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爾濱市市長宋希斌在昨日舉行的簽約儀式
上稱，哈爾濱是中國沿邊開放帶上的中心城市、
是中俄戰略合作升級的橋頭堡和樞紐站。該市此
次在港進行的推介會，共篩選了 108 個重大合作
項目，總投資達1370億元（人民幣，下同）（約
1700億港元）。項目涉及現代農業及綠色產品、
工業經濟、旅遊、商貿物流及商業地產、企業重
組等多方面，而這些項目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
和省市發展規劃，具有良好的發展基礎、廣闊的
市場空間和較高的投資回報率，是該市目前最具
發展潛力、最具投資前景的好項目。

後發優勢 加速崛起
在介紹哈爾濱的發展優勢時，宋希斌表示，

目前該市已與世界 192 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貿
往來關係，34 家世界 500 強企業在該市投資。城
市後發優勢明顯，正在加速崛起。隨着該市 「北
躍、南拓、中興、強縣」戰略的深入實施，發展
空間正在沿着松花江這條城市中軸線，向北跨
越、向南拓展、向縣域延伸。

他介紹稱， 「北躍」主要突出 「以水定城、
科技興城」，把江北建設成為城一體的現代北國
水城和集科技、文化、生態功能為一體的城市新
區；其中，規劃面積 578 平方公里的北國水城，
被國家列為 「水生態系統保護與修復工程」；規
劃面積 137 平方公里的科技創新城，已有白俄羅
斯、以色列和中科院在內的 134 個研發項目和 37
個產業項目入駐園區。

「南拓」主要依託哈爾濱平房區，整合周邊
工業園區，集中打造 462 平方公里的哈南工業新
城，目前已完成投資700億元，引進企業500家。
「中興」主要是對哈爾濱道裡、道外、南崗、香

坊 4 個老城區更新，集中力量推進基礎設施建設
和區域開發改造，提升城區功能和環境品位。
「強縣」則主要是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實現

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
在隨後舉行的 「2012 哈爾濱．香港經貿合作

懇談會簽約儀式」上，哈爾濱市簽約 4 個重點項
目，總投資額達165億元（約203億港元），當中
包括：香港浩華天已與哈爾濱經濟技術開發區管
理委員會簽署的 「浩華天巳國際汽車城」項目、
香港信安控股與哈爾濱市南崗區政府簽署的 「哈
爾濱花園街歷史文化街區保護開發」項目、香港
恆盛地產（哈爾濱）與哈爾濱市道裡區政府簽署
的 「恆盛．豪庭」項目，以及華潤萬家與哈爾濱
平房區政府簽署的 「華潤萬家城市綜合體」項
目。

與港企多方面合作
宋希斌強調，哈爾濱正處於加快發展的關鍵

時期，為確保實現未來發展的各項戰略目標，該
市將加快構建結構優化、技術先進、清潔安全、
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力
爭到 2016 年，地區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分別比
2010年翻一番。他希望與港企在產業園區建設、
戰略性新興產業、傳統優勢產業、現代服務業、
現代化大農業、旅遊、文化產業、重大基礎設施
建設和城市更新等方面加強合作。

宋希斌說，堅持把專業化產業園區建設作為
加快產業項目建設，助推城市化發展的有效途徑
和重要抓手。哈爾濱市現有26個市級重點園區和
經開區、高新區、賓西、利民 4 個國家級開發

區。這次重點推介的項目中，入駐園區的產業項
目有22個，計劃投資達803.1億元。這些園區基
礎設施完備、投資環境優良、產業發展方向
明確、體制機制靈活、自我發展能力和產業
載體作用突出。

按照建設國際化、現代化大都市的目
標，高起點、高標準搞好城市規劃、建
設和管理，進一步彰顯大氣、洋氣、神
氣城市風格。加快推進哈爾濱太平國際
機場擴建、空港物流經濟區、高速鐵路
等重大基礎設施工程建設，不斷提升區
域性交通樞紐功能。抓好地鐵、市政道
路以及水電氣熱等配套工程建設，確保
城市安全運行。立足保護和利用哈爾濱
歷史文化資源，積極謀劃和推進歷史文
化街區保護改造等項目，進一步凸顯哈爾
濱歐陸風情。大力推進城市綜合體、高端
商務區等服務設施建設，為集聚人流、物
流、信息流，進一步擴大國際知名度和影響
力打下基礎。

