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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哈爾濱合作歷史悠久，一直是哈
爾濱市最重要的外資來源地。港資對哈爾濱
市的強力注入，不僅對推動哈爾濱的經濟社
會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為兩地加深合
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據統計，從哈爾濱市 1984 年批准第一家
香港投資企業到 2010 年底，累計批准港資企
業 1190 戶，投資總額 52.4 億美元，註冊資本
35.12億美元，合同外資額25.24億美元。在哈
爾濱市的三資企業中，華僑華人、港澳同胞
投資佔80%，而港資企業又佔華僑華人、港澳
同胞投資企業的50%以上。無論是資戶數、直
接投資額還是投資總額方面，港資企業始終
位居外來投資首位。為哈爾濱經濟的發展做
出了巨大貢獻，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目前，港資企業在哈投資領域越來越
寬，華潤、新世界、世茂、順邁、永富、香
格里拉、新濠國際等香港知名企業入駐冰
城，已從傳統的房地產項目發展到醫藥、化
工、房地產、基礎設施、汽車零部件、酒店
等 20 多個行業。港企的戰略選擇已從自身發
展需要，上升到與哈爾濱的城市發展產業布
局緊密結合的高度，兩地的經貿合作達到了
新的發展階段。

當下，歐盟金融市場動盪，港資面臨資
金安全問題。而哈爾濱城市發展布局已初步
展開，產業結構科學發展優化升級，實體經
濟受國際金融市場影響較小，發展亮點和產
業商機頻現，可以成為港資北移的最好選
擇。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責任編輯：余佩娟

A1 ●要聞
●中國新聞
●港聞 A3梁振英展次階段競選工程A2唐英年公布首部分政綱

壬辰年正月廿二日

2012年2月

13星
期
一

大致多雲
氣溫：
17℃-21℃

第38941號 今日出紙三叠九張半 零售每份六元

B1十大屋苑交投創一年新高

在1月落幕的哈爾濱市黨代會、 「兩會」
上，選舉產生了哈爾濱新一屆領導班子，為
這座蜚聲中外的北方歷史文化名城勾勒出美
好的發展藍圖，指明了未來5年的前進方向。
其中，尤為值得關注的是，新一屆領導班子
履新伊始，即明確提出要 「堅定不移地實施
『北躍、南拓、中興、強縣』發展戰略、奮

力實現哈爾濱新跨越」。
近幾年，哈港經貿合作深入務實，來往

冰城的港商代表驚詫於這座百年歷史文化名
城的顯著變化，這得益於哈爾濱城市發展戰
略開闢出的跨越發展新局面。哈爾濱新一屆
領導班子把 「哈爾濱建設成為現代大都市」
作為城市發展目標，續推 「北躍、南拓、中
興、強縣」發展戰略，找到了哈爾濱這座百
年城市建設的底蘊和內涵，推進城市發展呈
現迸發態勢，走出了一條符合科學發展觀要
求、體現時代特徵、具有哈爾濱特色的全面
振興之路。

哈爾濱市市長宋希斌指出，哈爾濱實施
「北躍、南拓、中興、強縣」發展戰略，以

超越自我、敢為人先的魄力和勇氣，走出了
一條科學發展的新路，經濟社會發展發生巨

大變化。正是由於實施新戰略，哈爾濱城市
建設日新月異，社會建設提檔升級，產業崛
起勢頭強勁，改善民生步伐堅實。更為寶貴
的是，新戰略實施以來，廣大幹部群眾精神
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謀發展、促振興、幹
事創業的氛圍空前濃厚。發展的實踐證明，
哈爾濱已經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躍上
了一個更高的發展平台，進入了一個迅速崛
起、加快振興的重要時期。新一屆政府 「要
牢牢把握哈爾濱未來發展方向，一張藍圖繪
到底，一棒一棒往下傳」。

據悉，哈爾濱將以此次赴港經貿交流活
動為窗口，進一步向香港各界推介全市正在
實施的城市發展戰略，展示日漸優越的投資
環境，並以此為紐帶，推介一批精心篩選的
重大招商引資項目，涉及現代農業及綠色產
品、工業經濟、產業園區招商、旅遊、商貿
物流及商業地產、企業重組等六大類，吸引
更多戰略投資者到哈投資興業。在港期間，
哈爾濱市將拜訪香港政經界高層，舉辦哈爾
濱（香港）經貿合作懇談會和旅遊文化金
融、農業水務等專項推介會。

冰城夏都冰城夏都 惠澤未來惠澤未來

★哈爾濱地處東北亞中心位置，被譽為歐亞大陸橋
的明珠，是第一條歐亞大陸橋和空中走廊的重要樞紐。
曾經在 20 世紀初成為國際商埠，先後有 33 個國家的 16
萬餘僑民聚集這裡，16個國家在此設領事館，樹立起了
哈爾濱聞名遐邇的國際聲譽，有 「東方小巴黎」、 「東
方莫斯科」的美譽。

