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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记者从
哈尔滨市科技局获悉，科技部近日正式
发函，支持哈尔滨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而哈尔滨新区在
此次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创建中，
主要肩负着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服
务示范区及探索“带土移植”新合作、推
动南北互动新发展方面的重任。

据悉，根据《哈尔滨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方案》（以下简
称《建设方案》），到2025年，哈尔滨试验
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将达150亿元，带
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突破1000亿元，聚
集企业超过3000家，人工智能成为助推
哈尔滨市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为
实现这一目标，《建设方案》明确了七大
建设任务，即围绕重点领域推进多场景
应用示范、突破人工智能前沿研究、强化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跨区域新
一代人工智能试验区、开展人工智能先

进政策试验、深化对外科技合作新模式
及探索人工智能社会实验。

在打造跨区域新一代人工智能试验
区方面，哈尔滨新区的任务是建立新一
代人工智能创新服务示范区。根据《建
设方案》，哈市将充分发挥哈尔滨新区、
自贸区等区域叠加的政策优势和体制机
制创新先行先试制度优势，依托深哈产
业园1.53平方公里核心区先试先行，率
先推进“5G网络＋AI超算中心＋场景
应用”的智慧园区建设。针对寒地无人
驾驶技术、寒地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
能装备、工业互联网应用等人工智能场
景应用，提供中间环境试验服务，建设人
工智能产业中试基地；建设鲲鹏生态产
业基地，包括基于鲲鹏产业的生态创新
中心、合作联盟、孵化中心、人才培养基
地和生态创新示范园区，打造北方硅谷。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哈尔滨市人
工智能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人工

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70亿元，相关
产业规模超过 300 亿元，培育了哈工
大机器人集团、博实自动化、安天科
技、惠达科技等行业领军的人工智能
企业，而这些领军企业绝大多数都根
植于哈尔滨新区。不仅如此，良好的

产业基础，加之本次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契机，哈尔
滨新区将进一步吸引一批科技含量
高、研发能力强的项目和企业落户，加
快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加速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步伐。

新区迈入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抢抓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机遇

本报记者 薛婧李爱民
举办粤商会、行业协会经贸交流等

活动20场，签约项目5个，储备项目85
个……今年年初至今，位于深圳的哈尔
滨新区展示服务中心通过招商窗口前
移、主动对接、服务先行，拓宽招商渠道，
加快项目洽谈的成果转化，招商引资和
宣传推介的前沿效应日益凸显。

哈尔滨新区展示服务中心于2020
年11月15日设立，位于深圳南山区高
新园经济中心，由新区招商集团粤港澳
大湾区招商代表处负责开展招商服务工

作。代表处负责人介绍，深圳的商会和
行业协会集聚了行业的龙头企业、国内
百强企业，定期与这些商业团体举办交
流活动，是开展精准招商的重要方式。

今年1月9日，新区展示服务中心与
深圳物联网协会举办深圳工业互联网产
业发展主题研讨会，深圳航天科技创新
研究院等10余家企业、科研院所参会；3
月24日，与深圳黑龙江商会举办深圳银
企对接会，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徽商银行
深圳分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等银行高
管与30余家企业参会；4月21日，联合

黑龙江商会、深圳中医药协会举办中医
药产业沙龙，深圳鹏飞健康管理中心等
30余家企业参会；7月9日，与深圳黑龙
江高校联盟举办高校联盟项目路演活动
……

“哈尔滨新区展示服务中心的宣传
推介很有感染力，新区的‘五区叠加’优
势很有吸引力。”在近日举办的深圳行业
协会招商合作交流恳谈会上，来自深圳
黑龙江商会秘书长吕晓明给予新区高度
评价，深圳市企业联合会、深圳市黑龙江
商会、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等10余家行

业协会的企业代表畅谈新区的比较优势
和强劲的发展态势，谋划符合新区主导
产业方向的招商构想。截至目前，新区
展示服务中心共举办粤商会、行业协会
经贸交流等活动20场，接待到访政府机
构、企业180余家，近2000余人次。以
新区展示服务中心为窗口，粤港澳大湾
区招商代表处一方面把企业家“请进
来”，一方面积极谋划“走出去”，登门拜
访企业，调研企业诉求，为企业量身定制
项目引进计划。

（下转第三版）

哈尔滨新区展示服务中心

落地深圳一年 前沿效应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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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新区大数据中心哈尔滨新区大数据中心。。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薛婧薛婧李爱民李爱民 摄摄

12月13日，松花江上的采冰场，建设者们采出今冬首
块建设用冰。因下雨、气温偏高等原因，第二十三届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的采冰工作一度暂停，近期随着气温转低，
采冰工作重启。 本报记者 张澍 摄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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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新区

