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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在位于哈尔滨新区的龙江碳谷国

际合作智慧产业园放肤宁灌装车间内，
一支支放肤宁正在加紧试生产中。预
计春节前可达产2万支。

放肤宁生产线是黑龙江省碳谷工
贸有限公司（简称碳谷工贸）落地哈尔
滨新区后，科技成果转化结出的首颗经
济果实。

今年6月19日，身披印有“山海关
不住，投资进龙江”“唐山建华集团石墨
烯产业搬迁落户哈尔滨新区”等字样红
色条幅的大货车，满载着石墨烯生产设
备稳稳驶进龙江碳谷国际合作智慧产
业园。唐山建华实业集团就是碳谷工
贸的前身，是京津冀石墨烯龙头企业，
石墨烯产业发展实力居于全国同行业
前列，已形成了 30多项发明专利及
100多项非专利性专有技术。

落地半年，百余项科研成果梯次接

续转化，创新潜能加速释
放，石墨烯领域龙头企业
带动集聚效应锋芒显
露。

12 月 20 日，记
者走进龙江碳谷国
际合作智慧产业
园看到，半年前
还是一栋栋空置的毛坯楼宇，如今有5
栋已整装一新。在温暖宽敞的办公室
里，记者见到了黑龙江碳谷工贸有限公
司董事长孟英。

“我们已经在这里注册了5家公
司，5栋已经投用的楼宇主要用来生产
石墨烯、太阳能利用、医疗器械和消毒
用品、化妆品和食品、附属配套产品。”
孟英告诉记者，年产300吨石墨烯的生
产线正在组装中，石墨烯下游产品元素
水、烯锌抑菌膏及石墨烯功能布料生产
线正在加紧调试中，预计明年年初具备

投产条件。除了做石墨烯原材料的生
产，落地龙江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自主研
发的石墨烯下游产品接续转化落地，一
一推向市场。明年，碳谷工贸主要围绕
化妆品、消毒用品和医疗器械三大类，
将推出十余款产品，预计年产值将达2
亿元，将培育4个规模以上企业。

在将自身做大做强的同时，碳谷工
贸还是龙江碳谷国际合作智慧产业园
的“操盘者”，正有条不紊地按照园区发
展规划有序推进。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刘艳）记者从哈尔滨
冰雪大世界园区获悉，第二十三届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将于25日16时试营业。

本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门票价格
180元／张。同时，12月25日至27日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试营业期间，市民和
游客可享受100元／张的全民特惠票。

据悉，本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以

“冬奥之光 闪耀世界”为主题，向2022
北京冬奥会献礼。园区占地面积82万
平方米，景观建设面积40万平方米，用
冰用雪量23万立方米，将建造65组冰
雪景观，单体景观数量超百个，整体艺
术观赏性更佳。

据了解，本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以长达 550米的历史最长景观轴线，

布置各组冰雪景观，并将园区景观划
分为冬奥之光、五环圣域、闪耀之巅、
梦幻冰原、欢乐相聚、激情雪圈及雪山
飞扬等七大区域，通过大气磅礴的冰
雪景观、晶莹剔透的冰雕建筑、流光溢
彩的冰雪夜景、炫丽耀眼的灯光特效，
打造壮美的冰雪王国，传递冰雪冬奥
精神。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上午网
上申请，下午政务专递送达。日前，位
于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的黑龙江省
禾东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告知承
诺方式取得全省首张《食品生产许可
证》，实现了事前指导、主动帮办、当场
办结、邮寄送达的全流程不见面审批。

“‘两节’前，粮食需求骤增，我们有
意增加粮食加工品生产类别，扩大粮食
加工产量。疫情期间，新区审批局在了
解到我们的诉求后，抽调专人组成服务
小组，通过微信工作群与我们实时对
接，帮助我们解决在改造厂区、调整设
备布局、试制产品和系统申报中遇到的
困难，虽然全程没有见面，但新区的审
批服务一直在我们身边。我们今早才
在网上提交了申请，没想到当天证书就
送到了公司门口，审批局用实际行动向
我们展示了新区速度。”黑龙江省禾东
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感慨道。

据悉，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简化行政审批流程，
提高行政效率，根据深化“证照分离”改
革要求及《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在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
部分低风险食品生产许可实施告知承诺
制试点工作的通知》，自贸试验区哈尔滨
片区对10大类15小类低风险食品实施
生产许可告知承诺制。自贸片区管理局
审批服务处（哈尔滨新区管委会行政审
批局）主动与省局食品生产处开展业务
对接，积极探索告知承诺的审批流程。

