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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招商引资。8日，哈尔
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召开2021年上
半年招商引资情况汇报会，分析研判当
前招商工作形势，谋划部署下步招商工
作任务，推进落实项目建设。汇报会上，
新区企业和投资服务局、江南园区、利民
投资服务公司、招商集团、国际招商公司
分别就落地项目、在谈将落地项目及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汇报。

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哈尔滨新区党
工委书记代守仑主持会议。区领导王铁
立、程亚男、任海龙、黄明瑾、郑向东、李
凯峰、张端阳等出席会议。

记者在会上获悉，今年1~6月，哈尔
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新签约省外投资
千万元以上项目 47 个（市级目标 30
个），同比增加29个；百亿元以上项目2
个，十亿元以上项目9个，签约额540.1
亿元，完成市级目标的54％（市级目标

1000亿元）。目前，招商集团、国际招商
公司、利民园区、江南园区四个公司共有
在谈成熟项目 53 个，拟总签约金额
678.97亿元。

在全力招商引资的同时，新区加大
项目建设力度。2021年，新区江北一体
发展区春季计划开复工项目86个，其中
新开工项目26个，复工项目60个。截
至目前，已开复工项目75个，新开工项
目 15 个，复工项目 60 个，开复工率

87％。
据介绍，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上半

年招商成果，新区将对招商活动中的签
约项目，加快推进落地。目前，全区各相
关部门正在全力服务大项目，确保中铁
建、西湖小镇等一批重点项目8月底前
按计划如期开工建设。同时，继续深挖
项目源，谋划新项目，全面完成年度招商
工作任务，也为明年招商及产业项目建
设工作做好项目储备。

文/摄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在许可证快到期的时候，企业仅被

提醒确认信息，随后就在不知不觉中，
被政府部门主动续证了。近日，哈尔滨
新区试行的“无感续证”审批新模式赢

得企业点赞。
“没想到许可证换证能这么办，而

且还办得这么快。在我们企业还没有
意识到许可证要到期时，新区行政审批
部门就提前进行了提示和征求意见。
当我们咨询如何准备申请换证材料时，
审批局工作人员说不需要企业准备，我
们只要确认信息就可以。什么都不用
准备、一次都不用跑，许可到期日我们
就收到了快递公司送来的新许可证。”
哈尔滨完达山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代表
激动地说，作为哈尔滨新区第一家体验

“无感续证”的企业，他们真正感受到政
府部门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
这种换证方式是企业想都没想过的一
种全新审批体验，由衷地为新区的服务
模式和办事速度点赞。

据悉，哈尔滨新区行政审批局近日

试行推出的“无感续证”开启了“无感”
审批新模式，是疫情防控形势下“零接
触”办事新举措。“无感续证”即通过系
统自动研判、主动推送、数据共享应用
等，实现企业办理许可证延续或换证时

“无需主动申请”“无需提交材料”“无需
来回跑腿”，在“无感”体验中即可完成
更换许可的服务模式，推动了政务服务
由被动申请向主动服务转变，真正将以
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做细做实。

目前，新区“无感续证”正处于试行
阶段，首批选取“生鲜乳收购许可延续”
和“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延续”2个事
项纳入“无感续证”试运行范围。新区
将根据试运行情况逐步拓展适用范围，
成熟一批公布一批，逐步将更多事项纳
入“无感审批”适用范围，给企业和群众
带来更多更好的政务服务体验。

零材料 零跑腿

新区试行“无感续证”审批新模式

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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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举措
化解消防验收“尴尬”

新区变中突破
为企排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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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药品安全监督员
发放“老年人通行卡”

严字当头
共筑新区
“防疫墙”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招商引资

碧水蓝天，鲜花盛开，荷花漫池，鸟儿鸣叫……哈尔滨文化中心湿地公园的别样景致，吸引人们前来赏景。
湿地公园里有白桦、水曲柳和蒙古栎等乔木，有蛇目菊、黑心菊、蓝亚麻等野花组合，有以千屈菜、芦苇、香蒲等为主

