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展思路發展思路
【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

八大精神和黑龍江省委 「八大經
濟區」 、 「十大工程」 戰略部署，繼

續堅定實施新戰略，以產業發展為牽
動，以改革開放為動力，着力推進產業項
目建設和結構調整，着力促進城鄉統籌和
一體化發展，着力改善民生和保障人民民
主權利，着力加快文化名城和文明城市建
設，着力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和創新社會管
理，着力加強生態資源保護開發和循環
利用，努力推動哈爾濱科學發展新
跨越，為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大

城市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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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兩會期間全國兩會期間，，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
神神、、追求跨越式發展的哈爾濱展現出了強勁的追求跨越式發展的哈爾濱展現出了強勁的
發展態勢發展態勢，，發展成果讓人眼前一亮發展成果讓人眼前一亮，，一以貫之一以貫之
的執政戰略與切實可行的發展舉措讓人期待的執政戰略與切實可行的發展舉措讓人期待：：
哈爾濱居民幸福感調查首度躋身全國三甲哈爾濱居民幸福感調查首度躋身全國三甲，，經經
濟社會發展邁上轉型振興新台階濟社會發展邁上轉型振興新台階，，科學發展新科學發展新
跨越基礎不斷夯實跨越基礎不斷夯實，，堅持民生優先的發展取堅持民生優先的發展取

向向，，弘揚高尚樂觀的城市風尚弘揚高尚樂觀的城市風尚，，勾勒出一幅經勾勒出一幅經
濟大跨越濟大跨越、、社會大發展社會大發展、、民生大改善的美麗圖民生大改善的美麗圖
景景。。繼續堅定實施新戰略繼續堅定實施新戰略，，以產業發展為牽以產業發展為牽
動動，，以改革開放為動力的發展思路以改革開放為動力的發展思路，，哈爾濱的哈爾濱的
科學發展新跨越走向美麗科學發展新跨越走向美麗、、文明文明、、幸福幸福，，更加更加
充滿活力充滿活力。。

文文 焦紅瑞焦紅瑞 張春寧張春寧

「溫家寶總理在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通篇
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高瞻遠矚，求真務實，為推動我
國經濟社會更好更快發展指明了方向和重點。」全國兩
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哈爾濱市市長宋希斌表示，近
年來，隨着哈爾濱 「北躍、南拓、中興、強縣」新戰略
的實施，哈爾濱經濟社會發展的思路更加清晰，任務和
目標更加完善具體，與報告關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部署和
要求高度合。我們要以腳踏實地的精神和咬定青山不
放鬆的勁頭抓好各項工作落實，推動全巿跨越發展，使
一個幸福、文明、富裕的哈爾濱屹立在龍江大地。

宋希斌說，過去五年裡，面對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
危機，黨中央、國務院採取積極有力措施，很好地把握
了國內和國際形勢，使中國經濟實現健康可持續發展，
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溫家寶總理所作《政府工作報
告》對過去五年的工作進行了全面、客觀回顧，對五年
來的成績、經驗和規律進行了很好的總結，需要我們認
真地學習和借鑒。《報告》關於今年工作的部署和目標
安排實事求是、鼓舞人心、催人奮進，特別是報告提出
的今年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強化農業農村發展基
礎、全面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深入推進改革開
放等四項主要任務，不僅方向明確，而且措施具
體，具有很強的前瞻性、針對性和可操作
性，進一步增強了與會代表和廣大幹部群
眾對未來國家經濟發展、長治久安和民
生改善的信心。

宋希斌說，產業建設是實現哈爾
濱科學發展新跨越的動力所在、潛力
所在、希望所在。圍繞提升產業發
展的整體競爭力，哈爾濱確定了
既要做大做強增量，也要進一步

盤活存量，讓存量發揮更大支撐作用的產業發展思路。
立足市情實際，提出構建 「4+6+1」的產業格局。這些戰
略舉措與報告提出的 「推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產
業結構調整」精神完全符合。目前看，哈爾濱產業布局
和產業發展方向已經十分清晰。下一步，我們將按照報
告 「加快發展實體經濟」的部署，在規劃布局、園區建
設、招商引資、科技成果轉化、優化環境、人才引進、
資金保障等方面下功夫。只要我們堅持大力度推動產業
建設不動搖，不畏困難，創新開拓，真抓實幹，哈爾濱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產業結構調整，特別是實現產業規
模和利稅的雙提升大有希望、指日可待。

