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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4月23日，哈尔滨新区行政审批

局为融创乐园11家入驻企业集中发
放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据
悉，该局充分发挥全省相对集中行政
许可权及“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的
独特优势，通过“一套材料、同时受
理、联合验场、并联审批、证照同发”
举措，仅用1天时间为融创乐园11
家入驻企业在开业前一次性办理了
合法开业所需的全部证照，解决企业
燃眉之急。

据了解，融创乐园4月30日开
园在即，入驻企业需完成营业执照、
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办理。因融创乐
园管理团队不了解办理证照所需要
件及具体流程，企业这一需求很难快
速解决，一度担心影响开园。哈尔滨
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在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第一时间指定新区行政审批局
靠前服务。新区行政审批局将党史
学习教育融入到为企业办实事当中，
充分发挥全省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
及“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的独特优
势，立即组成联合工作小组，与融创
乐园管理团队共同组织为入驻企业
举办了“高效审批办实事，贴心服务
为企业”指导培训会，将办理营业执
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所需的申请材
料及流程进行了现场讲解和指导，并
耐心细致地解答企业疑问。会后，行
政审批局工作人员点对点、面对面指
导企业组织申报材料。

据介绍，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
营许可证承诺时限为6个工作日，行
政审批局按照“套餐式”＋“VIP定
制”的服务模式，工作人员加班加点，
通过“一套材料、同时受理、联合验
场、并联审批、证照同发”的措施，紧
锣密鼓地为企业办理相关证照，仅1
天时间就为 11 家企业办理完“双
证”。4月23日，行政审批局工作人
员上门服务，集中向企业发放证照。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所有企
业都办完了证照，保证了融创乐园能
够在‘五一’小长假来临前如期开
园。”哈尔滨融创文旅城总经理李莉
表示，该局用细致周到的服务和高效
审批破解企业难题的行动让他们很
感动。

据悉，下一步，哈尔滨新区行政
审批局将持续提升服务效能，优化营
商环境，用“优质的政策供给＋优质
的政务服务”为各类市场主体培育投
资兴业的沃土，以高质量的营商环境
不断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

“一枚印章管审批”优势突显

11家企业
1天同获“双证”

现场为企业颁发证照。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28日，哈尔滨新
区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携手安天科技、三联
药业、谷实农牧、凯纳科技、捷能热力等38
家新区企业，“组团”亮相哈尔滨商业大学
2021届毕业生春季双选会现场。参加本
次招聘会的新区企业涵盖生物科技、制药、
农牧、食品、装备制造、环保、检测等行业，
提供800余个就业岗位。

在哈尔滨凯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台
前，等待求职的毕业生排起了队，该公司招
聘的大客户销售助理、助理软件工程师等
岗位薪资水平达到4000元~6000元，还有
五险一金、项目奖金、带薪公费培训、完善
生涯晋升机制等福利待遇吸引了大量毕业
生趋之若鹜。哈商大商务学院市场营销专
业2021届毕业生吴昆对该企业的招聘条
件十分中意，“我家就在哈尔滨，我也希望
毕业后留下来建设家乡，凯纳科技的公费
培训和晋升机制十分吸引我，工作地点在
新区也很适合我。”

在黑龙江科瑞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展台
前，哈商大食品工程学院农产品加工及贮藏
专业2021届硕士毕业生薛野刚刚投递了简
历，就与企业达成了意向，拿到了面试通知。
薛野说，该企业招聘的检测员、报告编制员等
岗位与她所学的专业对口，而且在新区工作
她也感觉很便利，现在新区发展越来越好，希
望自己为新区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据统计，本场参会的新区企业累计解
答毕业生求职咨询1400余人次，收到应聘
简历近700份，企业现场就已达成初步招
聘意向175人。

38家新区企业
高校“抢人”

本报讯（记者薛婧李爱民）记者从
新区获悉，在日前举行的黑龙江省
（2020年度）“十佳项目服务专班”和“十
佳项目首席服务员”恳谈交流评选活动
中，哈尔滨新区行政审批局项目建设审
批服务专班荣获“黑龙江省优秀项目服
务专班”荣誉，首席服务员李晨光荣获

