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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升级“老字号” 深度开发“原字号” 培育壮大“新字号”

哈尔滨工业作好优化升级三大文章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倪伟龄 熊 丽

黑龙江哈尔滨市将项目

建设作为推动工业优化升级

的抓手，扎实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着力做好改造升

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

号”、培育壮大“新字号”这三

篇大文章，加快构建产业发

展的新格局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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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薛志伟

报道：厦门市海沧区政府
与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日前在厦门共同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按
协议约定，项目总投资
220亿元，规划建设两条
12 英寸特色工艺晶圆生
产线及一条先进化合物半
导体器件生产线。这是继
通富微电子项目以来，海
沧集成产业项目又一质的
飞跃。

据介绍，杭州士兰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2003 年 3 月份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已发展成为国内集成电路
芯片设计与制造一体的龙
头企业，其技术水平、营
业规模、盈利能力等各项
指标在国内同行中均名列
前茅。该公司专业从事集
成电路芯片设计以及半导
体相关产品制造，在我国
集成电路产业中占据重要
地位。

按照协议，该公司与
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拟共同总投资220亿
元，在海沧区建设符合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
划、厦门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规划纲要的 12 英寸特
色工艺晶圆项目及先进化
合物半导体项目。其中，
12 英 寸 90—65nm 的 特
色工艺晶圆生产线项目拟
投资170亿元，产品定位
为微机电系统、功率半导
体器件及相关产品；先进化合物半导体项目拟投资
50 亿元，建设一条 4/6 英寸兼容先进化合物半导体
器件生产线，主要产品包括下一代光通讯模块芯片、
5G与射频相关模块、高端LED芯片等。

该公司与海沧区政府的项目合作，既是其 20 年
发展积淀的结果，也对提升中国集成电路特色工艺领
域的核心竞争力、探索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模式、
进一步完善中国东南沿海区域产业链条、提升厦门乃
至福建集成电路产业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的格局和地
位，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自 2016 年以来，厦门市委、市政府出台了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十年规划，力争到 2025年集成电路产
业规模超千亿元，带动电子信息技术产业规模超
3000 亿元的战略目标。海沧区按照“全市一盘棋、
差异化布局、错位发展”的思路，结合自身产业转型
升级的发展需要，明确将集成电路产业作为战略性主
导产业加以谋划，全力打造集成电路集聚区，并在今
年出台了《厦门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海沧区实施
方案》，以及配套的产业扶持政策和人才政策。今年
6月26日，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海沧区政府签
订了共建集成电路先进封测生产线的战略合作协议。
8月21日，通富微电子项目于海沧信息消费产业园区
奠基，为厦门集成电路产业链补上了关键一环。此次
士兰微电子项目落户厦门海沧，使海沧在短短1年内
实现了近300亿元的集成电路项目签约，成为国内乃
至国际产业聚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央大街，活力四
射。尝一支百年马迭尔冰棍，听几曲街
头西洋乐，游一游这充满欧陆风情的城
市，是许多外来游客的游玩“标配”。

活力，还蕴藏在哈尔滨经济发展的
肌理中。近年来，哈尔滨坚持把转方式
调结构作为振兴发展的重中之重，化有
利机遇为发展红利，变优势潜力为现实
生 产 力 ， 已 连 续 10 个 季 度 稳 定 在
6.5%—7.5%区间，发展预期持续向好。

转方式
构建产业新格局

哈尔滨拥有黑龙江省近三分之一的
人口，经济总量约占全省四成，粮食产
量超过全省四分之一，全市共有院士38
名，资源、产业、科教、人才、基础设
施等支撑能力都比较强，是黑龙江当之
无愧的龙头。

2016年，哈尔滨生产总值、地方财
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同比分别增
长了7.3%和7.5%，在东北四个副省级城
市中处于领先行列。然而，哈尔滨干部
群众深刻认识到，与全国的情况相比，
不进则退，慢进亦退，要实现赶超发
展，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必须下更多
功夫，抢回发展优势。