据了解，选择告知承诺制的申请
人，在提交告知承诺书、申请书等资料
后，对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当场作出准
予许可决定，颁发《食品生产许可证》。
申请人在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后2个
月内，审批部门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
否属实进行现场检查。实行告知承诺
制后，简化了审批流程，大幅压缩了食
品生产许可法定时限，从原来的10个工
作日减少至当场发证，流程更简便、服
务更优质，极大地节省企业的办事时间
和人力资源。

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
告知承诺《食品生产许
可证》

第四季度

百余项科研成果梯次转化 明年产值预计达2亿元

碳谷工贸碳谷工贸 落地半年落地半年开花结果开花结果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12月22日，
松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1年
第八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哈尔滨市委副书
记、哈尔滨新区党工委书记、松北区委
书记代守仑主持学习并讲话。

代守仑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以强烈
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全会精神
的学习宣传贯彻。要把深刻领会“两个
确立”的决定意义作为根本要求，通过

集体学习、专家辅导、研讨交流、调研宣
讲、个人自学等方式，丰富学习形式，拓
展宣讲范围，着力在深学细悟、宣讲阐
释、贯彻执行上下功夫，推动全会精神
在新区深入人心、落地见效。

代守仑强调，要持续深化“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进各项
工作落实落细。要全面加强跟踪督导，
对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进行再梳理、再对
标。要探索建立长效机制，研究制定常

态化为民办实事制度和群众动态评价
监督机制，明确工作流程和责任，着力
构建系统化规范化制度体系，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情感认同。

代守仑强调，要讲理想、讲信念，不
断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之“钙”。用龙江

“四大精神”鼓舞斗志，做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要讲政治、讲
规矩，持续强化党的政治建设。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要讲初心、讲使命，时刻

牢记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利益
为重、以人民期盼为念，恪守为民情怀，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要讲
务实、讲担当，推进全会精神走深走
实。紧盯区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工作
目标，追求“全方位”发展，致力“高质
量”发展，力争跑出发展的“加速度”，以
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松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
席，并结合各自工作实际作了交流发
言。

学到深处 谋划长远 干在当下
代守仑在松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时强调

放肤宁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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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谷工贸碳谷工贸 落地半年落地半年开花结果开花结果
据孟英介绍，龙江碳谷国际合作智

慧产业园计划投资3.5亿元，将用3～5
年时间，依托石墨烯的科研成果，以百吨
级石墨烯生产线为基础，持续深度开发
石墨烯在储能、复合材料、生物医学、电
子光学、交通运输、节能环保、航天航空
等领域的下游应用产业，进而形成百亿
级以上产业聚集区。

“龙江碳谷国际合作智慧产业园作
为新区龙江碳谷的先导区、加速器，可以
承载25个项目，每个项目当利税达到亿
元时，就会迁出园区独立建厂。我们两
三年就能培育一个利税达到亿元的企

业。”孟英信心满满地说道。
从6月末生产线全部从唐山搬到新

区以来，孟英基本吃住在企业。他说，
新区在园内为企业提供已建成的厂房，
经过改造，即可投用，比自建厂房最少
节省一年半的时间，大大加速企业投产
步伐。疫情期间，因安全生产需要，公
司的30多名员工全部吃住在企业，全
力推进各个工序建设，冲刺明年年初全
面投产。

“哈尔滨新区高效、贴心的服务让我
们感觉有了强大的后盾。”孟英说，企业
还未整体搬迁完毕，新区就将扶持资金

先拨付到位，政府的诚信坚定了企业在
龙江发展的信心。落地后，新区时刻关
注企业发展，只要是企业提出的问题，新
区都会第一时间到位解决。譬如园区相
对城区比较偏远，新区交通部门主动给
企业开设了一条公交专线，实现公交与
地铁无缝接驳。根据未来发展，企业需
要设立4个子公司，在公司设立过程中，
新区招商集团派专人与审批部门直接对
接，审批部门积极服务，让企业轻松拿到
营业执照。特别是几天前，因疫情原因，
石墨烯生产线所需配件无法从唐山运抵
哈尔滨，新区专门协调给企业开了出城

证明，让园区车辆可以顺利上高速，顺利
运回所需配件。

边建设边开拓市场，龙头企业的“磁
吸”效应正在凸显。目前，碳谷工贸采取
的省级代理制销售模式已全面铺开，涉
及辽宁、内蒙古等6个省。同时，省内外
四五家石墨烯下游企业已与碳谷工贸洽
谈合作，准备入驻龙江碳谷国际合作智
慧产业园共同发展。与此同时，澳大利
亚与英国也有3家企业与碳谷工贸保持
密切线上联系。其中澳大利亚一家石墨
烯企业已确定与碳谷工贸开展石墨烯膜
材料合作。

