余个，新增教师5200余人。主要
布局环西、万宝、对青、乐业、利民、避暑
城、松浦、松北8个板块，打造15分钟现
代生活圈。

根据“引进高层次人才工作实施方
案”，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将面向
全国遴选基础教育优秀人才，力争到
2025年底引进国内高层次教育人才500
人。

发布会上，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
音乐学院、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校、哈尔滨市第三
中学校、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哈尔滨市
第九中学校、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哈尔滨市第六十九
中学校、哈尔滨市第一一三中学校、哈尔
滨市铁岭小学校和哈尔滨市经纬小学校
等13所名校集中亮相与新区签约，为实
现“十四五”期间，新区学校“建一所、优
一所、强一所”的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保
障。

新区绘就未来5年

教育蓝图教育蓝图

27日13时，哈尔滨市在哈尔滨新区冰上运动中心举
行“北京冬奥会倒计时百日”庆祝活动，展示冰雪体育运
动魅力，共同祝福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

演出以青少年冰上展演活动为主。队列滑表演《舞
动青春》，速滑表演《一起向未来》，双人滑、冰舞表演《冰
雪情》和冰球表演等多个冰上体育项目展示引得阵阵掌
声。 本报记者 蒋国红 摄

13所名校集中签约

未来5年

新区将新增
7万余个学位

相关报道详见第四版

倒计时百日庆祝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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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委员，松
北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太功
说，此次面向全国范围引进高层
次人才实现了三方面突破，一是
突破引人用人机制，采取公开招
聘和柔性引进两种人才引进方
式；二是创新人才管理方式，变

“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实行
“双重管理”“双重考核”；三是实
行全方位激励政策，为人才提供
项目扶持、人才津贴、安居保障
等多方面支持。力争到2025年
底，引进国内高层次教育人才
500名。

在全方位激励政策方面，
《方案》将公开选聘人才认定为
A、B两类，工资待遇按照同类技
术岗位人员事业单位待遇标准
执行，校级干部享受新区校长职
级工资，教师享受新区奖励性绩
效工资。认定为A、B类人才的，
分别给予每月5000元、3000元
人才津贴；人才津贴聘期内连续
发放五年（每年10个月）；享受
校长职级待遇的，不重复享受人
才津贴。认定为A、B类人才的，
自签订聘任合同起两年内在哈
尔滨新区购买住房的，分别给予
15万元、10万元一次性购房补
贴。同时，对于高层次人才所设
立的工作室被评为市级工作室
的，将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
此外，对于已引进的高层次人
才，本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户
口可按政策迁入哈尔滨新区；幼
儿园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由
教育部门结合实际情况优先安
排入学；根据人才配偶的学历、
专业、工作经历、原单位工作性
质等，优先协调安置工作。

近两年来，新区不断丰富教
师招聘形式。组织开展“双一
流”校园招聘、高层次人才和本
科毕业生招聘工作，补充硕士研
究生、本科毕业生399名。持续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面向全国遴
选引进高层次教育人才136人
（其中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13
人；全国优秀教师2人，全省模范
教师、优秀教师、骨干教师 14
人）。2020年，新区实施校长职
级制改革，110名正、副职校长竞
聘上岗，履新率达到31.5％，平
均年龄44.3岁。

根据新区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三个一”工程的推进，在总
结完善教师“英才”培养项目的
基础上，新区已于今年启动实施

“星级教师培养计划”，着力构建
教师培养发展体系，梯次造就育
人实践先锋。

拟建两所哈师大
附属学校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新
区第一实验学校位于哈尔滨
新区规划永达路以南，规划
香港大街以东以及南侧、东
侧两条规划道路合围区域。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新
区第二实验学校位于松北区
松浦板块。松浦大道以东、
规划43路以南、规划146路
以西、规划159路以北合围
区域。

哈师大附中拟建
松北分校

根据协议，K12教育联
盟由高中部、初中部和小学
部组成。

●K12教育联盟高中部
K12教育联盟高中部地

点位于松北区规划154路和
规划294路交口西南角。规
划建设36个教学班。

●K12教育联盟义务教
育部分

K12教育联盟义务教育
部分学校规划位于智谷大街
以东、世贸大道以北、中源大
道以南、四环路以西。规划
总办学规模为54个教学班，
其中初中部24个教学班、小
学部30个教学班。

