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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历史悠久，底
蕴深厚，被誉为“女真肇兴地,大金第一
都”，同时也是哈尔滨现代大都市最年
轻、最具魅力、最有潜力的新区。阿城曾
被授予“中国大米之乡”、“中国大蒜之
乡”、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特色魅力
城市 200强、中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
50 强和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等荣誉称号。
阿城新区上上下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不断走向新的繁荣。2012 年全区生产总
值实现 243.45 亿元,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完
成 5.3 亿元，共实施千万元以上工业项目
68 个，完成投资 39.8 亿元；高水准举办
了“首届中国·哈尔滨五花山赏秋节暨金
龙山第五届红叶节”、“嬉雪节”等旅游节
庆活动，全年接待游客 241.5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10.2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实现 17626
元和 9817 元。与此同时，阿城深入实施
了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
系列民生工程，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持续
提升。

改善“软硬件”

促跨越发展

为促进发展方式转变，阿城区进一步
强化招商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为阿城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今年阿城区紧紧抓住园区发展和产业
项目建设两大重点，进一步完善阿城开发
区基础设施体系，提升内部管理和运行水
平，提高产业和项目承载质量；全面实施

新杨工业园区建设，在完善园区规划基础
上，启动 15 平方公里起步区基础设施工
程，立足招大引强，实现与哈南工业新城
发展的有效对接；全力以赴抓产业、上项
目，围绕壮大两个园区，突出抓好钢铁、
建材、食品等优势产业及木材加工、新材
料等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链的延
伸，加快重点产业项目建设进度；搞好跟
踪服务，抓好软硬环境建设，营造有利于
承载产业、吸引投资的良好环境，在全区
掀起招商引资新高潮。

今年阿城区确定 100 个重点项目，其
中省市重点项目 18 个，投资 10 亿元以上
项目 6 个。目前已经开 （复） 工项目 24
个，青岛啤酒 （哈尔滨） 有限公司 40 万
千升啤酒建设项目、西钢集团阿城钢铁有
限公司工艺结构优化升级技术改造等项目
进展顺利，累计完成投资 22.32 亿元。同
时，投资 100亿元的奥特莱斯芭蕾雨现代
服务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30 亿元的闽南
商贸城项目以及一期投资 5 亿元的哈尔滨
市佟二堡皮草城项目正稳步推进。

绿色景观带

为冰城增色

阿城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丰富
的旅游资源，这里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4A 级景区——金源文化旅游
区 ， 距 离 哈 尔 滨 主 城 区 最 近 的 原 始 森
林、4A 级景区——金龙山国家森林公
园，北方最早的道教圣地——松峰山，
亚洲最大的封闭式狩猎场——哈尔滨市
玉泉国际狩猎场，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

森林动物园——北方森林动物园。现已
形成了金源文化、滑雪狩猎、生态观光
和休闲度假为主的四大旅游产品。

阿城将依托处于哈尔滨市一小时经济
圈的地缘优势以及自身的资源禀赋，全力
推进“大旅游”战略，努力打造成为全国
知名旅游休闲度假胜地，为哈尔滨市冰城
夏都游增添色彩。2013 年阿城区将继续
突出金龙山国际旅游度假区的龙头带动作
用，按照国家 5A 级景区的标准进行配套
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高起点启动松峰山
景区建设，重点抓好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
同时，做好海云观、藏经楼、太虚洞等历
史遗存的保护修缮，加强道教文化旅游产
品的策划开发；深化金上京历史博物馆、
金太祖陵、皇城遗址、亚沟摩崖石刻、文
庙等文化旅游资源整合，统筹推进金源文
化旅游区建设；深入推进金龙山、红星旅
游名镇建设，在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塑造
镇区风貌的同时，加强配套服务设施和产

业发展类项目引进，将旅游名镇打造成提
高旅游质量效益的新动力；围绕构建以

“五大景区”为支撑的旅游发展新格局，
继续推进红星湖、东方高尔夫、上京国际
温泉度假区等重点旅游项目建设；切实发
挥 160 公里黄金旅游环线的辐射带动作
用，加强旅游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推动沿
线“五型农业”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把
旅游路打造成与大都市相连、与大自然相
融的绿色景观带和产业经济走廊。

面向未来，阿城区委、区政府站在新
的起点上，审时度势，紧抓机遇，注重在
哈尔滨发展大格局中找准未来发展的目标
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坚定实施“大
招商、大旅游”战略，扎实推进“五大功
能区”建设，积极谋划小城镇建设，加速
城乡一体化进程，全力推动区域经济社会
跨越发展,将阿城 60 万人民对美好幸福生
活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不懈努力奋斗的责
任和使命。

