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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称

“以照为主、承诺代证”改革新模式

中小学教师“区管校聘”改革

“互联网+社会基层治理”赋能街道服务管理创新

创新打造定制服务 助力北药产业发展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构建信用监管新格局

创新产业供地方式 助推自贸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立“一支队伍管执法”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

优化加工贸易料件消耗申报核销管理

网络货运赋能跨境多式联运 助推外贸降本增效

“跨境多式联运+供应链平台”创新模式助推普惠金融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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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黑龙江）自由
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
自挂牌运行以来，重点
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
医 药 等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建设对俄罗斯及东
北亚全面合作的承载高
地和联通国内、辐射欧
亚的国家物流枢纽，为
东 北 振 兴 注 入 源 源 活
力。

这是位于阳明滩大
桥上的中国（黑龙江）自
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
区“大门”。 新华社 发

3 月 5 日，新
华社“镜观·领航”
推 出 的《聚 焦 两
会·落实部署见真
章》专栏中，报道
了自贸区哈尔滨
片区“有序推进科
技、金融、文化旅
游等现代服务业
和寒地冰雪经济，
打造东北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的
增 长 极 和 示 范
区”。自贸区哈尔
滨片区的嬗变，是
黑龙江向着高质
量发展新征程坚
定前行的缩影。

——编者

自贸区哈尔滨片区

加快打造东北振兴“增长极”和“示范区”
聚焦全国两会

书写新区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新区战略性
新兴产业
迈上新高地

今日看点

牢记嘱托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9日，
一列满载着50个集装箱空调机的“龙
海号”哈俄班列在新香坊哈尔滨国际
集装箱中心站缓缓驶出，一路向北
9600公里，预计14天后抵达目的地俄
罗斯首都莫斯科，这趟哈俄班列搭载

了 50 个集装箱的美的空调机，货重
540吨，货值约1425万元。

据悉，该班列由自贸区哈尔滨片
区内企业哈尔滨俄运通科贸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俄运通公司）运营。据该公
司总经理张爽介绍，“龙海号”哈俄班

列全线覆盖哈尔滨新香坊站—满洲
里、绥芬河—俄罗斯全境，采取整列、
零散相结合的发运方式，且实现双向
往返运输。铁路部门为确保班列顺利
开通，优化运输方案，减少列车运行等
待时间，为“龙海号”哈俄班列计划年

开行 100 列行提供保障，运输时效缩
短6至8天。

目前，通过俄运通“哈俄班列”运
输和权属龙链通外贸服务平台，外贸
企业综合成本可节省 30%以上，提高
工作效率60%以上。

首趟“龙海号”哈俄班列开行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3月11
日上午，自贸区哈尔滨片区2020年度十
佳创新实践案例发布会举行。哈尔滨市
委副书记、哈尔滨新区党工委书记、自贸
区哈尔滨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代守仑出席会议并讲话。哈尔滨新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自贸区哈尔滨
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王铁
立出席会议。省商务厅、省营商局、冰城
海关等中省直单位分管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代守仑提出，要坚定发展信
心，在聚焦创新上做文章。聚焦创新要
把着力点放在模式创新、战略创新和共
赢创新上。在模式创新方面，要实现中
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三个片区联
动发展，握指成拳，形成合力，放大优
势。在战略创新方面，要认真学习国家、
省发展战略，寻找自贸区哈尔滨片区的
创新点和制高点。在共赢创新方面，要
把市场主体的难点、痛点和堵点，作为政
府创新的着力点，推出企业有利益、自贸
区有发展的创新举措。要深度优化营商
环境，在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基础上，让
优化营商环境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做到

“一次做好”。
会上，十佳创新实践案例获奖单位

对案例进行讲解，案例评选组组长对十
佳创新案例进行点评，相关领导为获奖
单位颁奖。

据悉，自贸区哈尔滨片区设立以来，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不断推出差异性、集
成性、首创性的改革创新，共探索推出
50项创新实践案例。日前，经专家评
审，片区确定了2020年度十佳创新案
例，这十佳案例均为全省首创，有的还处
于全国领先地位。