的湿生及水生植物，加之原生态湿地中独有植物塔头等……植物景观丰富多样，令人流连忘返。 本报记者蒋国红摄

丁峰委员：

为未成年人撑起
网络安全“防护伞”

委员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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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事既有建筑改造消防
审批过程中，我们发现建筑建成
年限和改造情况各不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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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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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破解难题 成为全国试点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近
日，作为哈尔滨新区的首个产业导
航项目——哈尔滨新区复合材料产
业专利导航项目顺利结题。哈尔滨
新区将会以此产业导航项目作为开
端，将专利导航融入到更多的产业
中，为哈尔滨新区产业定位、产业创
新资源配置等决策提供信息支撑。

据悉，此次项目由松北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主导，哈尔滨市阳光惠
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简称阳
光惠远）受托完成。哈尔滨新区复
合材料产业专利导航项目于2020
年6月18日正式签约，主要是针对
复合材料相关领域，从产业分析和
专利分析两条主线切入，从宏观角

度将复合材料相关专利信息与行业
发展现状、发展趋势、政策环境和市
场竞争等信息深度融合，明晰产业
发展方向，梳理复合材料产业链条
发展脉络。

据了解，经过详细的调研、检
索、分析，阳光惠远完成了哈尔滨新
区复合材料产业专利导航报告。

本报记者 沈丽娟
从保障高铁建设的冬季施工，到风力发电机

组的自动灭火系统，这些都离不开一个特殊行业
——自动化消防设备。2001年，吴景涛凭借着对
消防事业的一腔热忱，做了自主创业的重大决定，
成立了黑龙江捷迅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投身行
业消防的深度研发，开启了研、产、销、服一体化的
综合经营模式。

创业 从一个小目标开始
吴景涛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

实走到今天，从自筹30万启动资金到如今的年
3000万元以上的销售额，企业员工也从最初的6
人发展到近百人。吴景涛说，“消防设备属于特殊
行业，我们企业的发展是从一个个小目标实现的，
稳扎稳打。”

一年365天，吴景涛有200多天在路上，虽然
身为公司的老板，但他一直亲自与客户对接，做深
度的技术交流。“只有了解客户的需求，才能做出
更好的产品，所以我必须奋战在第一线。”虽已年
过半百，但吴景涛依然保持着年轻人的冲劲和闯
劲。

自动消防系统 勇闯“世界之巅”
吴景涛自豪地告诉记者，在世界最高海拔风

电场——西藏措美县哲古分散式风电项目中，装
备了黑龙江捷迅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技术先
进、功能强大、性能稳定的“高原型陆上风机自动
消防系统”。2021年6月6日，东方电气为该项目
研制的2.X-131型永磁直驱风电机组顺利完成
吊装，机位海拔高度5060米，机组轮毂中心海拔
高度5150米，是目前世界安装海拔高度最高的风
电机组，这是东方风电勇担“碳达峰”“碳中和”宏
伟目标使命，推动新能源发展的又一重大成果。

2019年9月25日，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我国首台10兆瓦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在中国三峡
福建产业园——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福建生产
基地顺利下线，这是目前全亚洲功率等级最大、叶
片最长的抗台风型海上风力发电机组。

走出国门 为新能源发展助力
2021年6月4日，装载着越南宏秀陆上风电

项目首批机组的一辆辆重卡，驶往天津港发往越
南，在那里安家落户。随着东方电气自主研制的
风电机组首次批量出口海外，黑龙江捷迅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的“全英文陆上风机自动消防系统”
也开始随之走向国际市场。

吴景涛介绍，通过多年的技术研发，捷迅在今
年又推出了一款专门针对半直驱风力发电机组的
风机自动消防系统。结合多年的经验，又研发了
一款安消风机视频监控系统，和风机自动消防系
统进行联动。现在公司在哈尔滨新区江南园区高
新技术开发区的四层生产经营场地已经远远不够
用，公司还要继续扩大生产车间，增加新的自动化
设备，以保障新产品的投产。争取让风电行业的
广大用户都能用上这款先进、可靠的“风电专用火
灾报警及灭火控制器”，为新能源行业发展作出更
大的贡献。