宋希斌表示，民生一直是兩會關注的重點，也是報
告中佔用篇幅最多的部分，無論是加大教育領域投入，
還是努力推動工資收入與GDP同步增長，都彰顯了國家
改善民生的決心和信心。解決民生的關鍵在發展，把發
展作為第一要務。說到哈爾濱未來在民生改善上的打
算，宋希斌如數家珍。他說，哈爾濱今年將繼續加大保
障房建設力度，計劃竣工3.26萬套，確保全面完成保障房
建設任務，努力讓居者有其屋；根據經濟社會水平，逐
步、適當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着力解決看病難、看病貴
問題；促進教育公平；打造宜居城市，讓廣大市民生活
在更優良的環境當中，不斷提升市民幸福指數。

圍繞強化農業、農村的發展基礎，推動城鄉發展一
體化，宋希斌說，哈爾濱是典型的大城市、大農村二元
結構城市。市委、市政府近年來採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措施，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提高農民收入。圍繞
貫徹報告提出的要解決好 「三農」問題的部署，今年要
進一步加大農業現代化建設力度，加快推進區域經濟一
體化，着力提升縣域經濟的整體競爭力。要繼續加強農
業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提升水利化、合作化、科技化、
農業機械化水平。要充分發揮城鎮化這一加快發展的重
要引擎作用，積極推進產城融合、同步發展，真正實現
農民向城鎮集中，產業向園區集中，土地向合作社和種
糧大戶集中，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 「溫家寶總理在會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

告》，把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作為擴大內需、
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任務，這為哈爾濱破
解二元結構矛盾指明了方向。」全國人大代
表、哈爾濱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王穎表示，作為
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市人大在推進城鎮化建設
工作中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和使命。要切實把
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和國家的決策部署上來，
圍繞推進城鎮化建設設計、擺布好我們的工
作。

王穎說，《政府工作報告》符合黨的十八
大精神，切合全國改革發展實際，目標宏偉、
任務明確，措施可行、要求具體，通篇貫穿
加快發展、結構調整、科技創新、改善民生、
依法治國、改進作風的思想理念，令人鼓舞，
催人奮進。

王穎說，哈爾濱是大城市、大農村二元結
構十分突出的城市。黑龍江省委、省政府對哈
爾濱城鎮化建設工作寄予厚望。要按照城鄉一
體的理念細化發展戰略規劃，明確松北、哈

南、哈西、哈東幾個新城區的功能定位，圍繞
新城建設，加強規劃引領，合理配置資源，突
出區域特色，打破行政堅冰，實現城鄉一體。
要突出城市建設理念，按照中等城市規劃各縣
（市）城市規模、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形成
人口和產業的大規模集聚。要加快完善小城鎮
規劃體系，建設和發展一批有條件的城關鎮、
重點鄉鎮和特色小鎮。

王穎表示，要着力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
題。把進城農民的市民化放在首位，着力解決
農民工的住房問題，高度重視農民工的職業培
訓，進一步完善戶籍制度，建立穩定可靠的社
會保障制度，徹底消除進城農民的後顧之憂。
要全力破解土地確權和流轉難題。通過對農村
土地產權的明晰化、資本化，為農村生產要素
的優化配置和城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創造條
件。加大土地流轉試驗力度，總結不同的土地
流轉、規模經營模式，力爭在全國率先走出一
條土地規模化集中的新路。

