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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日前，2021年
哈尔滨新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启动仪
式，在太阳岛科技梦想小镇举行。本次“双创
周”启动仪式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办，来
自新区的100余家企业、“双创”代表超千人
参加了线上活动 。

启动仪式后，举行了双创示范基地品牌
推介活动及“融在新区·相约周五”品牌活动
成果签约仪式，18家企业围绕产业链融通、产
金融通、产学研融通、大中小企业融通等相关
需求签约，达成合作意向。

据悉，哈尔滨新区是2017年国务院批复
的第二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4年来，新区通
过不断完善双创政策环境、扶持双创支撑平
台、构建双创发展生态、调动双创主体积极性
等举措，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开创了双创蓬勃
发展的良好局面。今年年初，出台了《哈尔滨
新 区 国 家 双 创 示 范 基 地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1-2023）》，明确提出以打造“融通创新
的引领标杆”为特色方向，以推动双创升级版
建设为承载，进一步促改革稳就业强动能，拓
展融合创新应用，引领带动全省创新创业向
更高层次、更大目标迈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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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近日，记者
在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科创总部项目
一期二标段施工现场看到，工程车辆有序
穿梭，600名施工工人正在进行幕墙工程、
机电安装工程、室外工程施工建设。

科创总部项目是深哈产业园首个启
动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54万平方米，总
投资约为39.4亿元，集合了展示、会议、研
发、办公、柔性生产、居住、商业服务等10
种功能，科创总部项目分二期建设。

深哈产业园建设招商两不误。截至
目前，已完成注册企业311家，注册资金

103.13亿元。土地招商方面，目前累计
完成3家土地招商项目签约，为新区法
律服务中心、鼎君产业基地及印刷电子
标签产业化项目，签约面积5.23万平方
米，拟投资额10.5亿元。深哈科创总部
物业正式入驻24家，包括华为鲲鹏、惠
达科技、正信担保、阳光惠远、工大汉麻、
中能建投、中国华北设计院、益墨轩新材
料、北京健坤餐饮、省交投峰悦等。同
时，公司与哈尔滨驻北上广深办事处及
相关商会、协会建立了常年招商引资合
作关系。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曹
忠义）10月22日，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
滨新区调研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园区建
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落实到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行业、每一
个领域，坚持创新发展改革发展开放发
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深化体制机
制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在推进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中不断取得新业绩、创造新
辉煌。

许勤首先来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第七〇三研究所，了解产品研发、成果
转化等情况，许勤对该所的科研能力和
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希望企业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嘱托，把发展装备制造业和振
兴老工业基地紧密结合起来，加强核心
关键技术攻关，推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把好技术、好产品应用到民用领域，更好

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他对研究所负责人
说，你们是技术源、创新源，要扎根龙江、
加快发展，为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作出更大贡献。省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要
给予大力支持。

安天科技集团是民营网络安全企
业，也是网络安全的“国家队”。许勤走
进展厅，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及创新发展
情况，询问产品应用、研发投入、人才队
伍建设等情况。许勤说，深入超前研究
新技术新态势、有效维护网络安全、信息
安全，是企业和政府的共同责任，也是你
们的重大任务。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
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期望，加强自主
研发创新，突破更多核心技术，推动产品
更新升级，当好维护网络安全的“尖
兵”。他指出，发展数字经济大有可为、
必有可为、必须为之，这是全球化、信息
化发展的大趋势，这一课不能落下。哈
尔滨有众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在发展

信息产业、数字经济方面有基础、有优
势。要跟踪支持优势企业，吸引合作伙
伴前来投资兴业，加快集聚外部资源，努
力把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做大做强，尽快
形成产业、形成规模。当听到安天科技
集团从小门市创业起步时，许勤说，要坚
定不移走创新创业之路，大力宣传先进
典型，培育更多明星企业家，推动更多企
业成长为国家队。各级党委政府要当好
企业服务员，专题研究、快速解决实际问
题，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努力打造让企业
办事更便捷更高效、让企业家生活更舒
心更幸福的营商环境。

深哈产业园是广东省与黑龙江省、
深圳市与哈尔滨市对口合作的重要载
体，首批企业将于10月25日正式入园
办公。许勤看沙盘、听介绍，与园区负责
同志深入交流，对深哈合作成效给予充
分肯定。在观看“当哈尔滨遇见深圳”的
宣传片后，许勤意味深长地说，“深圳也

遇见了哈尔滨”。希望两地发挥比较优
势，拓宽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推动
特区和新区共同发展，打造深哈合作的
前沿阵地、龙粤合作的重要平台、龙江对
外开放的桥梁纽带。他还指出，深哈合
作不仅是产业实体合作，更是体制机制
创新。要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建设更多
合作新平台，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发
展电子信息等产业，在推动龙江振兴发
展中发挥示范作用。要学习借鉴深圳的
好经验好做法，加强政策制度创新，积极
探索国际仲裁服务，强化信誉体系建设，
承诺的事就一定要执行，打造改革创新
试验田、开放合作新高地。要营造良好
环境，提高薪酬待遇，更好地集聚资源、
集聚人才。要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首要
政治原则，坚持从严治党，切实把深哈产
业园建成廉洁园区、廉洁工程。

李海涛、王兆力、徐建国和省直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许勤在哈尔滨新区调研时强调

始终坚持创新发展改革发展开放发展
推动新区建设取得新业绩创造新辉煌

俯瞰深哈产业园俯瞰深哈产业园。。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俊峰郭俊峰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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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艳
车行松花江公路大桥上，目之所

及，秋景壮阔。猛然间，你会发现一座
高大壮观的建筑出现在眼前。它就是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雪花摩天轮。

