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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沈丽娟）日前，中共哈
尔滨市松北区第四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
会议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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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席会议并向全会作工作报告。代守仑总
结了2020年年初以来的主要工作成果，
部署下步的工作任务。

代守仑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专题会
对新区提出的新要求以及省市全会精
神，对照目标找差距，攻坚克难补短板，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
胜利”。

代守仑强调，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
重大成果，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序推进。
新一轮改革红利加速释放。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成效明显，全区97%的行政许可

事项划转至审批局，真正做到“一枚印章
管审批”；在全国率先试行“以照为主、承
诺代证”，四类小型公共场所实现“拿照
即经营、承诺即准入”。全国首创“一个
直属总队、五个战区”综合执法、系统治
理模式。教育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区
管校聘”、中小学“校长职级制”、中小学
校绩效管理规范化三项改革全面启动、
深入实施。

前三季度江北一体发展区经济运行
回稳向好，主要经济指标逆势上扬。地
区生产总值降幅持续收窄，较上半年、一
季度分别收窄0.6、1.0个百分点；第三产
业同比增长21.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16.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
长11.3%，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3.6%；建
筑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9%；金融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10.7%，均实现双位数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全市第一。重点
产业项目建设顺利，1~9月，67个省市重
点项目全部开复工，完成投资113.8亿
元，投资完成率75.8%。其中，32个省百
大项目完成投资103.8亿元，投资完成
率86.9%；10亿元以上项目投资额占全
市33.2%，同比增长31.4%。产业园区
蓬勃发展，北药智慧产业园、国际经贸科
技城等六个产业园区启动建设。招商引
资量质齐升，签约项目61个、协议引资
额1188亿元，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的4
倍。新入驻世界500强企业6家，4个超
百亿项目开工建设。

自贸试验区溢出效应持续显现。制
度创新成果丰硕，成功复制上海等自贸
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173项，形成企业
跨域登记注册服务等首批制度创新案例
34项。继“黄金30条”后，又重磅出台

“新驱25条”。市场主体数量大幅增长，
1~9 月新增企业 4276 户，同比增长
36%。

下一步，要慎终如始抓好冬季疫
情防控工作。冬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期，特别是新区即将进入旅游旺季、人
员大量流动必然增加疫情传播风险，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依然较大。
要推动防控机制常态化、防控措施常
态化、防控保障常态化。坚持不懈冲
刺年度经济工作目标。全区各级各部
门要坚持标准不降、目标不减的原则，
按照“欠多少补多少，谁欠谁补”的要
求，一项一项指标进行分析。稳增长
的重点依然是投资、工业和消费。毫
不放松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深
入开展“招商之冬”专项活动，持续加
快项目推进速度。

代守仑在中共松北区第四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坚决打赢“收官战”奋力夺取“双胜利”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为庆祝哈
尔滨新区批复五周年，让更多的大学
生了解新区、热爱新区、投身新区、建
设新区，共同唱响“创业不用去远方，
新区就是你故乡”的旋律。4日，由松
北区委宣传部、团区委、区人才公司联
合举办的“@新区 筑未来”省内高校大
学生参观新区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来
自哈师大马克思主义青年班的首批大

学生代表先后参观了深哈产业园综合
展览中心、哈尔滨市实验学校、松北区
规划展览馆。

据悉，此次活动将从 11月开始
持续到12月底，每周都将有来自省
内不同高校的优秀大学生代表参观
新区。参观结束后，哈师大斯拉夫
语学院俄语专业大三学生龚栎霖告
诉记者，在此次参观中让她印象最

深的就是在哈尔滨市实验学校观看
的微电影，通过该校郝岚校长的介
绍，了解到该校有俄语班，给她未来
就业指明了方向。哈师大经济学院
会计学专业大三学生延桐睿在参观
结束后意犹未尽地说：“看到正在建
设中的深哈产业园和规划展览馆的
沙盘，让我对新区的未来充满无限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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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产化
长城计算机
大批量上市

位于哈尔滨新区的中国长城（黑龙
江）网信事业配套保障体系项目的智能
制造车间内，大批量全国产化计算机正
在生产下线，产品已陆续进入市场。

据了解，该项目年产能达 30 万台
套，年产值约15亿元。智能制造工厂采
用国产化基于PK体系建立的系统支撑，
线体采用穿层及过位物流，自动移栽机
器手，自动堆叠打包等智能生产设备，填
补了我省自主创新计算机整机生产领域
的空白。 庄园 本报记者 邵国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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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庭军介绍，目前，绿地国博城
项目马力全开，“三大中心”及星级酒
店群建设紧锣密鼓。

规划建设中的国际会展中心、国
际会议中心、全球商品贸易港“三大中
心”，立足于接轨世界贸易、链接全球
机遇、体验全球消费。约18.42万平
方米国际会展中心，约8.5万平方米
净展空间，超4000个国际标准展位；
约3万平方米国际会议中心，集峰会
论坛、外事会晤等综合会议功能为一
体，打造城市级会客厅；约16.69万平
方米的全球商品贸易港依托独有硬
核超强IP，搭建哈尔滨与世界对接的
先进产业、技术、产品和贸易平台。

在绿地国博城项目总体规划中，
两座318米的双子塔，将重塑哈尔滨
城市新地标，刷新城市天际线，崛起
冰城版“陆家嘴”。作为从上海走出
的企业，绿地控股集团对参与打造龙
江版“新浦东”，有着独特的情感。“在
哈尔滨新区对标浦东的发展进程中，
绿地面对的既是机遇，也是一份使
命，承载着一个城市奋进的梦想。”吴
庭军说。