2013年，哈爾濱市把產
業建設作為實施新戰略、

實現新跨越的關鍵點和
突破口，堅定不移

地走產業立市、
產業強市、產
業 興 市 之
路，把產業
建 設 的 着
力點放在

盤活存量調結構、做大增量促發展上。萬眾一心抓產
業、凝神聚力上項目已成為上下一心的共識和信念，整
個城市迸發出強勁的發展激情和動力。

當前，哈爾濱加快產業大發展面臨極大利好機遇。
該市農業、土地、電力等資源富集，江河、濕地、森林
等生態優良，在資源和環境約束加劇的背景下，全市的
資源和生態承載優勢越來越明顯。作為地處東北亞區域
中心和國家沿邊開發開放帶上的特大型城市，在中俄全
面加強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俄羅斯入世和遠東大開發的
背景下，對俄合作戰略升級「橋頭堡」和「樞紐站」的區位優
勢越來越明顯。同時，作為全國老工業基地城市，在經
濟發展特別注重實體經濟和改革紅利的背景下，傳統產
業升級改造、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基礎優勢越來越明
顯。

哈爾濱在7日舉行的全市工業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
透露，今年該市將重點推進200個億元以上工業項目建
設。其中，傳統優勢產業項目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平分天
下，各佔100個。加快園區建設，促進產業集聚發展。
全市重點園區力爭累計新增投資額超億元工業項目100
個，產業集中度達55%以上，產值超百億園區將達到5
個，園區新增規模以上企業50戶。

2013年是哈爾濱市產業項目大招商開局起步之年，
該市將在打贏產業項目建設攻堅戰、實施產業發展創新
驅動戰略、提升園區產業承載集聚功能、開展產業大招
商等領域實現新突破。

全年實施省市重點產業項目240個，完成投資600億
元；謀劃億元以上項目500個、10億元以上項目100個；
產業項目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達35%以上。重點抓好
百威英博等重大技改項目100個，中小型燃氣輪機等新興
產業項目100個，確保空客複合材料中心等50個項目竣工
投產。加快松花江避暑城等標誌性旅遊大項目建設，打
造濕地景區及金龍山─吊水壺─松峰山國際旅遊度假
區。加快華潤歡樂頌、海寧皮革城、義烏小商品城等商
貿物流項目建設進度，突出抓好華南城、潤恆物流、雙
城雨潤等商貿物流園區建設，確保群力遠大購物廣場、
哈西萬達廣場、新匯國際購物中心建成投用。加快建設
農業國際博覽中心，拓展長江路會展經濟帶。

着力構建政府搭台、院所創新、成果轉化三位一體
創新體系，繼續抓好哈工大及高新技術企業科技成果轉
化平台、科技企業孵化器建設，科技應用技術類成果轉
化率保持在80%以上。強力推進高壓無功發生器等30個重
大高新技術產業化項目，支持企業牽頭實施第三代核電

技術等80項重大產業科技攻關計劃，確保高新技術產業
產值增長20%以上。

堅持產業規劃引領、基礎設施先行、大項目支撐原
則，完善重點園區控詳規劃和功能區規劃，完成規劃環
境影響評價，為產業大招商、項目大建設創造條件。政
府引導性資金提高到5億元，支持重點園區加快基礎設施
建設，國家級開發區新開發面積都要超過5平方公里，26
個重點園區產業集中度達到55%以上。

進一步創新招商舉措，組建部門招商分局，主要領
導負總責，抽調局級領導和後備幹部，專職脫崗抓招
商。區縣（市）四大班子要人人擔任務、個個扛指標，
形成以區縣（市）和開發區為主體、部門齊參與的產業招商
大格局。積極改進招商方式，緊盯世界和國內500強、行
業100強以及中央企業、品牌企業，全方位開展板塊招
商、產業鏈招商、以商招商，集中引進一批助推產業結
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和對俄經貿合作戰略升級的大項
目、好項目，全年新引進100億元產業項目5個以上、50
億元11個以上、10億元72個以上，實際使用外資增長
20%，國內區域經濟合作實際到位資金增長30%以上。