“十佳项目首席服务员”称号。
为打破传统工作机制束缚，提高

项目报建审批效率，哈尔滨新区行政
审批局全面落实《黑龙江省招商引资
项目服务保障暂行办法》和《黑龙江省
企业投资项目“首席服务员”制度》相
关要求，成立了哈尔滨新区行政审批

局项目建设审批服务专班。2020年，
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形势和企业
复工复产的迫切需求下，新区行政审
批局推出了“首席服务员”代办制，由
新区审批局副局长李晨光担任首席服
务员，及时掌握项目困难诉求，切实解
决项目落地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加
快推进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进度，
真正做到“项目落地不求人”。

专班成立至今，已为企业提供专
业咨询百余次；项目报建优化建议40
次；陪同窗口办理审批25次；帮助联系
职能部门16次；到项目现场督促、协调
解决问题18次；协助企业完成各类证

照办理150件。通过“承诺即开工”“容
缺审批”“一会三函”等方式，已为冰雪
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哈尔滨新区燃
气热电联产项目、太阳岛风景区区域
改造项目、自贸区哈尔滨片区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哈尔滨市智能轨
道快运系统1号线项目、利民生物医药
园区配套设施项目等25个入驻新区的
省百大项目提供了保障服务，着重推
进了深哈产业园、绿地国博城、太阳岛
调味食品、正威产业园等一批省市重
点项目，为项目早日开工提供了有力
保障。

在全省评选中荣获“双优”

专班服务
力推项目加快落地

近日，记者在深哈产业园科创
总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现场机器
轰鸣、塔吊林立，工程车辆有序穿
梭。科创总部项目一期一标段预计
今年 10 月投入运营，一期二标段预
计明年10月底竣工。

本报记者 郭俊峰 摄

深哈产业园项目施工

奏响“最强音”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决定开
展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消防设计
审查验收试点，哈尔滨新区成为
31个试点地区之一，也是所有试
点市县中唯一的国家级新区。

随着自贸区哈尔滨片区成
立，哈尔滨新区和自贸区哈尔滨
片区经济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
的阶段，各种新的商业业态、新
的办公形态、新的人员聚集形式
不断出现，既有建筑改造的数量
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在从
事既有建筑改造消防审批过程
中，我们发现建筑建成年限各不
相同，改造情况也各不相同。我
国消防有关规范更新较快，新规
范执行，旧规范同时废止。这造
成了大量原本消防验收已经合
格的建筑一旦进行装修改造，原
消防设施即不满足现行规范要
求，需要将整栋建筑完全按照现
行消防有关规范全部改造，大幅
提升了企业改造投入，阻碍了新
区和自贸片区的经济发展。”哈
尔滨新区行政审批局局长刘惟
乔告诉记者。

为破解这一难题，2020年，

哈尔滨新区行政审批局会同新
区住建局反复研究、广泛调研，
在学习借鉴杭州、南京先进政策
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新区和自贸
区哈尔滨片区实际，最终形成了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
哈尔滨片区既有建筑消防改造
工作指南（试行）》，编制了《既有
建筑改造消防技术可行性判定
表》，对实施既有建筑改造前后

“建筑耐火等级、建筑防火间距、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等需要考虑的消防问题
进行罗列，指导建设单位在投资
改造前对消防技术可行性进行
全面判定，同时为哈尔滨新区和
自贸区哈尔滨片区既有建筑改
造的消防审批及监管工作提供
借鉴。

工作指南发布后，有效解
决了既有建筑消防改造因新、
旧规范更迭产生的部分问题，
可有效避免因消防设计、审查、
验收适用规范不清导致的既有
建筑消防改造不合格，减少社
会投资的不必要浪费，同时为
盘活旧有建筑的使用价值提供
有力保障。

破解既有建筑改造消防“堵点”

