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哈尔滨

要闻
2021·11·19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晁元元 执行编辑 胡百玲 美编 赵博

harbxqb123@163.com

肖彬带队巡河湖
“回头看”调研

落实河湖长制 让水更清岸更绿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18 日，哈尔滨
新区管委会主任、松北区代区长肖彬带
队，对发生渠开展巡河湖“回头看”调研
检查。肖彬指出，要深入落实河湖长
制，建立治理河湖污染、河湖“清四乱”、
岸堤管护等长效机制，让新区河湖水更
清、岸更绿，奋力打造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
“新区样板”
。
肖彬一行先后来到万宝街道发生渠
渠首、松北街道河段、松浦街道河段和利
业街道发生渠尾，调研检查发生渠管护
治理情况。针对存在的企业污水处理、

违规占地阻断渠道、河岸两侧倾倒残雪
垃圾、河湖两岸绿化、旱厕改造等具体问
题，肖彬逐一做出具体工作安排。他强
调，
各级河长要压实落靠责任，
加大日常
巡查、管护力度，
推动河湖长制从
“有名”
向
“有实”
转变。要组建由公安、执法、街
镇等相关单位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重
拳出击打击占用已征土地，不能让违法
违规者长期占用共用资源，破坏河湖形
象。要突出权责一致，加快制定出台河
湖治理长效化机制，实施奖优惩失常态
化考核，
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形成治理

私搭滥建、违规排污齐抓共管的良好局
面，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决守护
好新区的一方碧水，让新区全体居民共
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据了解，发生渠是哈尔滨新区在建
内河，全长 29.5 km，从金河引水，终点
为松浦大道三家子堤防处，流经万宝街
道、松北街道、松浦街道和利业街道。
松北区副区长孟祥伟以及区生态
水务局、哈尔滨水务投资集团、松北街
道、松浦街道、利业街道、万宝街道等相
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为

办实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新区审批
服务专班

做好企业服务员
推动项目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只要和建设项目审批相关的服务，专班都接，企业不用往外跑！”说
这话的人是哈尔滨新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李晨光。
语气坚定，底气何在？
“我们成立了哈尔滨新区项目建设审批服务专班，区住建局、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城管局等职能部门都是专班成员，由原来的‘单兵作战’转
为‘协同合作’。服务专班主动靠前服务，使企业从原来的‘追着政府部
门跑’变成了‘政府领着企业跑’，
真正实现办事不求人”。
专班从 2020 年成立至今，已为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哈尔滨新
区燃气热电联产项目、太阳岛风景区区域改造项目、利民生物医药园区
配套设施项目等 25 个全省百大项目提供了保障服务，大大提高了项目
报建审批效率，实现项目建设“加速跑”，该专班也被评为 2020 年度全省
优秀项目服务专班。

协同合作
为企业“问诊”
近日，记者来到哈尔滨新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审批科办
公室工作人员刘晓东是专班成
员之一，正用微信与各相关职
能部门及企业沟通。
“我们第一
次拿地，没有经验，很多手续都
不知道怎么办。多亏了晓东，
不论多晚，只要在群里喊一声，
立马就回应，帮着协调职能部
门。”黑龙江中晟绿色建筑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前期部经理彭慧
敏感慨道，建设项目审批涉及
多个部门，通常都要跑完一个
才知道下一个是啥、需要准备
啥。在新区真是省心，只需两
次会、一个微信群、跑一趟审批
局，
“三证”就妥妥到手。
服务专班“首席服务员”
李晨光说，政府就是服务企
业的，专班更要“俯下身子做
服务”，当企业通过洽谈明
确表达投资意愿后，专班就
会联合各审批部门召开首
次项目“问诊”会，共同为
企业
“把脉”
。