全国率先试行的“‘以照为主、承诺
代证’改革新模式”创新案例，从最贴近
百姓生活的住宿、美容、美发、洗浴四类
小型公共场所入手，将原本要经过受理、
审核、现场核查、审批等环节才能拿到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从15个工作日
降为了“零”，大大缩短了办理时限，激发
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中小微企业的创业
活力；全省首创的“自贸区哈尔滨片区创
新产业供地方式 ”创新案例，告别产业
用地供应50年“一刀切”的惯例，建立弹
性年期出让、先租赁后出让和长期租赁

或短期租赁的产业用地供地方式，增强
产业用地供应的灵活性，降低企业用地
成本，提高产业用地供应效率。

此次发布的10个创新实践案例，涵
盖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制度创新性强、市

场主体反映好、系统集成特点突出，具有
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示范意义。系
列改革创新极大地优化了自贸区哈尔滨
片区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2020年片区内新增市场主体4241户，
同比增长27%。

自贸区哈尔滨片区全省打样

2020年度十佳创新实践案例公布
代守仑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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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内，一栋房顶布
满冰川、4只北极熊在冰川上行走的极
地建筑就是北极熊酒店。该酒店最核
心的建筑特点是酒店与北极熊馆合二
为一，正是这种布局，才实现了让入住
客人体会到24小时与熊相伴的快乐。

进入酒店，记者看到，酒店所有房
间以北极熊生活区为圆心，环绕而建。
推开酒店客房门一刹那，记者仿若走进
冰川世界。据悉，这里的房间装饰分为
多个主题，有的是极地冰川主题、有的
是北欧风情主题。透过房间的强化玻
璃墙，可以清晰地看到两只北极熊正在
玩耍。

走出房间，来到餐厅。餐厅地板是
强化玻璃，餐厅一侧是大大的玻璃幕
墙。这时，刚刚还在打闹的两只北极熊
闲庭信步来到餐厅地板下，其中一只扒
着墙壁站起来仰头向上看，与正在俯身
观看的记者刚好打了个照面。北极熊
镇定自若，记者心跳加速，不是害怕，而
是有一种要伸手摸摸它的冲动。

据哈尔滨极地公园企划经理张继
伟介绍，餐厅地板是用5层强化玻璃制
成，安全可靠，顾客用餐时可以360度
观赏北极熊。每个客房安装的也是强
化玻璃，可以无死角观看到北极熊的生
活常态。

北极熊酒店的主角当然是北极
熊。驯养师赵子嘉告诉记者，这里生活
的两只北极熊是兄弟俩，而且性格迥
异，大熊大宝，比较憨厚；二熊笨笨，比
较机灵、霸道。北极熊非常聪明，爱玩
爱闹，尤其晚上睡觉时姿势多变，憨态
可掬。

参观完北极熊酒店，记者来到北极
熊馆。这里真实还原北极场景，游客不
仅可以看到陆地霸主PK角逐，还可以
体验喂北极熊吃美食的极致感受。为
了给游客增加更多的体验感，北极熊馆
还修建了高科技3D立体互动区，游客
身影从互动屏幕前闪过，屏幕上的海豚
就会飞身而出，溅起一片片水花。小朋
友也可以走向前，挥动小手，让海豚跃
出水面。

同时，北极熊馆修建了室外阳光
区，北极熊可以到露天室外，溜冰、玩
雪、晒太阳。

据悉，全球首个北极熊酒店是由俄
罗斯著名设计师科济连柯·娜塔莉亚·
叶弗列莫夫娜（太阳岛太阳门设计者）
与日本著名主题公园设计师宫岛修二
联手设计。2021年1月，北极熊酒店以
创意、外观、建筑、体验感多方面的突出
表现，在中国冰雪旅游发展论坛上入围

“十大冰雪时尚”项目。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日前，
哈尔滨新区医疗机构疫情防控提
档升级项目正式签约。该项目向
社会公示招标，签约仪式上，中标
的11家单位分别与区卫生健康
局签订供货协议。

据悉，该项目投资 5016 万
元，主要为新区10所基层医疗机
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卫
生院购置医疗卫生和疫情防控设
备。