★哈爾濱地處世界著名的黑土帶之中，是全國重要
的商品糧基地和水稻、玉米等農作物主產區。耕地面積
2750萬畝，糧食生產能力超過250億斤，位居全國副省
級城市首位。

★哈爾濱是全國最大的綠色食品生產基地，綠色食
品種植面積、產品總量和認證數量均居全國第1位。

★哈爾濱市是中國接觸歐洲古典音樂最早的城市，
有中國第一個交響樂團和最早的音樂教育學校；中國第
一個音樂與建築藝術一條街──中央大街，這裡舉辦過
世界最大規模的鋼琴演奏會，創造了健力士世界紀錄；
創辦於1961年的哈爾濱之夏音樂會是中國歷史上舉辦時
間跨度最長的音樂節，目前已舉辦30屆，歷時51年。

★哈爾濱松花江濕地是國內最大的原生態多樣性城
市濕地，總長度約120公里，規劃區總面積約1080平方
公里。

★哈爾濱冰雪旅遊馳名中外，是國家推向世界的35
個王牌旅遊產品之一，哈爾濱國際冰雪節是世界四大冰
雪節之一。哈爾濱市市長宋希斌履新伊始即提出，哈爾濱

區位優勢獨特、兼容並蓄，是全國對外開放的重要
節點，要以 「戰略視野、世界眼光」謀劃城市快速
發展。 「要進一步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切實增強招
商引資的策劃能力，緊緊盯住世界500強和行業領
軍企業，大膽創新方式方法，統一招商政策，確保
招商實效，不斷提高經濟發展的外向度」，構建起
獨具特色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據悉，哈爾濱是國家沿邊開放帶上的中心城
市，地處東北亞經濟圈及中國東北北部中心區位，
是第一條歐亞大陸橋和空中走廊的重要樞紐，也是
東北亞與東西歐之間貿易往來的中轉站。近 30 年
來，哈爾濱借助良好的區位條件和產業基礎，全力
實施對外開放戰略，已經與169個國家和地區建立
了穩定的經貿關係、與 24 個國家的 28 個城市建立
了友好關係、有56個國家和地區、23家世界

500強企業在哈爾濱投資興業。已有23家國內外航
空公司在哈爾濱機場投入運營，開通國內、國際航
線 82 條，通航城市 47 個。初步形成了以哈爾濱為
中心，輻射國內重要城市，連接俄羅斯、日本、韓
國等周邊國家和歐洲、美洲主要國家的空中交通網
絡。

宋希斌指出，要積極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
勢，強化開放意識，樹立世界眼光，努力提升城市
的國際影響力，是推進哈爾濱現代化大都市建設的
重要舉措。我們要充分發揮哈爾濱市地處東北亞區
域中心、交通便利、產業基礎雄厚、科技人才保障
有力等比較優勢，不遺餘力地推進城市的大開放，

廣泛地吸引國內外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主動
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為哈爾濱的更好更快發展注
入新的動力；要牢牢把握國家推進沿邊開放戰略和
俄羅斯遠東西伯利亞大開發帶來的機遇，全面推進
對俄經貿科技合作戰略升級，努力把哈爾濱打造成
為服務全國、輻射東北亞的對俄交流平台；要大力
弘揚哈爾濱獨具魅力的地域文化，加強歐陸風情、
音樂、冰雪、濕地等特色文化品牌的
設計和營銷，把哈爾濱市
建設成特色鮮明的
國際化大都市。

璀璨璀璨東北亞東北亞 綻放綻放全世界全世界

●地區生產總值：4000億元
2011 年，據初步預計，地區生產總值總量將突

破4000億元大關，比上年增長12%以上。

●城鄉居民收入：2.1：1
2011年，預計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將突破2

萬元，比上年增長 14.1%，5 年年均增長 12.3%。農
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將達到 9608 元，比上年增長
19.8%，是2006年的2.2倍。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06
年的2.5：1縮小到2.1：1。

●糧食總產量創歷史新高
2011年，糧食總產量142.3億公斤，比上年增長

13.0%，再創歷史新高，連續4年突破100億公斤。

●固定資產投資超3000億元
2011年，預計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3012億

元，比上年增長32%以上，5年年均增長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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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爭到 2016 年，使哈爾濱市
的地區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
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
入比 「十一五」末期翻一番，在黑
龍江省經濟發展的龍頭地位更加穩
固。

依託良好的區位優勢、深厚的
文化底蘊和堅實的產業基礎， 「共
和國長子」哈爾濱逐步成長為極具
活力、充滿希望、蘊含巨大發展潛
力的國際化、現代化城市。以林鐸
書記、宋希斌市長為核心的新一屆
哈爾濱市委、市政府領導班子新年
履新，面對全市 1064 萬人民的期
盼和重託，按照黑龍江省委書記吉
炳軒 「牢牢記住發展是硬道理，牢
牢記住為人民辦實事，牢牢記住團
結就是力量，牢牢記住公道正派清
廉」的要求，做出莊嚴承諾。