创新不辍 优化流程不断“瘦身”
“首席服务员”这个头衔给李晨
光再合适不过了。大学就读土木工
程 专 业 ，毕 业 后 从 事 了 9 年 工 程 施
工、5 年工程质量监督、13 年建设工
程管理工作，2017 年新区成立行政
审批局，李晨光被调任该局负责项目
建设审批工作。
作为内行，李晨光深知企业所需
所困，率领专班成员不断优化审批流
程，创新推出新政策。
我国消防有关规范的更迭，让新
区一些按原消防规范在建企业，在申

请二次装修消防验收时，难以满足新
规要求，这使企业进退两难。为了尽
快破题，专班成员便南下去杭州、南
京等 6 个已针对此问题出台相应政
策的城市取经。
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华北区总经理董伟感慨道：
“没想
到 ，从 我 敲 开 专 班 门 ，到 新 区 形 成
既有建筑消防改造工作指南，有效
解决了既有建筑消防改造因新、旧
规 范 更 迭 产 生 的 问 题 ，仅 用 了 3 个
月。”

与时俱进 围绕企业需求全力破题
“审批局主要工作就是在为企业
服务中不断改革创新，目标就是审批
事项减得越少越好。在审批服务中
我们发现的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改
进或优化政策的方向。”李晨光告诉
记者，目前专班针对简易低风险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提出了新的服务实施
意见。
“我们经手的审批项目里，占地
一万平方米以下的很少，很难享受到
现有政策，因此我们建议将简易低风
险工程建设项目面积扩大至 3 万平
方米。”刘晓东告诉记者，对于简易低

发现 53 个问题 47 个立行立改

新区开展教育系统
专项督导检查
本 报 讯（记 者 薛 婧 李 爱 民） 日
前，哈尔滨新区教育、城管执法、市场
监管、卫健、消防大队等部门抽调了
46 名精干力量，组成了 5 个联合督导
组，严格按照专项督导检查工作清单，
对辖区内中职学校，公办、民办中小学
校，幼儿园的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疫
情防控、校车安全、校园封闭管理、校
园周边环境等工作进行大排查、大整
改。
新区高度重视此次督导检查工
作，在督导检查前，由区级领导组织相
关部门召开了新区教育系统大安全工
作专题会议，传达省、市、区关于校园
食品安全、校园周边治理工作的批示、
指示精神，全面安排部署了新区教育
系统大安全专项督导检查工作。
会后第二天，区级领导分别参加
各组督导检查，并在检查过程中明确
要求各校要高度重视安全管理工作，
进一步夯实主体责任，强化领导落实；
要加强配餐管理工作，坚持“八看三巡
一陪餐”，把食品安全做到位；要完善
校园周边管理，做好警、民、食药监、
城管等协调联动，确保学生安全；要加
强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确保开学无
疫情风险。
经过一天的检查，共发现问题 53
个，立行立改 47 个。针对不能立行立
改的 6 个问题，要求存在问题的学校、
幼儿园制定整改清单，形成整改工作
台账，明确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逐项
整改销号，确保安全隐患全清零。

记录雪后最美瞬间
“新区moment”摄影大赛
李晨光（左）面对面与企业交流。

靠前服务

报

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还有几项创
新举措。譬如，项目立项环节并入工
程用地规划许可阶段，不由企业来备
案，改由政府来备案，进一步减少审
批环节；不强制建设单位聘用监理，
建设单位承诺即可，这一项降低了建
设单位资金成本；不再需要发包备
案，可直接与承包单位签订合同，减
少了备案环节。
作为与企业接触最紧密的人，专
班成员深知哪些可为、哪些可改、哪
些可破，为企业当好服务员，他们用
心、用情，
全力以赴。