黑龙江捷迅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吴景涛

锚定目标 勇闯市场

创业者说

文/摄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先行先试，敢创敢试。当企业因新旧规范更迭、户门及安全出口净宽度问题在消防验收中遭遇难
题，不仅影响正常发展，甚至遭受巨大损失时，哈尔滨新区主动作为，勇于担当，积极借鉴先进地区经验，
紧紧围绕为企纾困解难进行制度创新，接续推出全省首创、全国领先的做法，为构建新区良好营商环境
增添砝码。

“不仅顺利通过了二次装
修消防验收，而且仅两天时间，
我们就拿到了电影放映许可
证，简直像做梦一样。”日前，金
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华北
区总经理董伟在向记者讲述企
业的遭遇时非常激动。

2019年末，位于哈尔滨新
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大学城的金
逸影视文化中心项目及入住商
户进行室内二次装修，在申请
二次装修消防验收时却遇到

“尴尬”。
这个尴尬来自我国消防有

关规范的更迭。新规范执行，
旧规范同时废止。原本主体工
程竣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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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将整栋建筑完全按现行规范
全部改造。

2020年9月，他敲开新区
相关领导办公室的门。“这不是
企业自身的问题，是系统问题，
要想办法解决。”这个回答让董
伟十分欣慰。

当时，杭州、南京等6个城
市已针对此问题出台相应政
策，为此哈尔滨新区审批局会
同区住建局一起南下，各地奔
走取经。

“没想到，仅3个月，新区
便形成了既有建筑消防改造工
作指南，有效解决了既有建筑
消防改造因新、旧规范更迭产
生的问题。”董伟感慨道，领导
干部敢于担当，急企业之所急，
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的优势在
哈尔滨新区又有了新的体现。

急企业之所急
高效助企纾困

新区首个产业导航项目顺利结题

“仅仅因为0.35米，我们的项
目就将通不过消防验收，面临不
能及时交付的问题，后果难以想
象。”回想起陷入僵局时的状态，
哈尔滨新区华润万象府项目总经
理赵德强仍心有余悸。

计划于今年8月末交付的哈
尔滨新区华润万象府项目在消防
验收中却遇到了难题。由于该项
目建筑设计时分户防火门和安全
出口的图纸标示尺寸均为门洞口
尺寸，门洞口施工完成后，按照洞
口尺寸选择防盗、隔声或兼具防
火功能的防护门作为户门（安全
出口门）时，因门框、门扇厚度等
原因致使剩余净宽度为0.865米，
不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

“净宽度不应小于0.9m”的规定。
这意味着项目不能通过消防验
收。

“多亏新区行审批部门积极
召开高水准的专家论证会，以专
家论证会的意见为佐证，为我们
通过了消防验收。”赵德强说，今
年8月 8日，项目通过了消防验
收，压在他们心中的大石头彻底

落了地儿。
“住宅建筑分户门及安全出

口净宽度不足的问题普遍而又
突出，仅我区范围内就涉及8家
开发商的十几个项目，且此类
项目都已经施工完成，达到入
住使用条件，整改需要投入大
量资金甚至会出现改变建筑结
构等实际困难，影响我区营商
环境的同时也存在大批业主因
延迟进户而产生的不稳定因
素。“刘惟乔告诉记者，为解决
这一共性痛点问题，2021 年 6
月11日，新区审批局、住建局联
合向省住建厅、新区相关领导
作出汇报，并得到大力支持后，
邀请国家级和省级专家，成功
组织召开了住宅建筑分户门和
安全出口验收净宽度专家论证
会。论证会最终形成的意见之
一便是将入户门最小净宽度调
整为不小于0.8米。

专家权威，依据充分，意见可
行。能解决十几个项目的共同难
题，新区相关部门认为，这样的努
力和担当是值得的。

以专家论证背书 直击痛点难点

创新举措 化解消防验收“尴尬”

新区变中突破为企排忧

董伟（右）拿到电影放映经
营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