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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共哈尔滨市松北区委四届十次会议上的报道

开展经济监测专项行动
成立经济监测专班，建立四上

企业指标“周监测”制度，并按行业
强化扛标单位的主体责任，建立预
警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各行业、各
企业存在问题，保障重点行业和企
业的规模不减、订单不降，促进产能
再提升、收入再提高。

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
成立优化营商环境专班，制定

企业“问题清单”制度。重点围绕产
业项目前期工作、项目建设、日常经
营等问题进行台账式管理，坚持问
题导向，坚持“一业一策”“一企一
策”，用好新区先行先试的政策、用
活新区能复制皆复制的手段，有针
对性地为企业出谋划策，解决企业

“爬坡过坎”和“临门一脚”的关键问
题，以实际举措优化营商环境，践行

“亲清”政商关系。
开展清理整顿专项行动
成立清理整顿专班，围绕僵尸

企业问题、合同协议问题、闲置土地
问题以及入驻孵化器标准问题，开
展专项清理整顿工作。

开展国资国企改革专项行动
成立国资国企改革专班，制定

国资国企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实现
国资国企改革由财政收支向资本运
作方向转变的部署，合理划分和分
配资产，组建建投集团和创投集团，
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在授权经营、
选人用人、公司治理、混合所有制改
革、中长期激励等方面，大力实施综
合性改革。

开展园区管理专项行动
成立园区管理专班，针对当前

园区定位和管理问题等开展专项行

动，对全区产业园区进行重新规划
设计，做强国家级园区、培育好特色
园区，切实做到园区管理专业化、精
细化。

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
成立安全生产专班，把安全生

产工作持续紧绷起来。重点整顿高
风险场所，采取台账式管理，把责任
扛起来，对那些破坏资源、污染环境
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依法
关闭。

开展产业规划专项行动
成立产业规划专班，深入分析

研判新兴产业发展趋势，梳理全国
“头部企业”，形成《哈尔滨新区产业
发展战略研判报告》，对新区未来产
业发展提供明确的、可操作的意见，
把经过研判锁定产业明确下来，绘
制清晰的产业链图谱，并落实“链长
制”，确保下一步招商引资指向明
确、重点清晰。

开展政策落实专项行动
成立政策兑现专班，由专人负

责政策兑现，及时精准兑现，争取最
大政策效用。要结合产业规划和产
业图谱，提前研判产业政策，充分借
鉴先进地区经验，围绕特殊案例建
立案例库，围绕普遍案例制定政策
包，逐渐完善、修正新区的政策体
系。

开展招商引资专项行动
启动招商引资标准流程创建工

作，明确招商引资“前、中、后”三个
阶段的必要环节。实施招商队伍

“二元制”，选优配强专业招商队伍，
建立一批懂政策、懂市场、懂产业、
会算账的招商人才梯队，不断提高
招商实效；要紧盯全年招商引资协

议额超千亿的工作目标，抓好西湖
电子、中铁建、东方雨虹等项目落
地。

开展谋划核心专项行动
产业规划专班要对核心企业单

独开展系统研究，制定核心培育方
案。明确提出新区需要什么样的核
心产业、需要什么样的龙头企业。
坚持在存量中谋划核心、在增量中
锁定核心的思路，瞄准500强企业、
央企国企、产业“头部企业”进行分
析研判，拿出具体的“建核心”计划。

开展上市企业及科技企业培
育专项行动

按照“上市一批、培育一批、储
备一批”的思路，选取意向企业纳
入上市企业后备资源库，制定工作
计划和企业上市工作进度表，确保
问题有人管、能落实。成立科技企
业培育专班，在全区科技企业中培
育未来产业核心。启动“哈尔滨新
区青苗计划”，全面梳理新区专精
特新、科技小巨人、单项冠军、瞪羚
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及时评估研判
潜力型企业和苗头性企业，给予重
点关注，建立跟踪培育机制。

开展政府投资和债券项目专项
行动

成立政府投资和债券项目专
班，建立政府投资和债券项目台账
和进度表，加强项目全过程指导；强
化跟踪督导，随时梳理问题、解决问
题，按照时间节点、任务要求，检查
项目进展情况。各项目责任单位要
扛起主责，切实解决制约项目开工
建设的瓶颈问题，保障项目尽快开
工建设、早日建成达效，按时按量拨
付资金，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强存量扩增量建核心

