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秋，新区滨水大道南侧迎水坡一侧4万平方米的
混色格桑花竞相绽放，不少市民和游客徜徉在花海之
中，尽享松花江畔晴空碧水与繁花绿茵。

本报记者 蒋国红 摄

新区那一片海海 由哈尔滨市政府主办，哈
尔滨新区、哈尔滨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承办的 2021 哈尔滨

“多彩田园”乡村游活动将于9
月8日在乐业镇杏林村启动。

据悉，2021 哈尔滨“多彩
田园”乡村游活动主要包括项
目推介、文艺演出以及参观农

业产品展、体验杏林村乡村游
精品线路等内容，活动从吃、
住、行、游、购、娱六方面体现
杏林村乡村旅游特色。

游客可以在金灿灿、黄澄
澄的向日葵花海中感受美丽
乡村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沈丽娟 摄

格桑花 醉醉美绽放

“多彩田园”乡村游活动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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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9月1
日，深哈产业园政企服务中心启动暨深
哈科创总部优惠政策发布与企业集中
签约仪式在深哈科创总部广场举行。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投资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东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等30家企业与深哈产业
园签署战略协议。仪式上，哈尔滨新区
（自贸试验区）国际人才工作站在深哈
产业园揭牌启动，工作站将定期发布新
区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信息及引进措施，

组织开展各类招才引智活动。
哈尔滨市委常委、副市长郑大泉；

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哈尔滨新区
管委会主任，松北区区长王铁立；哈尔
滨新区党工委委员，松北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柏志国；松北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郑向东出席。

从“一纸规划”绘蓝图到“多点开
花”变热土。深哈产业园加速成长，短
短两年时间，产业新城的轮廓越来越清
晰。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日前，哈
尔滨新区暨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中俄
产业园展示中心揭牌。该中心位于中俄
产业园双国双园国际会客厅内，是新区以
中俄产业园为制度创新载体，积极开展对
外招商引资工作的重要平台之一。

中俄产业园双国双园国际会客厅占
地1.5万平方米，预计年内建设完成。整
体投入运营后，除包含新区暨自贸试验区
哈尔滨片区展示中心外，还有中俄时光隧
道、双国双园展厅、中俄科技展厅、中俄文
化艺术展厅等中俄全面合作交流平台。
并将有10余家企事业单位入驻运营，包
括自贸试验区招商中心、对俄企业孵化中
心、一站式对俄综合服务中心及俄罗斯沉
浸式商业场景等功能也将一一实现。

揭牌仪式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
黑龙江省对俄农业产业协会、黑龙江省对
俄林业产业协会、黑龙江龙媒教育集团、
哈尔滨俄桥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一批
聚焦于中俄产业发展的项目也正式签约
入驻中俄产业园。据悉，截至目前，中俄
产业园通过政企共建联合招商，以及在莫
斯科、北京、哈尔滨两国三地的前置招商，
已与18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还有在途
企业19家，储备跟进企业23家。

据介绍，作为黑龙江省“十四五”规划
重点项目、“对俄门户”建设的重要载体，
中俄产业园由万科集团投资200亿元建
设，是以“双国双园，深度共建”为依托，以
区域政策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化综合产业
园区，未来中俄产业园将着力打造对俄金
融商贸总部中心、跨境电商产业集群、国
际产能合作中心和科技创新研发中心，与
新区政府共同构建中俄产业合作高地和
对俄政策创新载体。

共建产业合作高地

中俄产业园
展示中心揭牌

从“一纸规划”绘蓝图到“多点开花”变热土

深哈产业园两年崛起产业新城
自2019年开工建设以来，深哈产业

园以“共享开放，立体复合，绿色生态，智
慧创新”为理念，精心设计建设产业园区。

作为深哈产业园核心启动区首个启
动项目，深哈产业园科创总部聚焦园区
产业定位，创造多元工作场景，开放的城
市公共空间系统，打造活力共享、多元复
合的产城融合综合示范区；塑造全视野
城市景观，空间规划采用院落式布局、暖

廊平台系统构建四季友好健康办公环
境，打造绿色生态园区；运用智慧管理体
系，构建产业联动、多能利用、高效互动
的智慧创新区。

科创总部设计以“高聚集效应、弹性
发展空间、产业共享交流、优质环境营
造”为重心，创建卓越办公品质，建设高
端科技创新策源地，旨在打造成为第四
代现代化智慧生态园区。 (下转第二版)

