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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6日，由
哈尔滨新区管理委员会、哈尔滨市科技
局、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主办，国际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发展与
前景高峰论坛在哈尔滨新区举办。

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喆出席
开幕式，参加亚欧第三代半导体科技创
新合作中心（中俄分中心）合作协议签署
活动，并为中俄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揭
牌。俄罗斯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奥
谢普科夫致辞，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哈尔

滨新区党工委书记代守仑致辞，哈尔滨
市委常委、副市长程晓明，哈尔滨市副市
长栾志成，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主任王铁立，哈尔滨市政府秘书长
方政辉，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相关领导参
加会议。

论坛期间，国际半导体产业专家学
者、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和企业家围绕第
三代半导体材料的应用与产业化、技术
发展趋势进行研讨交流，以促进国际第
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资源的交流与

合作为重点，探索建立亚欧从事第三代
半导体技术与应用研究的创新主体间实
质性合作的国际合作平台，为国家“十四
五”规划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会上，中俄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揭
牌，同时，哈尔滨市科技局、第三代半导
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与哈尔滨科友
半导体产业装备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签署了共建亚欧第三代半导体科技创新
合作中心（中俄分中心）合作协议。

代守仑在致辞中说，全球第三代半

导体产业刚刚起步，世界半导体产业格
局正处于调整重塑的黄金阶段，亚欧第
三代半导体科技创新合作中心（中俄分
中心）的成立恰逢其时。希望中心成立
后，能够放眼全球，充分释放辐射集聚效
应，坚持以技术成果转化、市场化、产业
化为目的，以国际交流与科技合作为重
点，建立技术创新网络，推动创新合作和
技术转移转化，并加速完成技术孵化，带
动相关产业发展，形成生产力，为我省的
半导体材料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国际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发展与前景高峰论坛在新区举办

中俄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揭牌

哈尔滨大剧院上演
大型史诗话剧《任务》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7日晚19时，由
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主办的哈尔滨市庆祝建党百年戏剧展演
——大型史诗话剧《任务》在哈尔滨大剧院
上演。

话剧《任务》以我省抗联老战士、原黑
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敏同志的生平为蓝
本，展现了这位革命女战士投身革命事业
波澜壮阔的一生。该剧力求回归戏剧本
体，用洗练的语言和诗化的舞台呈现，表
现出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守，对革命的忠

贞不渝，以及和平年代
继续革命、坚持党性的高
贵品格。现场观众被精湛的
演技、感人的剧情深深打动。

哈尔滨新区区直各部门共计100余人
现场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来自新区
的观众表示，这场史诗话剧深度还原了东
北抗联十四年抗战历史，激励着后来人承
前启后、接续奋斗，我们要把东北抗联精神
融入到建设新区工作实践中，奋力谱写新
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闫一菲）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发掘松花江北岸红色历史，弘
扬革命精神，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宣传部策划拍
摄了哈尔滨新区党史故事系列专题片《松江北
岸红色记忆》。

据悉，《松江北岸 红色记忆》系列专题片
共 8 集，拍摄历时近三个月，摄制组深入
1907年中国工人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
节活动纪念地（现今太阳岛西区全总（哈尔
滨）劳模技能交流基地纪念雕塑）、东北商船
学校旧址、牛甸子岛、呼海铁路管理局旧址、
扶轮学校旧址、原江畔小学等红色遗址，深度
挖掘历史记录、文献等历史材料；多次前往长
春影视基地、冯仲云故居等地拍摄。系列专
题片采用历史文献展示、场景影视还原、人物
访谈等方式，还原中国工人首次纪念“五一”
国际劳动节活动背后的情节，追忆冯仲云、罗
登贤、赵一曼、赵尚志、杨靖宇等革命英烈，讲
述发生在松花江北岸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
敌后斗争故事。