在《CCTV經濟生活大調查（2012-2013）》最新
發布的 「中國幸福城市」榜單上，哈爾濱居民幸福感排
在全國104個城市的第三位，首度躋身全國三甲。該調
查起自2006年，是目前中國最大規模的民意和媒體調查
活動。本次調查共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104個城市、
300個縣的10萬個家庭投放問卷。

幸福是和諧社會最具分量的人本指標，幸福感提升
的背後則是哈爾濱以民生為指向的社會建設巨大進步和
纍纍碩果。數據顯示，2012年，哈爾濱市開工建設保障
房3.9萬套，竣工51557套，為1.6萬戶群眾提供廉租房和
經濟適用房補貼，超額完成國家和黑龍江省下達目標；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達
22500元和11443元，增長12.3%和19.1%，均實現兩位數
增長；全市持續推動創業帶動就業，城鎮新增就業12.6
萬人，登記失業率控制在3.4%以內，轉移農村勞動力
138.3萬人，成為全國創業先進城市；全市大安全社會治
安工作格局基本形成，公眾安全感滿意度達94.6%。

當前，人均收入翻一番、基本解決住房問題、社會
公共服務達到新水平、多年積累的群體性突出矛盾基本
解決，是哈爾濱未來五年的 「四大民生指標」。2013
年，哈爾濱將繼續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集中
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努
力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廣大人民。今年重點實施
10個方面、70個惠民行動項目，完成投資260億元，將
在努力辦好人民滿意教育、推動實現更高質量就業、改
善城鄉居民住房條件、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高人民健

康水平、加快發展文化體育產業和事業、加強和創新社
會管理、持續推進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加大力度。

哈爾濱將牢牢把握民生之本，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
政策，開展高層次人才、自主擇業轉業軍官、高校畢業
生、失業人員和農民等群體創業就業工程；開工建設保
障房2.5萬套、竣工3.2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建成入

住，為1.3萬戶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提供廉租房保障，發
放經濟適用房貨幣補貼4000萬元。改造農村泥草房6.5萬
戶、370萬平方米，讓城鄉中低收入群體住房條件得到
更大改善。

堅持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方針，繼續
擴大社會養老保險覆蓋面，實現被徵地農轉非人員、機
關事業單位及企業長期臨時用工人員應保盡保。建立城
鎮居民醫保大病保險制度，報銷比例不低於50%。抓好

「菜籃子」、 「米袋子」
工程，確保市場供應充
足、物價基本穩定。扎實
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
新農合政策內住院費用報
銷比例提高到75%，對17
類37個病種實施重大疾病
保障補償。完善醫療衛生
服務體系，實現城鄉居民
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全覆
蓋。強化食品藥品安全監
管。圍繞打造全國最具安
全感省會城市，繼續深化
「天網」工程。

積極探索文化與科
技、旅遊、金融等融合發
展新模式，大力培育新型
文化業態。抓好大劇院、音樂廳、文化大世界等項目建
設及運營管理，進一步提升國家和省級文化產業園規模
效益，切實增強文化產業發展的牽動力。全面發展群眾
體育和競技體育，啟動八區體育中心綜合改造，打造城
區 「15分鐘健身圈」，為豐富群眾文體生活、提升城市
軟實力創造更多現實條件。深入推進全省 「三優」文明
城市和全國文明城市創建工作，廣泛開展志願服務、學
雷鋒、學道德模範及文明創建評比等活動，努力塑造文
明哈爾濱新形象。

從黨的十八大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到目前召開
的全國兩會， 「城鎮化建設」、 「城鄉一體化」不斷被
提及，向國內外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新型城鎮化建
設將成為未來中國發展的一個戰略支撐。這為哈爾濱這
一典型的大城市、大農村二元結構城市提供了難得發展
機遇。

據悉，哈爾濱轄區面積5.31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064萬，農村區域面積達4.6萬平方公里，農業人口
516.9萬人，大農村、大城市的二元結構特徵非常鮮明。
其推進城鎮化，不是簡單地鋼筋水泥化，而是要實現產
業結構、就業方式、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等一系列由
「鄉」到 「城」的重要轉變，力爭在全國率先走出一條