一个“抢”字，抢的是时间，见的
是决心。发力的方向，既有国内总需求
增长空间，又有哈尔滨鲜明供给优势的
领域。

哈尔滨将项目建设作为推动工业优
化升级的抓手，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改造升级“老字号”，巩固壮大传统
优势产业，深度开发“原字号”，推动产业
链条向下游延伸，培育壮大“新字号”，对
新材料、生物、现代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加大扶持力度，抢占高端，扩大规
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市场消费点和
就业拉动点。

目前，哈尔滨市食品工业产值和旅
游总收入分别达到 1550 亿元和 1039 亿
元，在巩固提升这两大千亿元产业的基
础上，哈尔滨还采取积极措施，加快推
动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智能设备等朝
阳产业迈上千亿元台阶，培育壮大新一
代信息技术、健康养老、现代物流等一
批百亿元产业集群，初步构建起具有较
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为经济转型

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哈尔滨实

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00.7 亿元，同
比增长 3%。服务业占 GDP 比重达到
64.6%，比上年同期提高 3.6 个百分点，
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到 78.8%。其中，
旅游业取得突破性增长，全市实现旅游
总收入965.5亿元，同比增长13.4%。重
点打造的生物医药产业总收入今年预计
将达到 600 亿元，同比增长 22.4%。在
通用航空产业方面，目前已获批建设通
用航空产业示范基地，并吸引爱飞客、
天津鑫茂等企业参与项目建设，集聚效
应初步显现。

抓双创
激活发展新动力

在哈尔滨的城市中轴线上，一个创
新创业的高地正在徐徐隆起。

这条 15.8 公里长的大街上，聚集着
18 所高等学府、3 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和近 40 家科技企业孵化器。从 2016 年
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政府
开始打造这条国内最长的创新创业大
街，将“校所集聚带”提升为“高新技
术产业带”。“我们的眼睛不仅要向外
看，还要向内看，把自己的资源用好用
足。”哈尔滨市南岗区区长宋博岩告诉记
者，南岗区主动转变意识，真金白银地
投入，真抓实干、真情服务大学大所，
科技转化“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局面得

到一定程度的扭转。
“打科技牌、走创新路”。哈尔滨抓

住科技成果转化这一突出短板，搭建市
校 （所） 科技合作、企业研发、科技企
业孵化器、国际科技合作、技术转移和
科技投融资服务等六大平台，确保成果
产得出、转得畅、接得住、留得下、长
得大。

哈尔滨市科技局局长李志杰告诉记
者，为推动科技转化，哈尔滨着力破解

“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难题。
比如，为有效激发创业源头，哈尔滨启
动“三权”制度改革，引导一批高层次
人才走出实验室创办企业，推动一大批
高水平科技成果向企业产品转化。又
如，针对大批实验室成果在转化时遇到
的“大学想做不能做，市场主体不愿
做”的困境，充分发挥政府补位功能和
在政策资金方面的引导作用，通过“事
业单位+企业+基金”的新型组织架构，
搭建起待遇留人、事业留人和科技成果
转化市场化运营的新体制新机制，探索
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
有效途径。

哈尔滨还组织成立了由政府大投
资、少参股的新型产业机构“黑龙江省
工业技术研究院”“哈工大机器人产业集
团”和“哈工大焊接产业集团”等，为
有效破解成果转化体制机制障碍探索出
了新路。其中，成立仅一年多的哈工大
机器人集团，市值已接近百亿元。

哈尔滨龙门科技企业孵化器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邹元新告诉记者，看中哈

尔滨的双创潜力，2015 年他由律师转
行打造孵化器“龙门客栈”，已发展成
为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民营科技孵化
器。据了解，目前哈尔滨的科技孵化器
和众创空间已有 131 家。“虽然哈尔滨
的投融资还不够活跃，但这里创新创业
的氛围和市场需求是比较好的。”邹元
新说。