系列专题片第一集从哈尔滨新区红色旧
址东北商船学校和牛甸子岛展开，讲述了1931
年东北抗联名将冯仲云以数学教授身份在东
北商船学校，与侵略者斗智斗勇的故事。后续
系列片将于近期陆续分期上线，爱奇艺，《哈尔
滨新区报》，哈尔滨新区发布，哈报新媒体微信
公众号，“哈尔滨日报”官方账号，“松北红色记
忆”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均可观看。

《松江北岸 红色记忆》
系列专题片上线

本报记者
蒋国红 摄

谋发展信心倍增创未来真抓实干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在新区引发强烈反响

详见第2版

6家企业获
中央专项资金扶持

详见第3版

自贸区哈尔滨片区

交通升级
新区出行再提速

只需3分钟就可“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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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人工智能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
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我省尚处于
传统产业转型时期，急需新兴技术的
辐射与带动。”为此，松北区政协委
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九三学社
黑龙江省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
晓坤建议，在哈尔滨新区建立人工智
能研发总部基地，将哈尔滨新区打造
成哈尔滨市乃至我省的创新高地、应
用示范地和产业集聚地。

李晓坤说，新区建立人工智能研
发总部基地，可以吸引高校院所、科
研团队与机构、相关领域的骨干企业
加入。在总部基地内实现基地的硬
件和软件资源共享，多家团队共同攻
关软件应用开发、AI和机器学习等难
题，使灵感与创意的火花在交流合作
中碰撞，使新区人工智能研发总部基
地成为哈尔滨市乃至黑龙江省的创
新高地、应用示范地和产业集聚地。
随着人工智能企业相继入区，研发总
部基地也要加强与高校院所联合，做
到“产学研”相结合，如共建企业技术
开发中心、高校院所的教师和企业人
员进行合作研究、相互兼职、在职培
训、委托培养研究生等，强化研发总
部基地、高校与企业的合作。

“通过人工智能赋能产业的方式
增加新区人工智能研发总部基地、人
工智能企业与相关产业的合作，提升
传统产业竞争力，赋予传统产业新
生。”李晓坤建议，可将研发成果应用
于哈市传统产业，促进人工智能与其
他产业的交叉融合，呈现两头赋能、
双向延伸的特点。一方面可以拉动
相关算法、集成电路产业的建立与发
展。另一方面，可以赋能下游传统制
造业，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在
新区各领域打造“智能＋”，如智慧零
售、智慧出行、智慧金融等商业服务
以及智慧医疗、智慧政府、智慧教育
等公共服务，同时向智慧制造、智慧
农业等产业渗透。

李晓坤提出，加强新区人工智能
“新基建”建设。通过建设人工智能
“新基建”，使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渗透
于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新区
群众带来交通、教育、政务服务、医
疗、文娱等各方面智慧社区体验。同
时“新基建”的建立会带动大量的高
科技人才缺口，为人工智能企业与人
才带来发展的平台与机遇。

委员直通车

李晓坤委员：

加强新区人工智能
“新基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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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只需33分钟就可分钟就可““过过江江””

交通升交通升级级
新区出行再提速新区出行再提速

本报记者 邢汉夫

日前，哈尔滨地铁2号线已进入空载试运行阶
段，将于年内通车。这条由中心城区直抵哈尔滨新
区的地铁线路，有效将道里区、南岗区、香坊区与哈
尔滨新区紧密相连，加速推动哈尔滨新区交通升级，
出行提速。

地铁2号线辐射人口超过百万，江南江北产生
“同城效应”，将让快速发展的哈尔滨新区更具投资
吸引力。

近日，记者在哈尔滨地铁2号线松
北大学城站看到，站台内装修工作已接
近尾声，这里配备了可提供中、英、俄三
种语言的客服机器人，交互式可触摸多
功能显示屏、可实现人包快速通过的被
动式太赫兹安检仪、语音购票及票卡充
值等智能服务，大大提高了市民的购票
体验和效率。