刚刚合圆，气派初现。雪花摩天
轮从今年4月份基础设施建设开始，7
月15日进行主体安装、9月15日立柱
安装、9月16日主轴吊装、10月12日
整体合圆，仅用7个月，一座城市新地
标便拔地而起。

作为省百大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
界四季冰雪项目的重要景观工程，雪
花摩天轮的地位可见一斑。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雪花摩天
轮，到底有啥魅力？

“空调房”，冬暖夏凉。雪花摩天
轮配置了48个10人轿厢，其中有豪
华内饰轿厢、玻璃底轿厢，还有商务、
亲子、爱情、KTV等各种主题轿厢。
最令人惊喜的是，轿厢里安装了空调，

夏季可制冷，冬季可制热，无比舒适。
能投影，可与游客互动。雪花摩

天轮上，可投射文字、动画，还能跟游客
互动。比如，游客可将求婚、生日祝福、
表白、许愿，以动画和文字的形式投射
到摩天轮上，收获十足的浪漫与惊喜。

记者同时了解到，这个相当于42
层住宅楼高、达120米的雪花摩天轮，

旋转一圈用时约22分钟。上升到最
高处，不仅可俯瞰园区全貌，还能饱览
沿江南北风光，夜晚的景色更是绚烂
夺目。

随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
项目2022年底竣工投用，到那时，雪
花摩天轮也将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惊
艳绽放。

18日19时许，记者来到江北万达
影城万达文化旅游城店，位于影院入口
处已有市民排队检票，大家戴着口罩，
有序进行扫码、测温。

“周末单位组织集体观看《长津
湖》，影片太精彩了，今天带着家人来再
看一遍。”市民孙先生说。另一位市民
张女士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看片过
程中“满含热泪”，特别是看到最后战士
们以端着枪的姿势被冻僵的画面，她的
眼泪忍不住一直流，“每一个战士脸上
都写满了坚毅，写满了保家卫国的决
心，太震撼了。”

“爱国题材电影以强劲的势头‘燃
爆’国庆档，刚刚过去的周末，可以说场
场爆满。散客和单位包场的，平分秋
色，二刷观影者也不在少数。”万达影城
万达文化旅游城店市场部许经理告诉
记者，16日，该影城《长津湖》单片排了
28场，场次占比是58．85％，占全天票
房收入的78．72％；17日，《长津湖》单
片排了31场，场次占比是55．36％，
占全天票房收入的79．22％；18日，虽
是工作日，但晚上六七点钟仍迎来了当
日观影小高潮。

120120米巨型雪花摩天轮米巨型雪花摩天轮
完美合圆完美合圆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近日，

哈尔滨新区工业信息科技局组织百余
户企业召开了哈尔滨新区政策智能匹
配系统启用线上宣讲会。

据悉，本次宣讲会主要介绍政策智
能匹配系统技术方法体系及落地应用，
阐述启用政策智能匹配系统与企业互
采系统的意义，讲解政策匹配系统操作
方法。

政策智能匹配系统的运用有助
于解决企业资助政策复杂、申报管理
杂乱、易错报漏报的问题，政策智能
匹配系统采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
实现智能化精匹配，实时推送。同
时，该系统还建立区内企业互采平
台，有利于促进区内经济活跃，企业
可以通过平台在线发布产品和服
务。后续哈尔滨新区工业信息科技
局会针对区内企业互采出台相关支
持政策，通过降低互采参与企业的整
体成本，促进企业发展。

新区政策智能
匹配系统启用

人气回暖人气回暖新区升腾新区升腾
文/摄 本报记者 薛婧李爱民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多个
开放场所，看到人流增加，新区的“烟火气”日益升腾。

哈尔滨极地公园恢复表
演，景区内秩序井然，欢声笑
语不断，还不时响起阵阵掌
声。“妈妈，你看，三只大白
鲸，他们在吐泡泡，还亲吻
了！”稚嫩的童声道出孩童心
中的欢喜。在座的游客随着
演出的节奏，时而鼓掌、时而
欢呼。

白鲸表演让人流连忘
返，海豚、海象、海狮等重量
级极地“大咖”的互动演出更
是带给游客无限惊喜。

按照防疫要求，哈尔滨
极地公园严格控制流量，扫
双码、测温，每日定时全面消
毒，重点部位多频次消杀，演
出场所隔位落座的规定，妥
妥保持社交距离。

走进波塞冬旅游度假
区，一股夏日暖流直击心
底。“啊！好大的浪啊！”一个
个大浪来袭，尖叫声夹杂着
欢呼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自
10月4日以来，哈尔滨新区
内的景区景点陆续开放，而
31号公告后，随着表演的恢
复，景区景点的业态更完善，
游客的体验感也更强，客流
日渐增多，景区景点再现喧
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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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记者来到Liking健身馆，“健身器
材旁边有酒精喷壶，大家用完器械前后随手可
以喷一喷！”市民完成扫码、测温后，Liking健
身世祥店工作人员还送上这句温馨提示。

Liking健身总部董事长兼CEO崔文龙告
诉记者，按照防疫要求，场馆每两小时会对器
械、场馆进行一次全面消杀。

“疫情期间很少运动，知道健身房开门了，
我就马上赶了过来。”一位在跑步机上锻
炼的市民说，近期他计划做些节奏较慢
的运动，调整身心状态。现场不少妈妈
也带着孩子来健身房锻炼。“之
前居家，我只能上体育网
课，能陪妈妈来健身房，
还是挺开心的。”一个
小朋友摆弄着小哑
铃说。崔文龙介绍，
Liking健身在新区
的 8家门店，目前
客流已恢复八成，
预计很快能恢复到
疫情前的状态。

烟火气烟火气

小朋友驻足观看水母小朋友驻足观看水母。。

市民健身市民健身。。

市民扫码测温入场观影市民扫码测温入场观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