哈尔滨新区启动产业项目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一切围着产业干、一切围着
项目转，以产业项目建设带动高
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记者在25
日召开的中共哈尔滨市松北区委
四届十次全会上获悉，为学习贯
彻落实省市全会精神，结合新区
发展实际，牢固树立“产业兴区、
项目强区”的发展导向，即日起，
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将围
绕“强存量、扩增量、建核心”的战
略内涵，迅速启动由12个专项行
动组成的“百日攻坚”行动，紧紧
抓住产业项目这个“牛鼻子”，把
全区的工作重心聚焦到产业项目
建设中来、聚焦到招商引资工作
中来，牢牢把握住创新发展的主
动权，奋力开创哈尔滨新区高质
量建设发展新局面。

据介绍，哈尔滨新区江北一
体发展区之所以能够实现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持
续“领跑”全市全省，最重要的是，
近两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始终把产业
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作为推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抓手，整合各
方资源，凝聚各方力量，加快形成
了助力项目建设、释放产业集聚
效应的强大合力。当下，为了抢
抓项目建设“黄金期”，新区顺势
启动由12个专项行动组成的“百
日攻坚”行动，在责任上再加码、
行动上再加速、措施上再强化。

据悉，今年上半年，哈
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280.3亿元，同
比增长 14.1%；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105.9亿元，同比增长25%；实现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01.6亿元，同
比增长14.6%；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94.7亿元，同比增长 30.3%；完
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8亿元，同比
增长 14.8%，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
双位数增长，综合指标考核位居全
市第一，全区经济发展呈现出高
开稳走、快速增长态势，有效发
挥了增长极的辐射引领和带
动示范作用。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长发村花菇种植大棚长发村花菇种植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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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村花菇大棚建起来后，范松玲带
领技术团队，每栋大棚移好菌棒，传授孟凡
志给菌棒注水、调整大棚温度和湿度等种
植技术。齐占君更是天天都要来大棚“瞅
一瞅”。

“出菇了！”今年5月初，长发村大棚头
茬花菇产出，孟凡志就尝到了甜头：“菇一
下来，外地客商主动上门来收，6、7公分大
小的菇，一元一个，在网上也卖了2万元。”

因为种植期没结束，还没具体算账，但
孟凡志对于盈利已是信心满满：“按照跟公
司约定分成算，头两茬已经回本，从这第三
茬都是纯赚了。”

孟凡志还没算清的账，几个月下来，
“旁观”的齐占君已经算得明明白白了，“一
个棚占地半亩，大约1万个菌棒，每个棒5、
6茬下来产菇2斤左右，能卖20元，除了成
本，每个菌棒利润10元，一个棚利润就是
10万元。半亩地要种玉米，就算年成好，
一年也才800元左右的收入，这算下来利
润翻了百倍还多呢。”

“种花菇，守家待地的，收入还多！”眼

见几茬花菇卖出好价钱，长发村村民就动
了心，不少人找到村里，咨询种菇情况。

“村里正筹划跟国菇公司进一步合作，
保守说也有100户村民、200栋大棚的规
模，效益非常可观。”对于未来，作为长发村
里的“带头人”，齐占君表示，村里今后将把
花菇推广给广大村民，扩大规模，帮助村民
发家致富。

长发村的成功，也进一步坚定范松玲
“南菇北移”的信心，目前，她不但自己在哈
尔滨新区安了家，也把浙江的亲戚带来了
好几户。“黑土地辽阔，家家房前屋后闲
置土地都能种菇，发展潜力大，除了菌棚，
还要建冷库、深加工工厂，我们将以新区为
中心，打造省级食用菌及花菇产业集团，让
冰城花菇走出黑土地，畅销全世界。”她
说。

“钱景”无限 产业发展有后劲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8月20日哈尔
滨市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
作指挥部第27号公告》后，24日，记者在新
区影院、健身房、夜市走访时了解到，在暂
停营业半个多月后，目前各大娱乐健身场
所重新恢复经营的一周内，营业额已经逐
步恢复到关闭前的七成以上。

24日11时许，在位于中源大道上的
LIKING健身连锁机构，一些背着健身包的
会员走进健身房的大门，重新开启“撸铁”
模式。正在进行器械训练的健身会员小杨
告诉记者，“20号收到健身房的通知，健身
房恢复营业了，就迫不及待来锻炼了，每天
大汗淋漓很过瘾。”

21日，影院刚刚恢复营业的首个周
末，就迎来了不错的票房。记者从万象影

城哈尔滨IMAX激光店了解到，该影城从
20日开始恢复营业，21日、22日恰逢周
末，不少年轻情侣、一家三口一起来观影，
票房已经恢复到暂停营业前的80%以上。

据该影城负责人栾竹林介绍，由于受
全国疫情影响，很多暑期档大片纷纷改档，
8月末9月初将陆续有国际大片定档上映，
预计票房收入会比较可观。

24日下午16时许，在位于学海街上的
军安夜市，恢复了往日的喧嚣。据了解，军
安夜市21日恢复经营，经营期间严格执行
防疫“三宝”（扫码、测温、戴口罩），市场区
域实施软隔离，由市场管理员分三次（开始
前、经营中、闭市后）地毯式消杀，为辖区居
民营造一片出门放心，购物舒心，生活安心
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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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电影院、健身房、夜市
有序恢复营业