高标准建设 智慧生态园区打造新标杆

详见第2版

利民18万居民
喝上松花江水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1日，哈高
新区江南园区举行企业家代表座谈
会。企业家面对面“零距离”交流，共
谋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哈尔滨新
区党工委副书记、哈尔滨新区管委会
主任，松北区区长王铁立；松北区人
大主任、哈高新区江南园区执委会主
任程亚男；松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郑向东出席。区直直属部门、江南园
区班子成员和园区17家规上和高新
技术企业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来自中国能源建设集
团黑龙江省电力设计研究院、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0三研究所等

17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企业家
们就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基础设施配
套、政策扶持等方面问题提出意见和
建议。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黑龙江省电力
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徐晓光说，下一
步研究院规划设计在智慧能源、智慧
城市上加速发展，希望新区可以在新
能源、智慧能源、智慧城市方面提供
合作机会。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刘晓春说，江南园区一直以
来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帮助企业解
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极大程度减轻了

企业经济负担。但由于园区基础设
施薄弱，一到雨季，滇池路门口容易
出现排水不畅的问题，希望可以协调
有关部门予以解决。

对企业家提出的问题，王铁立说，
江南园区要认真梳理、找准症结、厘
清路径，尽快制定具体措施办法，切
实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下
一步，要在“五区叠加”政策享受上一
视同仁，在高新技术企业孵化上提供
预留空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高标
准，在产业规划上精准定位，在园区
管理服务机制上高水平。

倾听企业之声 共谋发展之策
江南园区举行企业家代表座谈会

企业 项目走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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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民生物医药产业园，生物医药的纵向
产业链和横向协作链完善，药品研发、生产加
工、商贸物流、包装印刷、检验检测等各个环节
的企业齐全，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

在产业配套领域，依托哈市食品药品检验
检测中心、中国GLP机构产业联盟分中心、通
平科技药物临床试验平台等，为新药研发和产
品检测提供快速便捷通道；引进德胜包装、国
环医疗等企业，为药品研发和生产企业提供专
业化配套服务。

据了解，目前利民生物医药产业园二期规
划设计已启动，将新建昆明大街、四平西路、生
物质热电联产等基础设施。力争5年内，园区
建设规模达到20平方公里，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00亿元、税收20亿元，成为哈尔滨新区的产
业示范区和中俄健康产业合作的承载区。

在最新的《黑龙江省中医药产业发展规划》中，我省提出：为实现到2030年全省中医
药千亿产值目标，要实施“龙九味”品牌战略，让刺五加、五味子、人参、西洋参、关防风、赤
芍、火麻仁、板蓝根、鹿茸等为重点的“龙九味”品牌叫响全国，形成一批营业收入超百亿的
中药企业，迈入全国中医药产业先进省份。

千帆竞发，百舸争先。金秋九月，本报记者走进哈尔滨新区利民生物医药产业园，对
园区重点布局中医药产业、助推“龙九味”叫响全国进行全景式报道。 ——编者

文/摄 本报记者 沈丽娟

日前，记者从哈尔滨
新区利民生物医药产业
园了解到，近两年来，在
该园区内近十家中药生
产企业中，以“龙九味”中
药材为原材料制作的产
品逐年增长，不仅在国内
市场深受欢迎，也得到了
海外市场的认可，出口量
不断增加。

不少来自省外的药
企也非常看好黑龙江的
中药材资源，纷纷来到利
民生物医药产业园安家
落户，从而带动产业上游
的中药材原材料和下游
的销售物流企业，全产业
链蓬勃发展。

在利民生物医药
产业园区的哈尔滨儿
童制药厂，国内赫赫有
名的消炎、止泻、止咳
类三种儿童用药，原材
料全部来自于中药材。

据凯程集团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伊林介
绍，隶属于该集团的哈
尔滨儿童制药厂生产
的药品以颗粒剂、片
剂、散剂等中成药为
主。为了提高产能，
2014年，儿童制药厂
收购了中药饮片生产
企业阿城奥林药业，专
门为儿童制药厂提供
刺五加、五味子、人参
等中药材，这些中药材
全部产自黑龙江。

从 2014年至今，
该厂仅刺五加的年需
求量就从一二百吨提
高至1200吨以上。伊
林介绍说，由于我省的
中药材品质优良，不仅
在国内市场受欢迎，还
受到海外市场的认
可。通过对外贸易公
司实现了出口，远销至
美国、日本、欧洲以及
东南亚国家，目前出口
量已达到总产量的
60%以上，为我省中医
药产业发展规划“龙九
味”品牌战略助力。

助推“龙九味”叫响全国

利民“药园”重点布局
中医药产业

据了解，在利民生物
医药产业园，共有医药及
配套企业106家。在生
产加工领域，集聚工业企
业53家，形成了涵盖化
药、生物药、中药、医疗器
械和保健品的产业集
群。在商贸物流领域，依
托符合GSP国际标准的
哈药物流和正大龙祥、上
药科园信海等 33 家企
业，形成了覆盖全国30
个省市、300个二级城市
的物流营销网络。