火热征集中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一场暴雪冻
雨，冰城一夜银装素裹。冰雨带来了
美景，也为清冰雪工作增加了难度。
连日来，一边是清冰雪大军顶风冒雪、
连续奋战，一边有爱心企业商家、志愿
者传递新区“温度”。从 11 月 10 日开
始至 12 月 5 日，新区“moment”摄影
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目前已有 70 余
幅作品报名参赛。快拿起您的手机拍
下您身边的感动，晒晒您身边的那些
最美瞬间。
征集内容包括：1.美景瞬间：雪后
身边最美的自然景致；2.清雪瞬间：用
手机记录下清雪大军、临街商家、小区
物业等清冰雪辛苦画面；3.暖心瞬间：
商家、企业、志愿者送温暖的画面。
投稿方式：长按下方二维码进入
“新区 moment”作品投稿群，群内投
稿 时 请 标 注“ 新 区 moment”投 稿 作
品、作者姓名+拍摄地点+联系方式+
作品标题，
并附上一张您的作品。
本次摄影大赛将评选出最佳摄影
奖 20 名 、动人瞬间奖 20 名、最佳人气
奖 20 名，中奖者将会获得精美“盲盒”
礼品一份。

“新区 moment”
作品投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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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区观

澜

哈尔滨新区如何学他人之长，创自身之新，聚发
展之力？
本报今起推出专栏，为读者展示近期国家级新
区亮点，介绍兄弟新区在各项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和
创新做法，开拓眼界，启迪思维，以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和责任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担当，实现
新作为。
编者

浦东新区

建设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
国家版权局、上海市版权局支持在浦东新区探索著
作权登记制度改革，率先以“著作权行为发生地”原则开
展跨地域作品登记。
在浦东创新推进作品登记“放管服”改革的“浦东模
式”，使得在浦东新区进行交易、开发等活动的作品，在
得到初始登记证明的同时，即可纳入浦东的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
形成确权、用权、维权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

西海岸新区

全国首家跨境易货贸易企业落户
近日，青岛易货易成跨境易货贸易有限公司在青岛
自贸片区成功注册，这是全国首家跨境易货贸易企业，
实现了全国跨境易货贸易行业
“零的突破”。
青岛自贸片区于今年 9 月 17 日正式成立跨境易货
贸易联盟，启动跨境易货贸易平台。跨境易货贸易联盟
首批会员 92 家，来自德国、印度、巴西等 11 个国家和地
区，涵盖国际贸易、物流运输、科技研发等多个行业领
域。青岛易货易成跨境易货贸易有限公司将作为跨境
易货贸易平台的实际承载主体，全力推动跨境易货贸易
项目落地。

赣江新区

出台优化营商环境 53 条措施
近日，赣江新区出台《关于优化提升赣江新区直管
区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从简化施工许可证办理程序、
降低企业获得信贷难度和成本、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
优化企业纳税服务、方便企业办理用电报装等五个方面
深化
“放管服”
改革，
优化新区营商环境。
其中，在降低企业获得信贷难度和成本方面，搭建
政银企沟通平台、完善绿色金融优惠政策、积极推动企
业上市等措施，并将修订完善新区绿色金融优惠政策，
吸引优质金融企业入驻直管区。
在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方面，推行企业注销“一网”
服务、市场主体登记网上办理、新区集群注册登记等措
施。在方便企业办理用电报装方面，提出了推动客户办
电更省力、省时、省钱可靠、优质等四大类 19 条措施。

滇中新区

今冬
这几件事一定要做！
这几件事一定要做
！
本报记者 刘欣
几场大雪飘落，哈尔滨新区的冰雪美景迅速进入佳
境，呈现给世人一个冰雪童话世界。这个冬天到新区，
如果不想拘泥于常规的旅游体验，不妨尝试一些全新的
游览方式，
或许会得到加倍的快乐！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玩超长冰滑梯 冰屋里吃火锅

太阳岛儿童冰雪季——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壮
观的冰雪建筑彰显着艺术
之美，满足了人们对冰雪
对童话的所有幻想。
除了冰雕雪塑，冰雪
大世界还有很多有趣的项
目，其中超长冰滑梯是游
客最钟爱的项目之一，它
不仅刺激与趣味并存，还