本报讯（记者晁元元）8月20日哈尔滨市发布的《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第27号公告》中，关于“在严格落
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的指示，哈尔滨大剧院目前已开票演出。

自9月起，精彩纷呈的音乐会、舞剧、音乐剧纷至沓来——9
月2日，哥德堡变奏曲——国际钢琴大师郎朗独奏音乐会将作
为此次复演的首场演出重磅呈现。此后，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芭
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天鹅湖》、音乐剧《面试》（中文版）、黎星工
作室舞蹈剧《大饭店》等观众喜闻乐见的舞台佳作将与冰城观众
见面。亲子舞台剧《熊出没之原始时代》《纸先生萨蒂》《彼得·
潘》等广受小朋友喜爱的儿童剧作也将在近期登场，除此之外，
克里斯蒂安·陆帕导演作品《狂人日记》、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大型杂技剧《战上海》、周一围主演的暗黑童话《枕头人》等剧目
也将陆续亮相，力图呈现2021年度多维而高质量的演出矩阵。

观众自进入剧院起，需全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尽量与其他
观众保持一米以上距离，配合工作人员测温，演出结束后需尽快
离场，以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剧场进行消杀工作。

解锁农民致富新密码

文/摄 本报记者 闫一菲

8月 23日是处暑节
气，这天清晨，伴着丝丝
凉风，松北区对青山镇长
发村村民孟凡志一头钻
进花菇大棚，开始麻利地
采摘起来，“头两茬卖得
特别好，这第三茬得抓紧
出货，订单可早早就签下
了。”

大棚中，一排排菌棒
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其
间，圆润饱满的花菇探出

“开了花的小脸蛋”，模样
格外喜人。这些自己精
心伺候长大的“小家伙”，
是孟凡志眼中致富的“金
疙瘩”，他逢人就夸，“这
可是范总从南方带来的
新品种、新技术，一年能
出6茬菇，品质和产量稳
定，效益特别可观。”

经过前期考察、洽谈，范松玲最后将花
菇项目落地在哈尔滨新区，“这里是国家级
新区，理念开放创新，对产业扶持力度大，
发展现代农业有优势。”

2020年 5月，在哈尔滨新区的帮扶
下，黑龙江国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种植示
范基地开土动工。从一开始，范松玲的思
路就特别清晰，“先建示范基地，免费培训
农户种植技术，种出产品包销，通过示范效
应，吸引更多的农民一起种花菇致富。”

花菇示范基地一有动静，就吸引了一个
人的目光，他就是对青山镇长发村党支部书

记齐占君，“当时正筹谋为村里引进立得住、
前景好的产业项目，正巧这花菇就来了。”

2021年3月，长发村村民们发现村东
头的闲置土地上拔地而起了10栋大棚，还
种起了花菇这种“稀罕玩意儿”。当时，虽
然看好花菇种植前景，但齐占君还是有顾
虑，“毕竟之前没接触过，先建10栋大棚，
看看一年下来到底能产多少菇，有多少效
益！”

挨家宣传花菇效益、开设免费技能培
训班……在村里和范松玲的一番努力下，
52岁的孟凡志成了村里“种花菇第一人”

建立示范基地 花菇项目落地新区

全面
复演

黑土地有优势
南方“山珍”北上

孟凡志在棚里忙乎着，来人跟他
打招呼，正是他口中的“范总”——黑
龙江省国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范松玲，专门来看这茬花菇长势情
况。“大小正合适，花纹也漂亮，正是
摘的时候……”二人在大棚里，边看
菌棒，边聊了起来。

“花菇是香菇中的上品，素有‘山
珍’之称，味道鲜美，营养价值较高，
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深受欢迎。”
范松玲是地道浙江丽水人，一直从事
花菇种植，随着花菇市场需求的扩
大，这几年她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光上海市场一天销量就一千吨，我
们当地资源有限，无法满足这么大的
市场。”

2020年，哈尔滨市政府到浙江
丽水招商引资，优惠的政策和突出的
资源优势，让范松玲决心北上，“南菇
北移，让事业再上新台阶。”她表示，
黑龙江气候温差大，适宜花菇生长，
黑土地肥，长出的菇比南方肉厚，口
感更脆，产量更高，而且不用打药，天
然有机，品质没得说，不愁卖。

孟凡志采摘花菇孟凡志采摘花菇。。

哈尔滨大剧院
佳作精彩重启

“小花菇”落户新区

南菇北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