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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新区报官微

庚子年 十月十三
每年冬季，哈尔滨都是全国最热门的旅游目
的地，而哈尔滨新区则是游客必打卡之处。新区
受追捧的程度，从其入围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
2020 年冰雪旅游十强县(区)榜单就可见分晓。
又到冰雪季，今年，哈尔滨新区又为铁杆冰雪
粉儿烹制了怎样的“冰雪盛宴”呢？记者从哈尔滨
新区文旅局获悉，以“我在哈尔滨新区等你”为主
题，该区将利用“周六、周日、元旦、春节、学生寒
假”重要节点，让广大市民及游客在吃住行玩中充
分享受冰雪欢乐季。

30 名特邀监督员
“紧盯”新区营商环境
哈尔滨新区暨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召开优化营商环境恳谈会

行

吃

味道美！

来顿正宗江鱼宴

30 余条公交线路
途经各冰雪景区

本报讯（记者邢汉夫）随着冰雪旅游季的到
来，哈尔滨新区吸引了大批游客、市民前往各大冰
雪景点赏冰玩雪。为方便游客出行，近年来哈市
先后开通了 30 余条公交线路到达哈尔滨新区各
大景区。目前，哈市正在筹备冰雪景区公交专线，
待冰雪大世界、雪博会等景区开园后将开通旅游
公交专线方便旅客出行。
“欢迎乘坐 219 路公交，本车由林达世界欢乐
城开往哈药路方向。”近日，记者在林达城登上了
一辆刚延伸调整完毕的 219 路公交车。
“在公路大
桥可以直接乘坐公交车过来，真的挺方便，而且车
上也很暖和。
”北京游客孙先生笑着说。
“以前林达世界欢乐城距离公交站点儿较远，
今年哈市把 219 路公交进行延伸，更方便企业职
工及游客的出行。”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链接：
途经松北大道冰雪大世界站台的线路：29 路、
42 路、43 路、47 路、119 路、125 路、126 路、127 路、
346 路、
S11 路、
旅游 2 路、
旅游 3 路等。
途经太阳岛风景区的线路：29 路、47 路、80
路、
88 路、
125 路、
旅游巴士 2 号线等。
途经哈尔滨大剧院的线路：122 路、
145 路、
146
路、
35 路、
松北新区环线 1 路、
松北新区环线 2 路等。
途经波塞冬旅游度假区的线路：
36 路支线。
途经林达外语城的线路：
219 路、
213 路支线。
途经融创万达茂的线路：42 路、47 路、396 路、
213 路支线等。

住

玩

嗨翻天!

极致冰雪体验
缤纷项目畅游

本报讯（记者李爱民）走进新区，赏冰乐雪，
这里有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雪博会、林达世界欢
乐城的国际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等。赏高雅艺
术，这里有哈尔滨大剧院、融创乐园中央大剧院、
波塞冬旅游度假区海豚剧场和哈尔滨音乐学院
音乐厅等。休闲度假，这里有哈尔滨极地馆、融
创乐园、波塞冬海底世界、东北虎林园、枫叶小镇
温泉度假村、省科技馆和禹舜美术馆等。

相关问题现场做了回复和解答。
代守仑在总结讲话中说，召开恳
谈会主要是听取各位企业家朋友对
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把脉问诊
影 响 发 展 环 境 的“ 痛 点 ”
“堵点”
“难
点”，精准施策推动新区暨自贸区哈
尔滨片区营商环境大改善、大提升，
为全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好环
境 、提 供 更 有 力 支 撑 。 大 家 开 诚 布
公、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具有针对
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会后，新区相

整合文旅力量 协调资源互补
哈尔滨国际冰雪嘉年华将汇聚多项活动项
目，其中有 14 个节日、13 项竞技赛事、4 个特色
秀表演，预期线上线下参与人数将达到 3 亿人
次，线下将有百万人次参加。其中，
“ 最美新区·
大美新区”摄影大赛颁奖典礼暨“世界吉尼斯·新
区之夜”预计于 12 月 26 日在哈尔滨林达世界欢
乐城完成世界吉尼斯纪录的挑战。
哈尔滨极地公园将于冰雪节期间开业，届时
哈尔滨极地馆一期、二期将正式融合，举办系列
大型冰雪季活动。
“淘学企鹅”将举办多场冰雪巡
游活动。同时，哈尔滨极地公园邀请多位世界顶
级设计师进行景观设计，多个网红打卡点、网红
打卡地标将
“鲸彩”
呈现！
首届“哈尔滨·未来影像电影展”将于 12 月
18 日~21 日在哈尔滨举行。期间举行“冰城印
象”作品征集活动、电影产业论坛、公益影片展映
等内容。

