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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陈贺

作为《哈尔滨市产业特色小镇创建规
划（2019-2021年）》中 20个特色小镇之一
的枫叶小镇，位于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
展区西部，项目规划是集温泉度假、休闲
购物、冰雪旅游、服务功能区配套于一体，
以参与体验为主的旅游产业综合体服务
型特色小镇。近日，记者走进这个特色小
镇，探访其发展现状和建设进度。

据介绍，枫叶小镇总占地面积1.02平
方公里，总建筑面积约 67万平方米，项目
总投资50亿元。目前，项目一期以休闲购
物为功能的枫叶小镇奥特莱斯，和项目二
期以温泉度假为功能的枫叶小镇温泉度
假村已经投用，项目三期以服务功能配套
为主的特色文化社区和城市公园于今年
筹建，预计2023年完工。

简欧式的建筑，特色的景观，自 2015
年 7 月 17 日投用以来，枫叶小镇奥特莱
斯早已被哈尔滨人所熟知，并已成为很
多人闲暇之余休闲购物的去所。米兰广
场、罗马广场、威尼斯广场，徜徉在枫叶
小镇奥特莱斯的购物街区，不仅可以捕
捉流行衣帽的时尚，更可以穿越时空领
略异国的特色景观。“枫叶小镇奥特莱斯
项目总投资 15.6亿元，占地面积 17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 14万平方米，项目以名品

折扣、旅游休闲、文化生活为核心业态。”
枫叶小镇（哈尔滨）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王树伟介绍，项目开业 4年多
来销售额逐年以两位数递增，预计 2019
年度销售额将超过 11亿元，开业至今累
计纳税达 5000余万元，解决就业近 3000
人，为枫叶小镇休闲购物板块打下了牢
固的基础。

叮咚的泉水，整洁的环境。与枫叶小
镇奥特莱斯相邻的枫叶小镇温泉度假村
于 2018年 12月 22日投用，项目整体建筑
采用北美加拿大风格，大量使用原木、石
材，可以让游客感受融入自然，享受自然
的度假韵味。凭借着独特的设计，温泉酒
店吸引了不少粉丝。“以前泡温泉都要去
大庆甚至是营口，周末驱车往返，时间都
浪费在路上了，如今，家门口开了温泉酒
店方便了很多。”来自哈尔滨市道里区的
谷女士已经来过三次了。然而，吸引她的
不仅是泡温泉距离的缩短，更是温泉酒店
舒适的环境和高雅的品质。“酒店拥有大
型室外湖泊型温泉，水域面积近3000平方
米，同时精选中国洗浴文化中的37种精华
泡池，组合成超过 6000平方米的养生中
心。”王树伟介绍。据了解，枫叶小镇温泉
度假村拥有客房146间及中餐、西餐、宴会
厅等餐饮服务区 2000 多平方米，预计
2019年销售额可达1亿元。

王树伟介绍，项目三期由西侧地块、
北侧地块以及城市公园三部分组成。西
侧地块占地面积9.6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4.5 万平方米，打造国际创业产业聚集
区。主要建设与温泉酒店配套的精品酒店
式公寓、特色文化街区及创业SOHO，其中
一部分精品公寓作为对旺季及节假日温泉
酒店客房进行相应补充，一部分作为商业
配套，打造世界啤酒文化街区，以啤酒品
牌店为主线，在品尝世界各地优质啤酒的
同时，穿插红酒、洋酒等国内外知名品牌
入驻，并在店内配套美食餐饮，结合奥特
莱斯项目服务功能，引入国际免税商品展
销中心，打造进口食品超市。“要让游客在
这里感受到纯正的北美风情，享受便捷一
流的服务设施，体验四季景色，感受工作
与生活的完美结合，打造全新产城融合体
系。”王树伟说，北侧地块占地面积13.26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26.52万平方米，主要打
造高端人才及青年人社区，为各行业专业人
才建造精装专家公寓，提供酒店式管家物业

管理服务，同时建设精装小户型青年公寓及
科技人才康养中心，引进外资或合资双语幼
儿园。

“城市公园主要以项目地块内的一条
内河为基础，在两岸绿地将打造适合年轻
人户外运动的跑酷、滑板、极限自行车、雕
塑公园等场地，及适合休闲运动的区域。
同时，在夏季开展林木观赏，名优特树种
展示，在冬季布设一些冰雕雪塑，形成四
季的观赏景观。”王树伟说，能够进入《哈
尔 滨 市 产 业 特 色 小 镇 创 建 规 划
（2019-2021年）》，这对企业来讲，也将带
来新的发展机遇，企业将会进一步加快建
设进度，完善产业功能，为哈尔滨市旅游
产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枫叶小镇鸟瞰效果图。
枫叶小镇提供