今冬太阳岛风景区为小朋友准备
了诸多寓教于乐的冰雪体验。在首届
太阳岛儿童冰雪季上，
“ 儿童冰雪雕艺
术展”
“ 千人冰雪雕塑大赛”
“ 儿童冰雪
嘉年华”等丰富多彩的冰雪主题活动将
轮番上演，让小朋友在愉快轻松的氛围
中，
感受冰雪魅力。

是绝佳的观景点，可以俯
瞰整个园区的胜景。另外
一个推荐尝试的玩法就是
品尝与众不同的“冰火两
重天”冰屋火锅。屋外是
五彩的琉璃世界，与三五
好友或家人看着窗外飘落
的雪花，守着火锅唱着歌，
那种感觉何其惬意。

音乐之旅——

太阳岛雪博会——

打卡巨型雪雕 拍
“泼水成冰”大片
太阳岛雪博会被誉为
“世界上最大的雪雕艺术
群”，片片堆积在一起的雪
花，经精心雕琢，变幻成雪
博会的大气磅礴。

打卡儿童冰雪嘉年华

感受过巨型雪雕的震
撼，不要忘了找一个空旷
的 地 方 ，拍 一 张“ 泼 水 成
冰”大片，炫酷的视觉体验
定会让游客大饱眼福。

听一场音乐会
哈尔滨这座城市不仅有冰雪美景，
还有浪漫的音乐。
哈尔滨大剧院洁白的建筑外观与
这座冰雪之城交相辉应。这里精彩的
世界级演出不时上演，听一场优美音乐
会不失为一件人间美事。

“高新轻精”产业聚集实现突破
滇中新区充分利用国际大型门户枢纽机场的口岸
条件、航空运输条件和陆空衔接、公铁集疏、内捷外畅的
互联互通枢纽新优势，聚焦“高新轻精”制造产业链，重
点布局发展电子信息、光电子显示、生物制药、医疗器械
等临空高端制造业，不断加大引领性产业项目推进力
度，围绕“533”产业打造产业链，加快招商引资步伐补链
延链强链，以“店小二”的服务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
的精神，
在
“高新轻精”
产业聚集上实现新突破。

金普新区

东北地区首个城市更新项目落户
以金普新区国企德泰控股为实施主体的金普新区
南部城区城市更新项目，通过国开行总行贷审会审议，
10 月底正式取得项目授信批复。该项目总投资 201 亿
元，国开行全额授信 160 亿元，贷款期限 25 年。这标志
着东北地区第一个城市更新项目成功落户金普新区。
南部城区位于金普新区与大连市主城区的交界蜂
腰处。规划用地范围 15 平方公里。该项目涉及动迁居
民 3836 户、企业 310 家，动迁总建筑面积 198.2 万平方
米，改造不动产建筑面积 63.6 万平方米。项目的实施将
在一揽子解决区域内老牌国企纾困难题的同时最大程
度保留城市老工业记忆，
推进产城融合。

（上接第一版）

深刻把握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位，
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
共同心愿，
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发展、
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
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决议》从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
想，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
党、
经济建设、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政治建设、
全面依法治国、
文化建
大成就，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
国防
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更为
和军队建设、
维护国家安全、
坚持
坚实的物质基础、
更为主动的精神 “一国两制”
和推进祖国统一、
外交
力量，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工作等 13 个方面，分领域总结新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
时代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
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
重点总结九年来的原创性思想、
变
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根本在
革性实践、
突破性进展、
标志性成
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果。
《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央领航掌舵，
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新时代这个重点，
重点总结新时代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党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
全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
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
经验，
必将极大鼓舞和激励全党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
一步坚定信心、
振奋精神，
聚焦我

们正在做的事情，
以更加昂扬的姿
态迈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
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
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的赶考之路。时代是出卷人，
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
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
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为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不懈奋斗，我们一定能够继续考
出好成绩，在新征程上铸就新的
时代辉煌、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新华社北京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