金融对创新创业的意义，在东北尤
其重要。为此，哈尔滨积极发挥财政科
技资金的杠杆作用，带动和引导社会资
金投入科技创新活动。同时，全面实施

“创新券”计划，建立“企业先行投入、
市场评价、政府补贴”的科技资金后补
助投入新方式。

双创的活力正在加速释放。据统
计，2012 年至 2016 年，哈尔滨共集聚
科技成果 3928 项，转化落地 2324 项，
高新技术企业从 308 家增加到 492 家，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年前三
季度，哈尔滨市新增科技型企业 180
户，哈尔滨新区与哈工大还双双获批国
家第二批区域和高校“双创”基地。

促改革
打造振兴好环境

记者在哈尔滨道里区采访时了解
到，在原有的招商局基础上，道里区又
设立了 5 个专业招商分局，并成立了企
业服务局。道里区委书记冯延平告诉记
者，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将让企业办事
的“快车道”更加畅通。

完善体制机制，全面深化改革，是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治本之策。以问
题和需求为导向，哈尔滨进一步简政放
权，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从放活市场中
找办法、找台阶、找出路——率先在全
国取消市级所有自设的行政审批事项；
率先在全省推行“五证合一、一照一
码”；开展部门内设机构大处室改革。这
些举措使政府事权精简 52.5%，相关中
介服务减少 35%，市政府部门承担行政
审批职能的处室减少81%。

哈尔滨市行政服务中心从精简要
件、压缩时限等关键环节入手，全力开
展审批服务的流程再造。目前，已完成
入驻中心46个窗口单位的465个事项流
程再造，实现 11 个部门 33 个事项“不
见面”办理，10 个部门 49 个事项“零
跑路”，23 个部门 202 个事项办事“跑
一次”。

政府做“减法”，市场做“加法”。
今年前三季度，哈尔滨新增市场主体9.4
万户，市场主体总量达到66.3万户。

好环境引来了好项目。在去年 8 月
份建成的哈尔滨创新金融园，平安普惠
总部、中信资本、嘉实资本等40家国内
大中型金融企业落户园区，并在服务中
小微企业、助推实体经济发展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仅平安普惠项目，预计到
2020 年将实现税收 8 亿元左右。”哈尔
滨创新金融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主任马瑞
告诉记者。

2017 年 3 月份，国办印发了东北地
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
案，哈尔滨与深圳市结了“对子”，目前
双方已签署对口合作框架协议，签约项
目52个，签约金额达到274亿元。

更重要的是，哈尔滨还将全面学习
深圳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自主创
新、产业发展、资源利用、环境建设、
市场观念、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成熟经验
和先进做法。据了解，哈尔滨派出了12
名区县及职能部门一把手前往深圳挂
职，以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为全面推进深圳、哈尔滨合作，开
启两地合作发展序幕，加强区校合作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深圳市罗湖区、哈尔
滨市平房区 （哈经开区）、哈尔滨工业大
学三方日前在深圳举行了建立全面区校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罗湖区与平房区

（哈经开区） 签订缔结友好城区协议签署
仪式，同时举行了哈经开区 （平房区）
产业项目招商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三方将按照国家对高校
成果创新、成果产业化、跨区域地区合
作、新一轮东北振兴等相关工作的部署
要求，结合省、市、区三级政府对口合
作战略安排，加强全面合作的顶层设
计，通过搭建涵盖高校与地方的两区三
方合作平台，积极探索高校、政府、企
业三方在成果转化、双创平台等方面的

创新合作模式。
“此次合作将共同开启深圳市罗湖

区、哈尔滨市平房区、哈尔滨工业大学
合作发展的新篇章。”深圳市罗湖区委书
记贺海涛表示，罗湖区和平房区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有着共同振兴发展的需
求。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原创科研、人才
培养、成果转化方面实力雄厚、底蕴深
厚。一校两地在航空产业、智能制造等
领域有很强的共通性、互补性，实现全
面战略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潜力
巨大。