真方便！

多元住宿选择 称心舒心暖心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在哈尔滨新区，还
拥有香格里拉、敖麓谷雅、万达嘉华等高档
星级酒店，也有吃住玩一站式的枫叶小镇温
泉酒店、具有民俗风情的龙江渔村轰趴民
宿。
记者从哈尔滨枫叶小镇温泉度假村了
解到，自从 2018 年 12 月份开始营业以来，近
两年，前来度假的游客人数稳步增长，排除
疫情因素影响，今年 11 月份以来，枫叶小镇
温 泉 度 假 村 接 待 人 数 同 比 增 长 了 25% 以

滨新区管委会和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
区管委会经研究决定，聘任哈尔滨海
邻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丁福生等 30 名驻区企业界、教育界人
士为哈尔滨新区暨自贸试验区哈尔滨
片区特邀监督员。
会上，受聘担任特邀监督员的谷
实生物集团执行总经理王吉阔、松花
江小学副校长唐海玲等相继发言，就
新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松北区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就

关部门要认真分类梳理，制定过硬措
施，切实加以改进，确保事事有着落，
件件有回音。
近年来，哈尔滨新区暨自贸试验
区哈尔滨片区在省市的大力支持下，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打造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以“组
建专门营商环境职能机构”为突破口，
着力推进效能提升、服务提质、诚信建
设、机制完善“四大工程”建设，最大限
度提高区域竞争力和软实力。

新区招商集团组建

上。很多家庭、亲戚朋友自驾组团入住酒
店，
每到周末节假日游客爆满。
据介绍，枫叶小镇温泉度假村拥有 9000
平方米养生温泉，38 个温泉泡池；146 间高
级客房，2000 平方米食街、宴会厅；食街网罗
了世界各地的美食，可供 430 人同时用餐。
经常一家人来枫叶小镇温泉度假村的哈市
市民杨女士告诉记者，虽然家就在哈市，但
周末来住一晚高档温泉酒店，充分享受放
松，
缓解压力，
孩子和老人都非常喜欢。

哈尔滨新区文化旅游协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李爱民 闫一菲）26 日，哈尔
展，主要提供文化旅游行业咨询服务；组织开
滨新区文化旅游协会成立大会暨“文旅+”发
展文化旅游产业行业宣传、品牌建设、创意策
展论坛在哈尔滨敖麓谷雅酒店举办。
划，
举办行业产业论坛，
文化沙龙，
开展文化旅
哈尔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闫红蕾，黑
游专项活动、展演展示、培训教育和项目交流
龙江艺术职业学院院长杜伟，哈尔滨市委宣
活动；致力于创意与创新设计研究，为文化旅
传部副部长、市委网信办主任李为民，哈尔滨
游人才的培养和交流搭建平台。通过发挥新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曹弘
区文旅行业引领动能，把国内优质文旅产业
峰，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兰峰，松 “引进来”，让新区文旅 IP 影响“走出去”，为新
北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柏志国等出席会议。 区文旅产业生态体系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据了解，哈尔滨新区文化旅游协会是由
据悉，目前，该协会已与多家文旅企业及
黑龙江中朗文化集团、哈尔滨融创乐园、哈尔
高校达成意向合作，将继续举办哈尔滨青年
滨极地馆、香格里拉大酒店、敖麓谷雅酒店等
戏剧节；与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等艺术院校
新区及哈尔滨知名文旅企业共同组成的行业
共同推进黑龙江大学生艺术实践基地、先锋
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目前拥有会员单位 100 剧场及青年戏剧人才培养基地，与哈尔滨青
多家。该协会的成立将秉承“整合文旅力量， 年画院、海富家居装饰城等共同推进黑龙江
搭建沟通桥梁，协调资源互补，助力新区发
私人美术馆集群和名家美术馆集群项目，此
展”的办会理念，全力打造具有引领力、聚合
外还有艺术书店、非遗书院、文创产品等多个
力和服务价值的行业组织，助力新区文化旅
文旅项目。
游行业规范化、标准化、创新化发展。
会上还发布了《参与“冰雪欢乐季，我在
据介绍，
哈尔滨新区文化旅游协会将立足
新区等您”
》活动倡议书。
于哈尔滨新区的优越环境，深耕文旅产业发
本报记者 蒋国红 摄