凭借得天独厚的山水风光和自然生态优势，哈尔滨阿城朝
着“生态宜居”这个坐标，不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扩大规模、完
善功能、强化管理，打造城市综合体，进一步提高城市品位。
同时，阿城区委、区政府注重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积极推进小城
镇建设，努力建设功能齐全、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的哈尔滨
最佳宜居城区，不断满足全区人民对美好家园的期待和向往。

今年阿城区进一步加快村屯道路、给排水、广场、绿化、环
境等基础设施建设，对红星镇等镇街污水处理厂及配套地下
排水管网进行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计
划新建垃圾转运站 5 个，垃圾转运间 20 个；以长江南路、阿横
旅游公路和 301 国道哈阿段沿线村屯为重点，全面加快泥草
房（危房）改造和村屯环境综合整治步伐。今年计划完成泥草
房改造 2315 户，力争至 2015 年基本消灭全区农村泥草房；继
续深入调整小城镇产业布局，重点发展文化旅游、食品加工、
新型建材、先进装备制造、商贸物流五大产业，继续打造“一
带、两区”的大旅游格局；积极推进重点小城镇建设，将打造集
商贸流通业、旅游观光业、金源文化和高效农业于一体的风情
小镇料甸镇，打造以道教文化为特色的松峰山镇，打造以森林
文化为特色的金龙山镇，打造以休闲为特色的红星镇，让特色
魅力小城镇成为提升阿城形象的新亮点。

“实施新战略、实现新跨越”，阿城区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以哈尔滨市委提出的“北跃、南拓、中兴、强县”发展战略
为指引，大力推进“大招商、大旅游”战略，在加快实施“五大功
能区”建设的同时，全区还将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
设、以务实清廉为目标的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努力增进社会和
谐,维护团结稳定大局，开创阿城经济社会跨越发展、人民生
活幸福安康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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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

魅力小镇生态宜居

上图：哈尔滨阿城

区城区景观。

左图：在阿城区的

青岛啤酒 40 万千升扩

产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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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延边三江源米业有限公司
永吉县万昌镇鼎芗粮米加工厂
吉林市丰润食品有限公司
白城市三合乡大海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
吉林敖东大高酵素有限公司
浦江迪飞龙汽车装饰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岭山金溢粮油经营部
东莞市寮步美味副食有限公司
蓝盒(东莞)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锦兔皮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裕财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海捷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南永油脂有限公司
汕头市金平区加乐奇食品厂
汕头中煤粮油有限公司
揭阳市怡兴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泰宗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彦昊电池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曼摄影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竣锋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揭阳试验区溪南宇星五金电器厂
佛山博格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四会市一品香食品加工店
广州市兰树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海小牦牛乳业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深兴五金厂
陕西杨凌农夫果业专业合作社
现代新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水木年华科技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万方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杭州双郑贸易有限公司
衢州市顺康牧业有限公司
福州佳越贸易有限公司
信丰县井山人家生态养殖场
六安市金兄弟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千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颍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神藏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瑞能焊割有限公司
上海步隆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卡路飞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功针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康奶星乳品有限公司
上海飘歌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市广琪艺桐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市凌创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谷丰源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科林嘉德国际环保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上海紫曦食品有限公司
凤凰光学安防(上海)有限公司
湘潭县花石远东湘莲有限公司
湘潭县军泉家禽饲养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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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29287
6952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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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鑫誉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怀江酒业有限公司
九台市其塔木镇鑫来米业加工厂
开封县亿福园油脂食品有限公司
西平县老王坡振兴调味品有限公司
原阳县豫之星食品厂
石家庄市山和水科贸有限公司
卫辉市海心面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明制药有限公司
河南天源环保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迈斯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武陟县李氏澡巾有限公司
禹州市福华食品厂
连云港市绿洋食品有限公司
赣榆县塔山镇金源海产品加工厂
如皋市恒雨食品有限公司
南通欣美食品有限公司
南通茘丰生态特种养殖有限公司
南通大昌行农产品有限公司
南通市海明星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南通市仁和蚕业制品厂
江苏泰森食品有限公司
嘉丰木业(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普洛欣实业有限公司
美格尔橄榄油业(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爱诺家香日用品有限公司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奇味炒货食品厂
武乡县康达醋业有限公司
长春市宇锋电器有限公司
沈阳书之坊图书有限公司
沈阳千佰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日佳实业有限公司
沈阳市大东区昊司办公用品商行
哈尔滨英弗尼迪科技有限公司
黑龙江天宝帽儿山食品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兴隆纸制品加工厂
哈尔滨印师傅风味食品厂
五常市晨光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北大荒绿洲米业有限公司
乌苏高泉喜庆鸟枸杞养殖场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龙兴米业