全面提升旅遊品牌
突出創新要求，強化政策扶持，大力發展總

部經濟、金融保險、會展經濟、樓宇經濟、社區
服務等新興業態，打造現代服務業集聚區和產業
園區。重點依託哈爾濱太平國際機場、內陸港、
西客站等交通樞紐，加快發展工業物流、涉農物
流和商貿物流。在做大創業投資、工業投資、城
建投資等投融資平台的同時，積極籌建文化、旅
遊、環保、醫藥等產業投融資平台，大力發展股
權投資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充分發揮哈爾濱背
靠東三省、面向東北亞的區位優勢，在辦好傳統
品牌展會的同時，積極引進國內外知名展會。

搶抓中俄互辦 「旅遊年」活動契機，利用
「冰、雪、山、水」旅遊資源，進一步謀劃和推

進松花江避暑城、四季冰雪樂園等項目建設，加
快構建吃、住、行、遊、購、娛一體化服務體
系，全面提升 「冰城夏都」旅遊品牌。充分挖掘
歐陸、音樂等地域特色文化資源，加快建設哈爾
濱大劇院、音樂廳等國際一流文化設施，大力發
展數字出版、演藝娛樂等文化產業，力爭把平房
動漫產業園打造成國內一流的動漫網絡遊戲產業
聚集地，群力文化大世界打造成龍江規模最大的
文化藝術品貿易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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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哈爾濱‧香港經貿洽談會」 今日圓滿落幕。在港期間，哈爾濱市市長宋
希斌拜會了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呂新華和中聯辦副主任郭莉，及幾十位香港知名工商
界人士，使香港各界充分了解哈爾濱市新一屆領導班子續推城市發展戰略的承諾、
深化哈港合作的誠意，港商代表倍感振奮，表示安心放心。同期舉行的哈爾濱‧香
港經貿合作懇談會和重點領域專項推介會，展現該市最具商機、最具潛力的發展亮
點，並在諸多領域與本港達成合作共識，成果豐碩。香港各大主流媒體報道了活動
盛況，勾勒出哈爾濱大氣、洋氣、神氣的城市風格和自信開放的國際新形象。

本報記者 焦紅瑞、羅縈韻、張春寧

20122012哈爾濱（香港）經貿洽談會重頭戲哈爾濱（香港）經貿洽談會重頭戲──金融旅遊文化金融旅遊文化
和農業、北國水城、避暑城兩場專題推介會，昨日在香港君悅酒和農業、北國水城、避暑城兩場專題推介會，昨日在香港君悅酒
店舉行。其中，哈爾濱松北金融商務中心、國際店舉行。其中，哈爾濱松北金融商務中心、國際 「「音樂城音樂城」」 、冰、冰
城夏都、松花江避暑城等項目引起香港各界普遍關注。城夏都、松花江避暑城等項目引起香港各界普遍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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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金

★哈爾濱古今文化薈萃，中西文化交
融，充滿了濃郁的歐陸風情，曾被胡適
先生稱為 「中西文化交界點」 。

★以中央大街為代表的眾多巴洛克、拜占庭式建築
隨處可見，獲聯合國授予 「萬國建築博物城」 稱
號，享有 「東方莫斯科」 、 「東方小巴黎」 之美
譽。

★擁有國際水準的 「哈爾濱之夏音樂會」 已成功舉
辦30屆，得到聯合國認可，並被確定為 「中國
音樂之城」 。

★哈爾濱國際冰雪節已成為世界四大冰雪節之一；
世界最大的室外冰雪主題公園 「冰雪大世界」 ；
國內最大的滑雪度假區亞布力；松花江穿城而過
帶來的12.5萬公頃城中濕地。