一二期项目运营红火 三期项目今年筹建

枫叶小镇 打造寒地四季文旅特色小镇

□本报记者 邢汉夫

随着高铁时代的来临，哈尔滨公路客
运受到冲击，客流出现逐年下滑趋势。危
机之中，哈市公路客运行业也开始苦练“内
功”，通过开通旅游直通车、机场班线、定制
班车等措施，走上了转型升级的道路。

高铁冲击公路客运客流逐年下滑
9日，记者来到南岗公路客运站，发现

候车大厅内仍有不少人在候车，但售票窗
口并没有出现以往排队购票的场景，看上
去并不热闹。

正在候车的市民孙伟告诉记者，因业
务需要，他常常要去方正办事。“现在坐汽
车去方正的人真是少多了。”孙伟说，有一
次他坐早班车，车上乘客只有寥寥几人。

近年，随着我省高铁建设不断推进，哈
市周边宾县、方正、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
斯等城市都被纳入哈尔滨“高铁圈”。凭借
旅程时间短、乘坐舒适等明显优势，这些高
铁线路一经开通就“吸粉”无数，受其影响，
本地公路客运部门客流出现“缩水”。

“牡丹江、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高铁
未开通前，哈市发往这些城市的客车基本
处于全天候流水发车，平均 1小时一班，
上座率很高，但高铁开通后，客运站则根
据客流情况停发或减发部分班次。”南岗
区公路客运站值班班长王宏说，目前，该
站共取消 70多班次去往牡丹江、齐齐哈
尔、佳木斯等地的客运班车。现在高铁沿
线的部分客运班线都有停班减班。

2018年春运，哈市道路客运运送旅客
86万人次，同比下降 21.6%；2019年春运
运送旅客 81万人次，同比下降 5.3%……
哈市运管部门的一组数据也印证了王宏
的话。“面对汽车客流量的缩减，哈市行管
部门也做出了应对措施，目前对部分中短
途客车票价进行了调整，希望通过调整票
价，来争取一部分旅客。”王宏说。

差异化服务探寻新路径
高铁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为应对高铁

时代带来的冲击，哈市公路客运积极应
对，寻求转型新路径，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近日，记者在南岗客运站 2 楼看到，
这里原本是公路客运的售票厅及候车
厅，目前已将售票及候车全部整合至 1
楼，将这里改为南岗旅游集散中心，游客
可以在这里乘坐旅游直通车，直达哈市
周边各大景区。“以往乘坐长途客车去景
区玩，需要先坐车到景区所在城市，再换
乘其他交通工具到达景区，费时费力。
现在这里开通了旅游直通车，可以从哈市
乘坐长途车直达各大景区门口，更方便快
捷，还不用担心坐到黑车，真是不错！”市民
孙女士笑着说。

“向旅游市场发力，是目前哈市公路客
运发展的一个新方向。目前哈市各客运
站纷纷建立旅游集散中心，开通多条景区
直通车。”南岗公路客运站副站长颜锡鑫
告诉记者，旅游直通车非常受游客欢迎，
为此，他们把旅游集散作为一个重点项目
来开发，今年相继开通香炉山、金龙山、波
塞冬海洋王国等多条景区直通车。

尝试“定制”服务，与高铁实现差异化
运营，也是哈市公路客运转型的新做法。
面对省内高铁动车的冲击，哈市公路客运
出招应对，实现差异化运营。“上门接送服
务是哈市公路客运总站继在线售票、在线
选座、机场专线、定制班车之后，为适应市
场需求、满足旅客需要，打造‘互联网+客
运站’，推动道路客运转型升级的便民新
举措。”颜锡鑫说，“定制”服务改变了传统
的“站到站”出行方式，实现了方便快捷的