哈六中拟建松北分校
双方将建设哈尔滨市第

六中学K12教育联盟，由高
中部、初中部和小学部组成，
高中部为省级重点高中分
校；初中部和小学部为义务
教育部分，性质为九年一贯
制公办学校。

●K12教育联盟高中部
学校位于规划 32路以

西、规划60路以南、规划59
路以东、规划61路以北，拟
设36个教学班。

●K12教育联盟义务教
育部分

K12教育联盟义务教育
部分拟建学校位于环西板
块。松北区规划 212 路以
东、规划 178 路以南、规划
211 路以西、C-01-06-02
地块以北。规划总办学规模
为54个教学班。

新区绘就未来新区绘就未来55年年教育教育蓝图蓝图
文/摄 本报记者 薛婧李爱民

10月24日，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
召开“学党史、惠民生、开新局，加快构建
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布会，发布了《哈尔滨
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十四五”期间学位
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哈尔滨新区江北一
体发展区拟建设学校概念方案设计》《哈
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基础教育引进
高层次人才工作实施方案》，并与哈尔滨
师范大学、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哈尔滨
市第六十九中学校等多个优质教育资源
签订合作协议。

哈尔滨市松北区副区长王媛告
诉记者，根据《方案》，哈尔滨新区江
北一体发展区未来5年计划投资45
亿元，新建各类学校28所，新增公办
幼儿园39所、托育中心4所，增加7
万余个学位，新增教师5200余人。
主要布局环西、万宝、对青、乐业、利
民、避暑城、松浦、松北8个板块，打
造15分钟现代生活圈。目前，12所
幼儿园年底将陆续投用；11所学校、
4所幼儿园、4所托育中心正在建设
中；8所学校、6所幼儿园已完成概念
设计和装修设计。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学校的建
设，新区学校的选址布局以各片区生
活圈为基本服务单元，进一步加密了
新区中小学校的服务半径，填补了目
前学校布局上的一些教育服务空白
区，较好地实现了教育教学区域的平
衡。”哈工大建筑学院教授、公共建筑
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张姗姗介绍，根据
此次发布的“拟建设学校概念方案设
计”，对照国内基础教育先进区域，优
化学校设计和建设标准，面向未来，
高质量高效率建设、打造具有新区气
质的一流精品学校。在设计标准方
面，全面梳理了现行国家省市中小学
校舍建设参考标准28项，特别是其
中以现行依据为基础的优化提高8
项，如学校换热站内二级管网总管道
上设置热计量装置和供热量控制装
置；节能保温系数、绿建参数标准、门
窗节能系数等都有比较显著的优化
数据。在交通设计方面充分考虑义
务教育阶段需要家长接送所带来的
交通压力，实施动静分区、人车分流、
地上地下专用临时落客区、即停即走
等方案。在智慧校园设计方面既考
虑信息技术在学校教育教学的全面
融合，还考虑绿色生态的理念，借鉴
了海绵城市的设计和太阳能的有效
利用，让孩子切实感受面向未来的生
活与发展。

在 24日的发布会上，
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音
乐学院、哈尔滨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哈尔滨市第一
中学校、哈尔滨市第三中学
校、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
哈尔滨市第九中学校、哈尔
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黑龙
江省实验中学、哈尔滨市第
六十九中学校、哈尔滨市第
一一三中学校、哈尔滨市铁
岭小学校和哈尔滨市经纬
小学校等13所名校集中亮
相与新区签约。

据了解，此次哈尔滨新
区管理委员会与13个优质
品牌学校签订合作协议，将
进一步加快哈尔滨新区基
础教育的优质化、现代化发
展，扩大这些优质教育资源
的辐射功能，打造新区高端
教育品牌。力争这些学校
正式招生后，两年树立区域
品牌形象，三年形成可复制
推广的改革经验，五年实现
三个“一流”（一流的办学队
伍、一流的办学条件、一流
的办学质量）。

发布会上进行了三组
集中签约，分别是：新区管
委会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哈
尔滨音乐学院、哈尔滨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签订合
作办学协议；新区管委会与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哈尔
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哈尔
滨市第六十九中学校、哈尔
滨市铁岭小学校、哈尔滨市
第一一三中学校、哈尔滨市
经纬小学校签订引进优质
教育资源协议；新区管委会
分别与哈尔滨市第一中学
校、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
哈尔滨市第六中学校、哈尔
滨市第九中学校、黑龙江省
实验中学、哈尔滨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签订合作“提质”
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签
订合作办学协议的优质品
牌学校中，与哈尔滨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哈尔滨市
第六中学校共建K12（基础
教育）学校，将实施党组织
领导下的发展共同体模
式，探索“一校两制”新体
制，打造省市区共建的多
赢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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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二校新区二校。。 教育课堂教育课堂。。

链 接

当哈尔滨当哈尔滨 深圳深圳

两年长出产业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