★哈爾濱入選 「中國十佳宜遊城市」 、 「全球50
個避暑旅遊名城」 行列。

★1990年創辦的 「哈洽會」 已成功舉辦22屆，總
成交額超過1000億美元，是全國對俄經貿科

技合作的最大展會、東北亞區域合作
的重要平台。

冰 城 知 多 D

▲哈爾濱市市長宋希斌致辭▲哈爾濱市市長宋希斌致辭

▼▼ 「「20122012哈爾濱．香港經貿合哈爾濱．香港經貿合
作懇談會簽約儀式作懇談會簽約儀式」」現場現場

▲經濟振興，金融先行▲經濟振興，金融先行

◀◀香港信安控股與哈爾濱市南崗區政府簽署香港信安控股與哈爾濱市南崗區政府簽署
「「哈爾濱花園街歷史文化街區保護開發哈爾濱花園街歷史文化街區保護開發」」項目項目

音樂城邀名家加盟

哈爾濱松北金融商務中心是哈爾濱市全力打造
的金融產業集聚區，位於松花江北岸，規劃總面積
15平方公里。

該中心主要集聚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金融
機構，基金公司、風投、創投機構、融資擔保、小
額貸款、電子金融和中間業務，以及專業服務業、
行業服務業和配套服務業等。同時，還將吸引各金
融機構後台服務中心及大型企業集團總部入區建
設。目前，哈爾濱金融商務中心已完成規劃，知名
企業和金融機構已開始洽談，發展空間和升值潛力
巨大。

產業集聚區潛力大

哈爾濱2010年獲得由聯
合國頒發、中國唯一的 「音
樂城」稱號。由此衍生的哈
爾濱國際 「音樂城」包括公
益性項目與產業項目，既有
基礎設施建設，又有演藝活
動項目。

公益性項目包括向市民
提供服務的大劇院、音樂
廳，各類音樂藝術館、博物
館、音樂廣場等。產業性項
目包括哈爾濱音樂大道、演
藝基地等，目前音樂大道的
基礎設施建設已由北京新合

作集團投資。
誠邀香港地區
國際知名樂器
品牌生產、經
銷企業，國際
知名酒吧、咖
啡廳等連鎖企
業，知名音樂
教育機構，積
極參與音樂大
道後期建設。

「冰城夏都」品牌吸引中外遊客關注
哈爾濱。作為中國冰雪旅遊的發源地，哈
爾濱連續多年成為中國冬季旅遊的熱點城
市。迄今已成功舉辦了 28 屆的中國．哈爾
濱國際冰雪節已成為世界四大冰雪盛會之
一。有冰雪大世界、冰燈藝術遊園會、太
陽島雪雕藝術博覽會三大冰雪主題景區、
以亞布力為代表的市區周邊 40 多家滑雪
場。

哈爾濱還是一座避暑休閒度假的城
市，連續3年位列中國避暑旅遊城市三甲，
被譽為 「夏日聖地」。2012 中國．哈爾濱
之夏國際旅遊文化節將於 6 月 9 日盛大開
幕，其間舉行濕地節、哈爾濱之夏音樂
會、哈爾濱經濟貿易洽談會、哈爾濱國際
啤酒節、森林音樂節、街頭音樂節、哈爾
濱園藝節等近百項節慶、會展和特色主題
活動。

松花江避暑城項目建成後將成為北國
水城的示範區、萬頃松江濕地的核心區、
冰城夏都的重要組團和哈爾濱歷史名城的
新地標。

該城位於哈爾濱市呼蘭區，水域面積
近 6000 公頃，擁有不可多得的濱水岸線
優勢，適宜進行大規模新區開發。規劃定

位為：北國特色水鄉、歐陸園藝博覽、國
際人居薈萃、世界風情之窗、公共藝術之
都。將以旅遊度假、避暑休閒、養生健
身、文化娛樂、商務商貿、生態宜居六大
功能為支撐，以夏季避暑休閒、冬季冰雪
文化為主體，打造建設國際高端四季旅遊
度假區和現代化商住新城。

松花江避暑城矚目

冰城夏都展北國風情

▲台灣交響樂團冰城表演▲台灣交響樂團冰城表演

索菲亞教堂是哈索菲亞教堂是哈
爾濱著名景點爾濱著名景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