在50余家药品生产
企业中，有15家来自省
外。2017年入驻利民生
物医药产业园的中国中
药控股有限公司正是看
好了黑龙江的中药材资
源，投资新设中国中药哈
尔滨产业园——黑龙江
国药天江药业有限公司。

据利民生物医药产
业园招商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中国中药哈尔滨产
业园将充分利用从中药
材种植、提取、加工、制药
到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
链系统，以哈尔滨市发散
至黑龙江省各地的销售
网络渠道，实现从科研、
生产、销售和智能配送等
各方面的协同优势，快速
占领市场。由于哈尔滨
产业园区项目将投入生
产及药材种植基地建设，
未来在当地将增加新的
就业岗位及农户的经济
来源，带动群众增收，也
为黑龙江省发展中医药
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接收订单、审核出库、物流配送……8月31
日，在利民生物医药产业园，哈尔滨正大龙祥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近2万平方米的仓储库房
内，一盒盒药品通过检验员审核后，装上物流
运输车，运往我省各地市的药品零售企业。

“自从2018年入驻利民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以来，企业近三年已经实现销售额3.5亿元的
增长，年增长率超过50%。”哈尔滨正大龙祥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雪说。

2018年，在哈尔滨新区利民开发区优惠政
策的吸引下，正大龙祥迁至利民开发区，总面
积3万平方米的仓储库房和办公区大大增强了
药品物流运输能力，企业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
轨道。

目前，公司拥有覆盖黑龙江省全区域的医
药流通配送网络，占地面积近2万平方米的现
代标准化仓库及相应的配套设施。为了提升
服务质量，在加快药品配送速度和出库准确率
上狠下功夫，加大了物流人员配备，从事仓储、
运输、配送物流链的人员从2018年以前的60
人增加到现在的100多人，张雪介绍说。

“目前我们公司销售的各类药品、医疗器
械、保健用品等多达近万种，和生物医药产业
园内很多药品生产企业、物流企业都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由于销量增长快，企业自己的物流
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配送需求，目前还与其他物
流公司有合作。”张雪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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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通过对我省在全国
知名的包括刺五加、五味子、
人参、西洋参、关防风、赤芍、
火麻仁、板蓝根、鹿茸等九种
中药材，进行全链条品牌塑
造，让它们成为像云南三七、
宁夏枸杞、吉林人参、山东阿
胶一样家喻户晓的品牌。通
过“龙九味”品牌战略的引领
作用，实现到 2030 年，我省中
医药产业全产业链营业收入
达到千亿元，步入中医药发展
强省之列。

除了拥有中药材产业的天
然禀赋之外，我省在中医药发
展方面经过多年积累，目前拥
有了较为雄厚的产业基础、高
超的服务水平、不断拓展的服
务领域、全国领先的科技实
力。我省还专门从从组织领
导、支持种植养殖、推动中药精
深加工、落实税收优惠、完善医
保政策支持、支持企业扩大规
模、支持药品研发和成果转化、
拓宽融资渠道、支持销售流通、
强化人才保障等10个方面，出
台全方位的政策保障。可以
说，这些都为“龙九味”品牌战
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战略目标

链接——

“龙九味”
刺五加五味子人参
西洋参关防风赤芍
火麻仁板蓝根鹿茸

概括起来就是要“种的
好、卖得好”。

要让我省这些品牌药材
“招牌”更亮，还要让以这些品
牌药材为基础衍生的中医药
产品，更加深入人心。

首先是“种得好”。
中药材种植养殖产业是

中药产业发展的基础，发展中
药材种植养殖产业首先要强
化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目
前我省正在建设中药材良种
繁育基地。推广使用优良品
种，推动制订中药材种子种苗
标准，在适宜产区开展标准
化、规模化、产业化的种子种
苗繁育，从源头保证优质中药
材生产。

而要让“龙九味”品牌“卖
得好”，就要实现产品供给侧
方面“提质增量”。

首先是提质。据介绍，目
前我省在以“龙九味”为主的

“药字头”产品方面，已规划了
重点扶持发展方向，重点扶持
一批基础较好、潜力较大、示
范带动作用较强的中药饮片
加工企业改进技术装备，引导
企业规模化发展。

要放大品牌的销售空间，
其中重要一环，就是让这些药
材能够成为百姓每天可餐的
食品，就是要拓展以“龙九味”
等优质药材为原料的“药食同
源”产品。

战略核心

药品打包发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