12月16日，哈尔滨新区迎来了获批6周年“生日”。
作为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第16个国家级新区，6年来，哈尔滨新区的变化有目共睹。“一江居中、南北互动、两岸繁荣”的愿景犹在耳畔，如今，瞄

准“两大定位”，践行“三大使命”，抢抓“五区叠加”历史新机遇，聚力打造龙江版“新浦东”，这片被国家、省委、市委赋予诸多重任的开放热土、发展
高地又站上了全新的起点。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已进隆冬时节，松花江北岸重大建设项目的火热场景，正是哈尔滨新区紧抓发展机遇，激发产业发展新动能的缩影。冲刺第四季度，新区人铆

足干劲，抢先快跑，不断刷新亮眼的“成绩单”。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未来已来，哈尔滨新区将有无限的可能，创造更多的惊喜。让我们满怀憧憬，一起奔跑，一起见证。

■哈尔滨新区入选2020中国冰
雪旅游十强县（区）

■《黑龙江省哈尔滨新区条例》
正式实施

■支持企业应对疫情复工复产，
哈尔滨新区出台21条措施

■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
举办“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行政许
可事项划转听证会，标志着新区“一
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全面推开

■5月30日，哈尔滨新区LO-
GO正式亮相

■6月8日，新区综合行政执法
总队成立

■6月29日，省委专题会议听取
哈尔滨新区、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工作情况汇报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
区哈尔滨片区关于加强对外开放深
化改革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又称

“新驱25条”）发布
■新区推出教育三项改革，引进

优质资源，新区教育迈入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

■跨江合作，哈医大新区医学中
心项目启动

■ 新区市场主体住所实行申报
承诺制

■6月7日，哈尔滨新区管理委员会
正式挂牌，新区迈入以“一江居中、南北互
动、两岸繁荣”为发展格局的新纪元

■利民开发区实施托管，标志着新区
由松北、呼兰、平房“三个组团发展”的时
期，迈入了江北一体发展区和江南政策协
同区“南北互动发展”的新阶段

■哈尔滨市政府委托新区实施284
项行政许可权

■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得到
国务院点名表扬

■12月 16 日，国务院
批复同意设立哈尔滨新区，
并赋予哈尔滨新区中俄全
面合作重要承载区、东北地
区新的经济增长极、老工业
基地转型发展示范区和特
色国际文化旅游聚集区“三
区一极”的战略定位

■松北区与哈高新区
实行“政区合一”统一管理，
为新区体制机制创新奠定
基础

■全省首推“三张清单
一张网”

■新区推出“史上最宽
松户籍政策”

■行政审批服务局成
立

■实施“区街一体化”
改革

■实施功能区改革，建
立“法人组阁、全员聘任、企
业化管理”的灵活用人机制

■实施“证照分离”改
革试点

■省政府下放省级行
政审批事权23项

■获批第二批国家级"
“双创”示范基地

■“一枚印章管审批”启用
■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与哈尔

滨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打造营商环境
示范区合作备忘录

■哈尔滨市出台新“20条”支持
哈尔滨新区创新发展

■新区发布产业政策信息“黄金
30条”

■8月26日，国新办发布新设6
个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黑龙江）自
由贸易试验区获批，涵盖哈尔滨黑河绥芬
河三个片区119.85平方公里，其中哈尔
滨片区79.86平方公里

■8月30日，中国（黑龙江）自由贸
易试验区揭（授）牌仪式暨建设动员大会
举行，标志着新区迈入“五区叠加”新纪元

■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开工建设，
标志着深哈对口合作又向前迈出坚实一
步

■9月28日，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哈尔滨片区管委会正式挂牌，标志
着自贸试验区核心片区——哈尔滨片区
的建设正式启动

■11月27日，《哈尔滨新区总体规
划（2018-2035年）》获批

■5月25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专
程来到新区703研究所、安
天科技、科技创新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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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北区法院自贸区法庭揭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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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省首个俄气供暖项目落地

哈尔滨新区
■ 新区“助企上市十条”重磅出

台
■ 2025年新区居民将全部喝上

松花江地表水
■《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

水专项规划》通过评审
■ 破解既有建筑改造消防“堵

点”，哈尔滨新区列为国家试点
■ 海邻科落地哈尔滨新区5年，

今年总部将由深圳迁入新区

■ 国内首条300吨级石墨烯生
产线落户新区

■ 零材料 零跑腿，新区试行“无
感续证”审批新模式

■ 自贸区哈尔滨片区与黑河片
区、绥芬河片区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 新区全面推行“一业一证”改
革

■ 地铁2号线跨江而来，一条大
动脉串起两岸繁荣

■ 13所名校集中签约，未来5年
新区将新增7万余个学位

■“共享即惩戒”，新区构建极简
行政审批服务模式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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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哈尔滨新区
获批 周年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