“目前地铁2号线19座车站装修接
近尾声，正在按照交通运输部的要求，
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新车新线空载试运
行工作。”哈尔滨地铁集团2号线运营
分公司负责人王皓说。下一步，地铁集
团将组织全线低密度行车，进行调度、
通信、信号、车辆、乘务、车站等联调联
试，待各岗位人员通过充分磨合，熟悉
工作流程和作业标准后，严格按照初期
试运营标准开展工作，按照试运营时间
间隔进行列车“跑图”。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即将正式运营
的地铁2号线一期线路是全国首条线
网型智慧地铁，在哈尔滨新区设有松北
大学城、哈北站、大耿家、龙川路、世茂
大道、冰雪大世界及太阳岛共7站，将
哈北站、松北大学城及太阳岛、冰雪大
世界等哈尔滨新区最重要的对外交通
枢纽及旅游景区与江南主城区紧密相
连。

地铁2号线开通后从哈北站乘车
到哈尔滨站只需不到半小时的时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后冰城市民又增
加了一种“过江”方式！目前，市民如果
在公路大桥乘坐汽车去太阳岛需要20
分钟，而且要找停车泊位。地铁2号线
一期通车以后，过江隧道在冰雪大世界
站和人民广场站之间，列车以每小时
80公里的速度行驶，只需要3分钟就可
以“过江”。

2号线19座车站
装修接近尾声

“地铁一响，黄金万两”。即将于今年年内投入运营的
地铁2号线，对地铁沿线商业的促进作用不容小觑。对商
业项目而言，地铁带动的客流就是商场的潜“利”。地铁2
号线的开通将对哈尔滨新区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金
融服务等产业集群发展起到拉动作用，也将带动地铁沿线
周边个体经济的发展。

哈尔滨志华商城是哈尔滨新区内一家大型商场，由于
交通不便企业发展受到制约。“由于企业距离中心城区较
远，导致企业在招聘时，一些专业技术人才因为区域的原
因望而却步。随着地铁2号线即将开通的消息传来，目前
企业收到了大量技术型人才的简历。此外，还有很多大品
牌投来橄榄枝，希望能够入驻企业，这对企业发展无疑是
重大利好。”哈尔滨志华商城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地铁的开
通，让距离不再阻碍人才前来应聘，形象地说，它更像一条
传送带，源源不断地将人才、客户输送过来。

哈尔滨地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地铁2号线辐射人
口超过百万，江南江北产生“同城效应”，将让快速发展的
哈尔滨新区更具投资吸引力，必将掀起新一轮投资创业热
潮。

如果把地铁2号线工程看作一条连接主城区与哈尔
滨新区的主动脉，那么与地铁接驳的公共交通，则可以看
作这条主动脉周边的众多毛细血管。哈尔滨地铁2号线
通车后，将与智轨1号线及周边各条公交线路实现无缝换
乘，届时哈尔滨新区将形成“地铁+智轨+公交”的多维立
体交通网。

目前，哈尔滨智轨1号线已开始联调联试，智轨1号线
建成后，将与地铁2号线有效接驳。“我家位于松北区，每天
到香坊区上班，单程开车需要近一个小时，遇到堵车就不知
多长时间了，迟到是常事。等地铁开通后，我就不开车了，
上下班时间能缩短一半。”市民张女士说，地铁2号线的开
通将让沿线交通越来越畅达，百姓生活越来越便捷。

记者从哈尔滨市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哈尔滨地铁2
号线沿线所有站点100米内均有公交站点衔接，公共交通
与轨道交通接驳线路近百条次。哈市交通运输部门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行业管理部门还将对这些公交线
路进行进一步优化，形成地铁同公交互为接驳的崭新交通
格局，哈尔滨新区发展将会再次提速。

地铁沿线新区商企享红利

打造“地铁+智轨+公交”立体交通

地铁2号线松北大学城站。 本报记者 蒋国红 摄

市民在站内拍照。本报记者 蒋国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