土地規模化集中的新路。為此，哈爾濱研究制定了《哈
爾濱市人民政府關於大力推進撤鄉併村工作加速推進城

鎮化進程的實施意見》，完善了相關配套政策，逐步形
成了完善的政策保障體系。

全國人大代表、哈爾濱市市長宋希斌表示，中央把
城鎮化作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和結構調整的戰
略重點，並提出明確要求。對哈爾濱來說，這是一次千
載難逢的歷史性機遇，我們要抓住這一機遇，進一步挖
掘城鎮化建設的潛能，尊重規律，因地制宜，真正把哈
爾濱的產業和資源優勢充分地挖掘和釋放出來。做好城
鎮化工作要抓好整體布局、產業支撐、基礎設施、公共
服務、資金籌措等環節。要堅持規劃先行，按照統籌銜
接、合理布局、完善功能、輻射帶動的原則，高起點、
高標準、高品位地編制好推動城鎮化建設的規劃。要明
確產業定位，建立產業分工合理的布局，實現農業生產
綜合效益提高，農業現代化與城鎮化協調發展。

2013年，哈爾濱要堅持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
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有序推動人口向城鎮集中、土地向
合作社集中、產業向園區集中。調整修編縣（市）總體
規劃和中心鎮規劃。深入實施 「百鎮提檔升級、二十鎮
試點引領」工程，抓好尚志、方正、通河次中心城市建
設，以及南崗、香坊整區推進、每縣（市）各1個整鄉
（鎮）推進試點工作，集中打造10個樣板鎮，搞好一批
城關鎮、中心鎮建設，着力提高城鎮化質量。加快撤鄉
併村步伐，全年撤併鄉（鎮）14個、村（屯）268個，
力爭兩年內城鄉結合部鄉（鎮）一步跨入城市化。積極
開展中心村建設，啟動建設市級新農村示範村50個，推
進扶貧開發項目400個，着力建設一批具有濃郁地方特
色的美麗鄉村。

產業立市產業立市 開啟跨越發展新動源開啟跨越發展新動源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哈爾濱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王穎哈爾濱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王穎：：

給力民生給力民生 以人為本再造幸福城以人為本再造幸福城

哈爾濱哈爾濱 年年20132013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哈爾濱市市長宋希斌哈爾濱市市長宋希斌：：

咬定青山不放鬆咬定青山不放鬆 打造幸福文明城市打造幸福文明城市

破解二元結構推進城鎮化建設破解二元結構推進城鎮化建設

新型城鎮化新型城鎮化 集約智能綠色低碳集約智能綠色低碳

▲▲農村泥草房改造新貌農村泥草房改造新貌

▲▲哈爾濱民生投入顯見實效哈爾濱民生投入顯見實效，，舉家出行感受幸福民生舉家出行感受幸福民生

▲▲哈爾濱今年重點推進哈爾濱今年重點推進200200個億元以上工業項目建個億元以上工業項目建
設設，，傳統優勢產業項目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平分天下傳統優勢產業項目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平分天下

▲▲用心守護和諧交通用心守護和諧交通

哈爾濱發展現代化大農業基礎雄厚哈爾濱發展現代化大農業基礎雄厚

▲▲哈爾濱全國城市文明程度指數測評位列省會和副哈爾濱全國城市文明程度指數測評位列省會和副
省級提名資格城市第三名省級提名資格城市第三名。。圖為志願者上街服務文圖為志願者上街服務文
明交通明交通

▶▶暢遊哈爾濱感受時尚暢遊哈爾濱感受時尚、、大氣大氣
的異域城市氣質的異域城市氣質

▲▲科技創新城初現規模科技創新城初現規模，，夯實哈爾濱科技創新提升夯實哈爾濱科技創新提升
產業層次基礎產業層次基礎

▼▼哈爾濱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哈爾濱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積極推積極推
進對俄經貿科技合作戰略升級進對俄經貿科技合作戰略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