（上接第一版）

记者日前来到太阳岛风
景区。风景区内的第一座雪
塑“雪域之门”映入眼帘，雪塑
上的少女，青春靓丽，浪漫灵
动，似在迎接着四海宾朋的到
来。

穿过“雪域之门”，才是真
正开启太阳岛雪博会之旅。
记者看到，“爆竹除疫”“财神
之路”“万物有灵”……路两侧
雪塑作品一一展露芳容，“雪
满春艳”“百年辉煌”也已雕刻
完成。

太阳湖上，矗立着本届雪
博会最大的雪塑作品“冬奥·
太阳岛之旅”。“本届雪博会主
题为‘冬奥之光 梦幻雪博’。”
太阳岛雪博会主塑设计师张
宁阁介绍，主塑长100米，高
30米，用雪量2.7万立方米。
它的整体设计元素以2022年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形象、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
融”形象以及哈尔滨地标性建
筑为主，营造了北国冰城哈尔
滨全民迎接冬奥、参与冬奥的
良好氛围。

令人期待的太阳岛雪博
会有哪些亮点？

“冰墩墩”高30米创历史
之最，是目前太阳岛雪博会有
史以来最大的卡通单体雪塑，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卡通
单体雪塑，雕刻难度很大。

游客可在主塑上穿梭游
玩，钻雪洞、玩雪滑梯，感受超
尺寸艺术空间带来的震撼。

游客除了可以体验冰上
自行车、滑雪圈等常规游乐项
目外，雪博会今年还设置了闯
关区域，丰富了游乐内容。

冰雪大世界冰雪大世界 太阳岛雪博会精彩纷呈太阳岛雪博会精彩纷呈

用最好的冰，打造出
最美的梦幻冰雪王国。
现场的每一块冰，都是晶
莹剔透的。

“保证冰块的品质非
常重要。哈尔滨有我国
最大的天然采冰场，就在
松花江畔。发源于长白
山和大兴安岭的松花江
水结的冰，干净透明。与
从湖里采冰相比，从江中
采冰能保证冰块体积更
大，非常适合建造大型冰
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孙
泽旻告诉记者，本届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以“冬奥之
光 闪耀世界”为主题，建
造了65组冰雪景观，单
体景观数量超百个。

看看霸气侧漏的主
塔“圣火之巅”。42米高
的主塔，融合了时空剪

影、奥运印记、冰雪圣火
三重设计理念，将历届冬
奥会的剪影融入其中，形
成时空矩阵，穿梭其中即
可亲身感受历届冬奥会
的风采。

感受 423米冰滑梯
“红外追光”。今年的超
级冰滑梯滑道长度达
423米，雪滑道长达327
米，均为历史最长。超级
冰滑梯在设计上加入了
红外追光互动，为游客带
来了强烈画面感和代入
感。

体验更多富有科技
感的互动项目。声光互
动世纪之钟、重力感应冰
面等项目利用声光、重力
等技术，全方位与游客互
动，为游客提供更为丰富
的娱乐体验维度和满足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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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有“冰雪之冠”
之称，而哈尔滨被誉为“冰
雪之冠上的明珠”。对于哈
尔滨来说，冰雪大世界不止
是一个景区，而是一张城市
名片，更是城市冰雪精神的
象征。

本届哈尔滨冰雪大世
界和太阳岛雪博会，还为游
客提供了更加暖心的服务。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在
极速冰滑梯旁增设全暖区
等候大厅，游客在排队等候
时不再寒冷和枯燥；哈尔滨
冰雪大世界和雪博会两园
间开通直通车，实现交通组
织的互联互通。

在出行方式上，今年又
多了一个选择。游客可乘
坐地铁直达哈尔滨冰雪大
世界和雪博会。乘坐地铁
到达太阳岛站，可选择2号
出口或3号出口。这两个地
铁出口距离太阳岛风景区
大门和售票处都非常近，大
约不到100米的距离。乘坐
地铁到达冰雪大世界站，可
选择3号出口，3号出口位
于冰雪大世界停车场内靠
近冰雪大世界大门不远的
位置，距离售票厅也很近。

盛装迎客盛装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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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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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巨
型
雪
塑

本报记者 刘艳
筑梦冰雪，助力冬奥。本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和太阳岛

雪博会有何精彩亮点？日前，记者走进建设现场一一揭晓答
案。

太阳岛雪博会太阳岛雪博会，，工人在现场忙碌工人在现场忙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澍张澍 摄摄

主塑主塑，，正在堆雪坯正在堆雪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澍张澍 摄摄

冰雪奇景

赴
哈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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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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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约
地
铁
直
达
出
行
多
了
一
个
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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