该项目实施后，将有效解决
基层医院部分设备短缺老旧的现
状，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医疗
技术水平和疫情防控能力。

新区医疗机构
疫情防控提档升级

本报讯（记者薛婧李爱民）记者从
黑龙江招标网获悉，中国（黑龙江）自由
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D-05-21-01
新区中心公园（南区）（北区）改扩建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松北区城市管理和行
政综合执法局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进
行公开招标。

据悉，哈尔滨新区中心公园2017
年建成，公园位于松北区中源大道与

江安街的交口处。该公园有篮球场、
网球场、乒乓球台和各种锻炼器械及
1500米长的塑胶跑道。

依据招标文件，新区中心公园（南
区）改扩建项目规划范围东至江安街，
西至祥安北大街，南至中源大道，北至
发生渠。该项目改造内容包括无障碍
设施改造工程、湖底防渗工程、老旧设
施改造工程和铺装工程，扩建包括景

观工程、建筑工程（含服务用房、管理
用房、公厕、景观构筑物）、给排水工
程、电气工程、电采暖工程。

新区中心公园（北区）建设规划范
围西至祥安大街，北至龙川路，南至发
生渠。该项目主要包括景观工程、建
筑工程（含服务用房、管理用房、公厕、
景观构筑物）、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
电采暖工程。

新区中心公园新区中心公园
要扩建了要扩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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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时时可
以看到北极熊嬉
戏玩耍；夜里，隔
窗与北极熊“同
眠”；用餐时，北极
熊就在你脚下漫
步……这个神奇
的地方就是由哈
尔滨极地公园斥
资亿元打造的全
球首个北极熊酒
店。3月12日，这
里与极地公园同
步投入运营。

北极熊酒店冰川特色的房间

本报讯（徐春雨 记者沈丽
娟）日前，松北区春季城乡环境卫
生和容貌秩序整治工作全面启
动。

截至目前，区城管办共检查
督办问题589件，全区各街镇共
出动人员3700余人次、机械40
余台次，清理残雪堆、炉灰堆、垃
圾杂物近2000余立方米。据悉，
本次整治行动将持续两个月，重
点整治城乡接合部、沟河沿岸、铁
路和四环沿线环境。

春季城乡环境
专项整治启动

集装Ji Zhuang

本报讯（田宇光记者蒋国
红）日前，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
松北大队以全媒体、多平台全程
直播的方式开展消防“火焰蓝知
识课堂”暨线上消防宣传培训活
动。辖区各街镇社区、校园、复工
复产企业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居
民业户等相继参加直播和互动，
累计100.3万人次观看参与。

“消防安全第一课”，对企业
复工复产应从严落实各岗位消防
安全职责、认真组织火灾隐患自
查自改、保证“生命通道”畅通、确
保消防设施好用、定期组织消防
安全培训等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进
行专题授课；对校园开学后应如
何加强日常火灾防范等进行宣
教；以情景再现讲安全，播放消防
安全警示短片，并在线以案说
法。

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松北
大队将依托“火焰蓝直播间”形式
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广泛动员全
社会关注消防、参与消防、支持消
防，不断提升全社会的火灾防御
能力，筑牢火灾防控“根基”。

100.3万人次观看

松北“火焰蓝”
直播间火了

本报讯（记者樊金钢）10日，哈尔
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
公室发布《关于全面有序恢复经营性
场所公共场所和活动的通知》。

目前，哈市疫情防控形势持续稳
定向好。为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经专家评估，哈市指挥部决定，自3
月12日零时起，经营证照齐全、符合疫
情防控要求的麻将馆、歌厅、舞厅、游
戏厅、网吧、剧院、洗浴等公共场所，足
疗、酒吧、球馆、健身房、按摩院等休闲
健身场所以及各类线下教育培训机

构、室内儿童娱乐项目等可有序恢复
营业。经审批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演
出、赛事、集会、庆典等活动可有序恢
复开展。宗教场所恢复对外开放，集
体宗教活动可按疫情防控要求有序恢
复举办。婚事和丧事从简举办。

哈尔滨全面有序恢复
经营性场所公共场所和活动

今日
零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