“门到门”服务，极大地节省了旅客中转换
乘时间，提高了旅客的出行效率。

不仅如此，为满足商务客流需求，鹤
岗到哈尔滨的商务车还提供免费送机场
服务。车辆到达哈西公路客运站后，将免

费运送乘客至哈尔滨机场；同时，乘客在
机场落地后，可在机场长途客运售票处购
票直接回鹤岗。由此，实现了机场、客运
站间的“无缝对接”。

此外，哈市各公路客运站已开展网上
售票、微信售票等业务，同时积极推进网
上预约等服务方式，利用互联网思维，方
便群众出行。

多举措推进道路客运转型
为加速推进道路客运转型升级，近年

来哈市也做着不懈努力，日前，哈尔滨市
政府下发《加快推进全市道路客运转型升
级的实施意见》，鼓励哈市客运车可根据
需要“改行”，转为包车旅游客运；开办“定
制”客运，为旅客提供接送站服务等措施，
建立安全可靠、衔接顺畅、服务优质的道
路客运服务体系。

对此，哈市运管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加速推进公路客运转型，哈市将进
一步简化和优化道路客运行政审批程序、
创新发展旅游客运和包车客运，打破传统
市场边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据了解，哈市将通过支持道路客运与
邮政、快递、商贸和农村物流融合发展，推
进客运企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同时，
鼓励发展镇、村公交，鼓励农村客运班线
公交化改造，扩大客运站的商业功能，发
展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动农村班线客货运
输结合，打造“客货并行”通村畅乡的农村
物流网络。通过这些措施，推进道路客运
转型，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对此，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公路客运
要发挥其灵活性的特点，鼓励发展高铁尚
未覆盖区域的道路客运班线，积极培育与
高铁衔接开往周边区域的中短途道路客
运市场，将站点下沉到高铁不能到达的
县、乡、镇，以应对高铁的冲击。

高铁时代倒逼转型升级 差异化服务探寻新路径

客运站竞相上线景区直通车

旅客扫二维码购票。 本报记者 苏强摄

哈尔滨市江北太阳岛上风景秀丽，许多
市民和游客来到这里观光、避暑、游玩。景区
内，人们可以观赏到美丽的湿地景观，与可爱
的小动物亲密接触，在树林间野餐嬉戏，在人
工湖上划船，感受大自然带来的乐趣。

本报记者 苏强摄

精彩的巡游活动让百年老街中央大街更
具生机、活力。 本报记者 苏强摄

景色美活动多 吸引八方来客

本报讯（记者邢汉夫）扩大优质
水稻、黏玉米种植面积，建设优质水
稻等优质商品粮基地、构建奶牛、肉
牛、生猪和家禽优势产业带、强化产
品开发，提升精深加工比重……日
前，记者从哈尔滨市政府获悉，哈市
通过多种方式做强做大农产品加工
业，努力由农产品生产大市向农产
品加工强市转变，打造成为全市经
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据悉，哈市重点发展优质粮食产
业，扩大优质水稻、黏玉米和高油高
蛋白大豆种植面积，建设一批专用玉
米、优质水稻等优质商品粮基地。在
此基础上，大力发展蔬菜食用菌、杂
粮杂豆等特色农产品种植；持续推进
标准化、规模化和生态化养殖，着力
构建奶牛、肉牛、生猪和家禽优势产
业带。在粮食加工上，哈市重点发展
米制食品、玉米食用酒精、低聚糖、膳
食纤维等。在畜产品加工上，重点发
展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功能性乳制
品、特色熏酱等。广泛开展畜禽血

液、骨组织、脏器等副产品的综合利
用，重点发展骨粉、骨油等精深加工
产品。

哈市依托各区、县（市）资源潜力
和产业基础，集中打造了米稻豆、肉蛋
奶、菜果菌等十大特色产业带，集中创
建了五常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双
城、呼兰、道外、宾县等8个省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形成了以农产品为主要原
料的食品、医药、化工等特色加工业集
群。同时，在呼兰、阿城、双城、宾县、
五常建设了5个“北菜南运核心区”，面
积达2.1万亩，成功培育了亚沟黏豆
包、双城八家子小米、宾县居仁杂粮
等67种绿色农产品品牌。

此外，哈市利用双城、利民、宾西、
依兰等12个产业园区资源，围绕玉米
精深加工、秸秆综合利用等农产品加
工业短板，瞄准国内农产品加工业10
强企业，采取“点对点”招商、以商招商
等方式，力争引进一批农产品精深加
工龙头企业。截至2018年年底，全市
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1536家。

打造十大特色产业带 创建八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农产品加工瞄准
精深持续发力

编者按：2019年7月，《哈尔滨市产业特色小镇创建规划（2019-2021年）》发
布，提出到2021年年底，分批培育规划创建技术创新主导型、产业优势主导型、资
源禀赋主导型、服务功能主导型、文化创意主导型等5类产业共20个特色小镇。产
业特色小镇是以特色产业集聚为核心、以特色空间单元为载体、以中高端要素集成
为动能，集科创制造、居住生活、景观旅游于一体的特定区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载体。即日起，本报开辟《探访特色小镇》专栏，通过记者走进特色小镇实
地踏访，陆续展示这些小镇发展近况和未来图景。