哈尔滨新区
列为国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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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日前，由哈
尔滨新区党工委宣传部主办，哈尔滨
新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等部门承
办，松北区直属机关工委、松北区总工
会、共青团松北区委员会、区教育局、
哈尔滨世界欢乐城协办的“我向党来
唱支歌”短视频话题挑战赛在哈尔滨

世界欢乐城正式启动。
哈尔滨新区第二学校小学部的开

场舞表演拉开了启动仪式大幕。在启
动仪式上，黑龙江省铁道兵文化联谊
会艺术团、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分别带来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爱我
中华》合唱，现场气氛热烈，台上台下

频频互动，唱出了对党的热爱与祝福。
共同高歌心向党，新区邀你一起

唱！从4月27日至6月20日，打开抖音、
快手APP搜索话题“我向党来唱支歌”即
可参与挑战。围绕《东方红》《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妈妈教我一支歌》等经典
红歌，通过重新编曲配乐或以其他方式进

行创新，风格不限，制作录制短视频。视
频里可以翻唱、合唱、独唱、表演、舞蹈等，
任何能打动人心以及表达对祖国真挚热
爱、传递正能量的内容均可参赛，打卡话
题即为参与挑战。本次挑战赛设置最佳
演唱奖2名、最有影响力奖5名、最佳人气
奖10名，奖品丰厚，快来挑战吧！

共同高歌心向党 新区邀你一起唱
“我向党来唱支歌”短视频话题挑战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26日，
在“冰城问政”回音壁对松北区专
场的回访中，松北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松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松
北区自然资源局等单位有关负责
人，做客节目现场，直面痛点堵点，
对百姓提出的有关垃圾清运不及
时、医疗配套不完善、房屋产权纠
纷等十大问题均给予答复。

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针
对江南园区行政职能划分不明确、
物业管理不到位问题，“冰城问政”
播出后，江南园区公司成立专班加
快推进落实，现已完成了整体修缮

方案的设计，接下来将进行施工招
标和队伍进场维修，还企业一个温
暖舒适的生产经营环境。针对企业
提出的办事不方便问题，新区决定
在江南园区的迎宾路集中区与南岗
集中区各建设一个企业办事服务大
厅，拓展政务窗口审批职能，力争做
到江南园区企业办事不过江。

对于凯利U盘广场垃圾堆放无
人清理问题，在“冰城问政”未播出
前，松安街道在日常巡查中已经发现
问题，第一时间下达整改通知书并协
调执法中队到达现场查处，目前凯利
物业垃圾转运间已建设完成。

针对医疗配套设施不足、市民
就医体验不佳问题，松北区有关部
门将尽快补齐短板。将加快推进
三级医院建设，放宽对社会办医院
的限制，规划对调基层医疗机构。
强化保障措施，加快编制区域医疗
发展规划，不断完善硬件措施。未
来三年，将建设完成利民中心医
院、哈医大四院松北总院、哈尔滨
医科大学新区医学中心、松北医疗
联合体，建设3所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启动顺迈医院，完善建设省二
院。到2035年，将新增16所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为 办实事
事事有回应 件件有落实

“冰城问政”回音壁里解难题
本报讯（何喜龙 记者邢汉夫）深入车队开展

卫生大扫除、体验式乘车查找运营服务中存在的
问题……为进一步提升百姓出行质量，28日，哈
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组织所辖的
12个党支部、近60名党员干部代表在松北区枫
叶小镇126路公交场站开展了“情暖公交 党员先
行”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新区公交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到各车
队终点对车厢、调度室、场区的卫生开展大扫除。随
后，党员干部以乘客的身份乘坐各条公交线路，对照
公司制定的服务质量负面清单，通过体验乘车服务、
与乘客交流等方式进一步找准各线路运营服务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以调查问卷形式了解乘客乘坐
满意度，弥补服务中不足之处，推动新区公交公司服
务质量评价由追求“达标率”向追求“满意度”跃升。

情暖公交 党员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