据悉，未来三方将根据两区产业特
点，并依托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重要产业
创新合作平台，鼓励、推动地方优质企
业开展校企合作，孵化一批新兴产业项
目，壮大一批传统产业企业，发展一批

重大产业集群，全面打造并实现国内领
先的“高校科研成果推进产业格局转
变”的示范合作案例。

与此同时，罗湖区与平房区 （哈经
开区） 当天签订缔结友好城区协议。两
区将建立共建友好城区领导小组联席会
议制度，商定决策重大事项，协调解决
重大问题。未来双方将通过构建完善的
合作机制，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强管
理服务交流，务实推进产业合作，实现
装备制造、新兴产业、现代金融、文化
科技、双创孵化、国际合作、商贸物
流、教育医疗、健康养老、园区管理等
多领域的协同互动，切实提高两区合作
效率和水平，有效促进两区共赢发展。
哈尔滨市平房区委书记、哈经开区党工
委书记刘兴阁表示，将充分学习借鉴罗

湖区改革经验，重点实施强区放权、人
力资源配置、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等一系列改革，努力打造深哈合
作改革创新样本示范区。

作为此次活动的重头戏，哈经开区
（平房区） 深圳产业项目招商签约的产业
项目有52个，投资总额194.86亿元。其
中，平房区 （哈经开区） 企业与广东
省、深圳市企业合作项目14家，签约额
20.26 亿元；深圳企业拟到平房区 （哈
经开区） 投资企业 38 家，投资额 174.6
亿元。借助深圳的金融优势，本次重点
签约了 5 个投资基金项目，一期投资
17.5 亿元，业务覆盖股权投资、资产并
购、受托资产管理等多领域，涉及智能
制造、新材料、现代农业、养老健康及
旅游等多行业。

深圳哈尔滨合作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本报记者 杨阳腾

地处三峡库区的重庆丰都县正在发生可喜的变
化。在县城长江北岸，占地 180多亩的“丰都古城”已
建成开放，古城不仅复原了老县城的风貌特征，还引入
餐饮老字号、手工艺品等特色商业业态，吸引了不少游
客前来观光消费。在县城长江南岸，滨江美食街两侧
的商业、服务业项目纷纷入驻，人气渐旺。

“文商旅”融合发展正成为丰都县推动城市发展的
新路径。记者了解到，丰都县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资源
和自然景观资源丰富，辖区内拥有名山、双桂山等名胜
古迹。同时，因毗邻长江，该县自古便是长江上游重要
的物资集散中心，具备“文商旅”融合发展的基础和
条件。

近两年来，丰都县依托自身资源优势，以文带旅，
以旅兴商。一方面，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通过举办

“丰都庙会”等民俗文化活动，促进文化、旅游和商贸的
互动繁荣；另一方面，注重旅游景区服务设施完善以及
业态创新，在景区内注入特色文化和商业元素，把旅游
景点打造成商业集聚区和文化传播载体。

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都庙会”为例。今年
丰都县在庙会期间开展了40多项文化、旅游和商贸活
动，除了各大景区外，“麻辣鸡块”“仙家豆腐乳”等 10
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产品也受到热烈追捧。
据统计，今年“丰都庙会”6 天时间接待游客 150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2亿元。

此外，丰都县还依托“鬼城名山景区”，挖掘“鬼城”
民俗文化，建设鬼城文化创意产业园，并将戏牛舞、陶艺
DIY、王家院子木偶戏、秦家院子古风演奏等传统民俗
纳入参与式体验内容；利用古民居建筑群、悟惑寺等历
史文化遗产开发新的旅游景点，并开发鬼脸瓢画、叶脉
画等特色化旅游商品，优化产品供给，促进旅游消费。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至 11 月份，丰都县累计接
待游客 1341.82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1.66 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23.28%和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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