本报讯（记者李健）日前，共青团
哈尔滨市委员会、市青联、市青企协深
入阿城灾区开展慰问捐助活动，共向
灾区捐赠资金以及物品共计34万元。

活动中，慰问团一行来到受灾较
重的阿城区玉泉街道，看望慰问抗洪
救灾一线工作人员，并将精心准备的
慰问品发放到青年抗洪抢险突击队
队员手中。随后，由团市委、市青联、
市青企协主办，由冰城青年服务中心
承办的“青春暖流——走进阿城慰问
捐助仪式”在阿城区政府举行。团市
委书记、市青联主席李晗龙向阿城区
捐助总计 188200元的救灾善款；市
青联、市青企协代表为抗洪救灾青年
突击队队员代表发放慰问品。

自 7月 29~30日，阿城区遭遇特
大洪水灾害以来，团市委、市青联、市
青企协第一时间研究部署开展阿城

灾区相关救助慰问工作。8月 2日，
市青联、市青企协官方微信第一时间
推送了“洪水无情，人间有爱 阿城灾
区急需您的援手”一文，向青联委员
和青企协会员发出爱心倡议。截至
8月5日，短短72个小时，845名青联
委员和青企协会员奉献爱心、慷慨解
囊，共募集款物34万元。其中，现金
188200 元，冰城青年服务中心和爱
心衣橱黑龙江站捐赠价值 147900元
的爱心衣物；市青企协会员筹集价值
3900 元的棉被、矿泉水等应急救灾
物品。下一步，团市委、市青联、市青
企协将持续关注阿城受灾镇街重建
情况，持续整合各方面资源，为有效
帮助阿城灾区战胜洪水灾害，重建美
好家园提供助力支持。

捐赠仪式现场。
刘蕾 本报记者 李健摄

团市委慰问团赴阿城
灾区捐赠34万元物资

本报讯（记者李爱民）“与以往参
加的大赛相比，新区兑现奖励的速度
非常快！”中国（哈尔滨）海外人才创
新创业大赛新材料组第三名获得者
张文惠拿到15万元扶持资金难抑兴
奋之情。近日，在哈尔滨新区举行的
中国（哈尔滨）海创大赛第一批落地
转化项目扶持资金兑现仪式上，6个
项目因完成公司组建分别获得20万、
15万、6万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15万元能让我们购置一批研发
设备，助力企业快速发展，而且这笔
资金表明了新区吸引项目落地的诚
意，坚定了我们在新区创业的决
心。”哈尔滨雨阳佳泰环保新材料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文惠感慨而言。“大

赛结束一个月，已有 11个项目完成
公司组建，其中6家公司拿到现金奖
励，另外 5 家因未完成银行开户业
务，未能纳入首批兑现奖励之中，待
完成开户业务后连同第二批企业一
并给予奖励。”哈尔滨新区招商服务
促进第三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冠宇介
绍，按照海创大赛规定，一般项目落
地一年后，才能兑现落地扶持资金，
但哈尔滨新区为了尽快兑现扶持资
金，特别修改了落地转化项目发展扶
持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组建、注册之
后就可获得相对应奖项扶持资金的
30%；缴纳社保基金 3个月以上再获
扶持资金的30%；投产运营或社保缴
纳6个月即可获得剩余的40%资金。

哈尔滨新区兑现海创大赛项目扶持资金

首批6家公司获得相应现金奖励

本报讯（记者李爱民）近日，哈尔
滨市重点项目建设劳动竞赛“工人先
锋号”授旗仪式，在哈尔滨轨道交通
3号线二期工程体育公园铺轨基地
项目现场举行。

仪式上，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
局有限公司哈尔滨市轨道交通 2号
线一期土建十标项目部、哈尔滨三
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米氮平片一致

性评价项目组等 32个集体，被授予
哈尔滨市重点项目建设劳动竞赛

“工人先锋号”称号，并进行了授
旗。同时，哈尔滨市总工会还为项
目建设职工发放了《劳动保护政策
法规选编》等书籍，送去了矿泉水、
毛巾等慰问品。

授旗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李爱民摄

32 个集体荣获重点项目
劳动竞赛“工人先锋号”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