有限责任公司
五常市泰昌米业有限公司
河北汉泽坊酒业酿造有限公司
坤强家业(天津)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锦泊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京膳坊食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福瑞斯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省仁怀市茅江酒厂
珠海远大美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庆阳陇牛乳业有限公司
秦州区闫氏颗颗香干果厂
广州金百欣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兴宇橡塑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从化源溪饮用水厂
广州乐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卫市金凤凰家禽流通农民专业合作社
重庆君海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金佛春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祥云县自氏宏业食品厂
广州市穗宝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崇州市文井源食用油厂
重庆梓派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多宝多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文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利美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酷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领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绵阳市玉峰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先普服饰(深圳)有限公司
内江市东兴区元麦食品厂
汕头市澄海区镐镫塑胶制品厂
博罗县柏塘镇塘柏富粮食加工厂
揭阳试验区渔湖恒泰五金加工厂
江门市东隆行食品有限公司
龙川万泰油茶发展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蒂克五金工具厂
会宁县创佳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经棚镇傻子王脱骨烤连锁店
赤峰市味园食品加工厂
杭锦后旗陕坝镇双喜水饺厂
达茂旗毕力格泰民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扎赉特旗丰桥农业专业合作社
东胜区德吉夫民族食品厂
内蒙古中服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呼和浩特直属库面粉厂
黑龙江一面坡葡萄酒有限公司
铁岭市清河区坤粮春米业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八家子乡红洋

亿鑫麦饭石系列产品加工厂
天津阿正食品有限公司
大同市同福糕点厂
浑源县龙首山生态畜牧专业合作社
宁波高纬进出口有限公司
横店集团浙江英洛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台魅(福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紫霞展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金潮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万泽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家利利商贸有限公司
包头市森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港市凤凰镇清爽纸品厂
芜湖县泾县毛子食品厂
成都久健科技有限公司
肥城市宝丰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聊城市开发区晋源美老陈醋有限公司

临沂雅露食品有限公司
聊城市东昌府区鑫盛不锈钢五金制品厂
滕州市劲松食品有限公司
东阿县养生阿胶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东阿锦安电子有限公司
阳谷县浩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奥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东平鑫香面粉有限公司
新泰市文胜食品有限公司
泰安市利邦农化有限公司
山东泰诺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恒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芜市秀彬经贸有限公司
潍坊营州酒业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城区三兴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五莲县翠旌绿茶有限公司
五莲县宝昌汇花生加工厂
沂水润发食品厂
涞源县甘霖土特产购销有限公司
乐亭县英磊饮料厂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植物蛋白分公司
保定益君多饮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百富豪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玄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蕙兰面业有限公司
河北紫盛祥饮品有限公司
定州市鹏奥体育用品厂
宜宾市翠屏区观音茶厂
四川善德轩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泸州龙脑曲酒厂
大安区好利食品厂
南充凌云山千年健服务有限公司
北川县川人酒业有限公司
西昌市中恒商贸有限公司
眉山市鼎味居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千方百剂科技有限公司
长海瑞丰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凯泰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养乐多乳品有限公司
沈阳市福荣华松花蛋加工点
多芬迪欧日化(沈阳)有限公司
湖北远航食品有限公司
沙市区红枪内衣厂
孝南区天苑馨香茶叶精制厂
余姚市宇达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鼎腊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绿雅日用品有限公司
重庆翠京元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
渝北区创新食品厂
广州彩新鞋业有限公司
广州明政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品华日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百干道食品厂
广州紫薇服饰有限公司
盘锦食锦添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新雅轩食品有限公司
珠海标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赛林勃空气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酷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宏泰纸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锋威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华艳制衣有限公司
宁波卡欧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武汉市骏驰油脂有限公司
浙江双啸工贸有限公司
温州正鱼鱼丸餐饮有限公司
义乌市勤帆无纺布加工厂
义乌市五弟日用品厂
洞头县海宏食品有限公司
仙居县万厨乐餐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华春竹木业有限公司
杭州黎水饮品有限公司
福建晋江市万年辉鞋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晋江市华姿鞋业有限公司
福州茶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薪传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洋城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龙海市天使之翼食品有限公司
龙海市嘉华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宁德市华洋贸易有限公司
宁德市白马山茶叶有限公司
源美绿色(福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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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 000 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小灵通，只需拨打 4007000690 号码，您
提出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出
的是疑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诚！

4007 000 690真诚为您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电话：84295477
传真：84295483

厂商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