新班子新作風。以時不我待、
只爭朝夕的精神，一心一意謀發
展，殫精竭慮促振興，切實做到恪
盡職守、埋頭苦幹、奮進開拓、不
辱使命，為哈爾濱市的發展貢獻全
部心血和力量。

新班子新活力。堅持強化開放
意識，樹立世界眼光，不遺餘力地
推進城市的大開放，廣泛地吸引國
內外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主
動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為哈爾濱
市更好更快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新班子傳承創新。一張藍圖繪
到底，一棒一棒往下傳。秉承開放
包容、時尚活力、誠信敬業、和諧
奮進的城市精神，站在新的歷史起
點，哈爾濱新一屆領導班子團結一
心，乘勢而上，定能續寫好發展、
快發展、大發展的新篇章。

龍騰啟泰、壬辰更新。新年伊始，哈爾濱市新一屆領導班子凝龍騰啟泰、壬辰更新。新年伊始，哈爾濱市新一屆領導班子凝
神聚力、精誠啟步，將香港定為該市對外招商推介首站，共敘多年神聚力、精誠啟步，將香港定為該市對外招商推介首站，共敘多年
合作情誼，同謀攜手發展大計。哈爾濱市新任市長宋希斌率團於合作情誼，同謀攜手發展大計。哈爾濱市新任市長宋希斌率團於22
月月1313日至日至1616日來港舉行日來港舉行 「「20122012哈爾濱（香港）經貿交流活動哈爾濱（香港）經貿交流活動」」 ，，
推介城市發展商機和產業重點項目，全面介紹該市最具特色、潛力推介城市發展商機和產業重點項目，全面介紹該市最具特色、潛力
的投資機遇，展望互惠共贏的新願景。的投資機遇，展望互惠共贏的新願景。

文：焦紅瑞文：焦紅瑞 張春寧張春寧

哈爾濱哈爾濱 「「北躍、南拓、中興、強縣北躍、南拓、中興、強縣」」 發展戰略指引城市快速發展發展戰略指引城市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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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國際冰雪節是▼哈爾濱國際冰雪節是
世界四大冰雪節之一世界四大冰雪節之一

＊本報北京辦事處 北京市阜城門外大街11號國賓寫字樓608室TEL:(10)68001038 FAX:(10)68001036＊上海辦事處 上海虹橋開發區虹古路11弄20號一樓TEL(21)62785807FAX:(21)62781423＊深圳辦事處 深圳市上步南路錦峰大廈11樓C座TEL:(755)82077233 FAX:(755)82077231＊吉林辦事處 長春市清明街西二胡同副2號TEL:(431)82738091 FAX:(431)88905889＊天津辦事處 天津市和平區湖北路21號3樓TEL:(22)23395691 FAX:(22)23395650＊福建辦事處 福州市華林路139號屏東大廈九樓TEL/FAX:(591)87535147
＊黑龍江辦事處 哈爾濱市道里區通達街138號哈爾濱商業大學酒店七樓TEL:(0451)84805146 FAX:(0451)84805147＊山東辦事處 濟南市文化東路45-1號文東裕華園TEL:(531)88589548 FAX:(531)88589549＊廣州辦事處 廣州市寺右新馬路111號五羊新城廣場823室TEL:(20)87375226 FAX:(20)87375192＊雲南辦事處 昆明市環城西路448號競達花園2201室TEL/FAX:(0871)4199577＊遼寧辦事處 瀋陽市和平南大街45號南樓508室TEL:(24)23128388 FAX:(24)23865368
＊內蒙古辦事處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錫林南路9號銀都大廈A座1206室TEL:(471)6688126 FAX:(471)6688198＊安徽辦事處合肥市寧國路寧國新村5棟504室TEL:(551)2622408 FAX:(551)2622202＊河北辦事處石家莊市休門街1號濱江國際A座2305室TEL:(311)85377132 FAX:(311)85377131＊寧夏辦事處寧夏銀川市北京東路大地世紀小區49號TEL:(951)3978666 FAX:(951)3875600＊甘肅辦事處蘭州市平涼路166號交大鐵道校區西樓320室TEL:(931)8585106 FAX:(931)2180108＊貴州辦事處貴陽市中華北路53號美佳大廈北樓20樓7號TEL:(851)6822423 FAX:(851)6822425＊廈門辦事處廈門市思明西路58號2樓TEL:(592)2261718 FAX:(592)2261619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督印．承印（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座3樓 電話總機：25757181-7 採訪部：28311741 傳真：28345104 廣告部：28310522 傳真：28381171 發行部：25733194 傳真：25729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