城市绿轴的规划是国博城项目
的一大亮点，也是海派理念的输出和
植入。约80万平方米的城市中央公
园，由北向南延伸，成为通向松花江
岸线的绿植走廊、生态氧吧。对吴庭
军而言，倾情投入国博城项目最大的
成就感在于，用3~5年的时间，为哈
尔滨留下重塑产城融合的经典之作。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日前，
哈尔滨新区“军创空间”正式揭牌，该空
间的成立，将进一步助推哈尔滨新区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事业发展，引领更多的
退役军人积极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实践中，更好实现自身价值。

据悉，哈尔滨新区“军创空间”由哈
尔滨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哈尔滨
中关村孵化器承办。将聚集哈尔滨新

区、中关村孵化器的优势资源，为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开辟新的路径和发展平
台，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项目推
介、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等特色服务，使
广大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建功新时
代。

该空间将推动退役军人教育培训、
就业促进、创业扶持、服务保障同向发
力，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更多支持。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为切实做好
新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推进全民普法
工作有效开展。日前，松北区全面依法
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区司法局与哈尔滨
北站开展合作，在北站候车厅、进站厅
共放置10个展架，开展以《民法典》《安
全生产法》《保密法》为重点的宣传工
作。

充分利用哈尔滨北站受众面广、普

法载体好等优势条件，在哈尔滨北站一
楼、二楼显示屏播放《民法典》宣传短片
和宣传语,在哈尔滨北站公交站悬挂
10个展布，进一步提升市民对《民法
典》、《安全生产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知晓率和
影响力，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
法用法，为新区构建良好法治环境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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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与新区签约那一刻起，绿地国博
城项目就与时间赛跑，不断刷新“新区
速度”。

2019年9月29日，绿地集团通过
竞标方式，在一天之内接连成功摘得松
北区中源大道以南五块核心区土地。
也是在当天，绿地国博城项目建设大幕
全面拉开。此时，距绿地控股集团与新
区签约仅25天。

摘牌即开工！这样的效率，留给人
足够的想象空间——那刚刚过去的25
天里将是怎样的一种只争朝夕。

此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绿
地国博城项目建设不舍昼夜，人歇机不
歇，抢抓黄金施工期，于2019年11月
18日全球商品贸易港城市展厅率先竣
工投用。

疫情没有阻挡住绿地国博城项目
按时复工的脚步。2月20日，管理团队
从全国各地返回哈尔滨。随后，经过严
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建筑工人陆续返
岗。3月12日，绿地国博城项目正式复
工，国际会展中心、全球商品贸易港和
国际会议中心“三大中心”同步开启24
小时连续作业模式。

机声轰鸣中，绿地国博城不断扩张
着施工版图。6月1日，绿地国博城在
一天之内以挂牌价接连摘得松北区中
源大道以南三块核心区土地，为该项目
的持续落地和加速推进再添强劲动力。

6月5日，绿地国博城全球商品贸
易港先行馆启幕，成为自贸区哈尔滨片
区与世界接轨的窗口。

不断刷新“新区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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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500强企业
绿地控股集团布局哈尔滨
新区的超级大项目，绿地
国博城不断刷新着建设速
度。

2019年 9月 4日，总
投资500亿元的绿地国博
城项目在哈尔滨新区举行
签约暨启动仪式，开启了
绿地控股集团与哈尔滨新
区、自贸区哈尔滨片区携
手共同成长的新篇章。到
目前，国博城项目全面推
进，年末将实现投资135
亿元。

今年8月7日，一场产城融
合论坛在绿地国博城举行。著
名经济学者马光远这样点评：
一年前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荒
草丛生，如今产业新城的雏形
呼之欲出。这样的速度，印象
中是珠三角、长三角该有的样
子。

作为绿地国博城项目的领
军人，绿地控股集团东北区域
管理总部总经理吴庭军感慨更
深刻：“项目启动之时，中源大
道还是车少人稀，如今一年多
的时间，已经车水马龙。可以
说，我们见证了新区大项目的
聚集和人气的提升，更亲身受
益于新区的效率和服务。”

从开工到目前，绿地国博
城已摘地15宗，每宗地都是采
取“承诺即开工”模式，大大节
省了企业时间，弥补了“北方冬
季停工长，有效施工时间短”的
短板，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
哈尔滨新区招商一公司副总经
理邹永平介绍，哈尔滨新区采
取“承诺即开工”的企业投资项
目管理模式，即企业按照政府
制定的标准作出书面信用承诺
后即可开工建设，边施工建设
边办理施工手续，从而把更多
的办理审批时间转变为企业加
快施工进度时间。

同时，由于项目体量大、业

态多，绿地集团在新区成立了
多个公司运营不同的产业。在
每一个公司办理营业执照过程
中，新区都派专人指导，帮助企
业准备材料，从而使企业实现
当天申办当天拿照。

今春复工时，正值疫情期
间，针对企业的用工需求，新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采取“点对
点”的方式为大项目接农民工返
岗，共为绿地国博城项目接回农
民工近百人，有力地保障了项目
如期复工。此外，缓收企业土地
出让金等措施，也缓解了疫情给
企业带来的资金压力。

新区的效率和服务坚定了
绿地集团在哈尔滨持续深耕的
决心。6月5日，在全球商品贸
易港先行馆开馆仪式上，绿地
东北区域管理总部揭牌。绿地
集团将东北区域管理总部北迁
落户哈尔滨新区，是坚定看好
哈尔滨新区“五区叠加”优势而
进行的战略布局。

吴庭军介绍，绿地控股集
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曾表示：
哈尔滨新区等重点区域，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城市功能不断
完善，产业配套日趋成熟。面
对哈尔滨新区孕育的无限商
机，跨过山海关前来投资的中
外企业越来越多，绿地是其中
行动最为迅速的一个。

“军创空间”揭牌 普法宣传进哈尔滨北站

见证新区效率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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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国博城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