今日看点

本报讯（记者闫一菲）来哈尔滨新区旅游，
除了别具特色的风情建筑、丰富的冰雪资源外，
不能错过的还有各式各样的美食。
来新区怎么能不试试江鱼呢！好吃实惠外
还有东北特色，首选的就是以各种美味的鱼锅
为主打的铁锅炖鱼店。现捞现杀的江鱼，配上
茄子、粉条、冻豆腐等，用大锅慢炖，汤汁咕嘟、
热气氤氲……寒冷的冬天里，吃上一顿，幸福感
满满。这类炖鱼店中，除了铁锅炖鱼这道经典
菜色外，各种东北家常菜也是必备品，想要品尝
纯正的东北菜，可以试试。而且此类店在装修
上一般走东北农家院风格，红灯笼、大土炕，红
红火火特别喜庆，深受外地游客喜爱。
在各种美食榜单上，新区美食好评前几名
也往往被“鱼店”占据，其中胖姐渔村、屯二丫铁
锅炖鱼、莲花渔村、龙华渔村、小辉铁锅炖活鱼、
江北老于头鱼馆等都有不错的口碑。
说到吃鱼，新区还有一家店也不得不提，就
是位于龙江第一村的福成厚江鱼壹号，
该店于今
年年初以全国首家博物馆式全鱼宴文化主题餐
厅面市 ，号称是“能吃的江鱼文化博物馆”。在
这里，
用餐同时还能参观各种鱼标本、鱼化石，
有
品位又不失趣味，
丰富了食客的用餐体验。
作为时尚之城的新区，餐饮上也是洋味十
足，各国特色美食这里都能吃到：在弗德堡德国
小馆可以品尝到德式脆皮猪肘、肠拼盘等正宗
德式美食；想试试东南亚美食，越河餐厅的冬阴
功海鲜汤粉、咖喱鸡扒也是不错的选择；在融创
茂玩累了，也可以去酷公社榴莲披萨点一份寻
味环球四拼披萨，薄饼、用料十足，一次可品尝
多种口味。
对远道而来的游客，再推荐几个新区的美
食“集群”：龙江第一村渔餐饮一条街、世茂
大道美食一条街、祥安南大街美食一
条街、学院路美食一条街、融创
美食一条街等。

更快捷！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26 日，哈尔
滨新区暨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
区哈尔滨片区优化营商环境特邀监督
员恳谈会召开，30 名驻区人士接受聘
请担任特邀监督员。哈尔滨市委副书
记，哈尔滨新区党工委书记，自由贸易
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代守仑参加会议并讲话。
为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
督机制，建立企业、群众及社会各界共
同参与的营商环境监督新机制，哈尔

聚焦新区文旅产业
行业专家来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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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精神”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日
前，
哈尔滨新区招商集团正式
组建。这是贯彻落实省市关
于创新招商引资工作的决策
部署，完善新区招商体系、实
施新区招商体制改革的重要
举措，是新区进一步提高谋
商、选商、招商、落商、服商质
量的有力措施。
新 区 党 工 委 副 书 记、松
北区委副书记孙钊在会上要
求，招商集团全体干部职工
要勇于担当，以满腔的激情
融入招商工作，以高度的热
情投身招商工作；要强化“舍
我其谁，用我必达”的新区精
神，树立“企业是衣食父母，
产业是立身之本”的服务理
念，切实增强危机感、紧迫感
和使命感，在新区建设发展
中担当作为，争做先锋；要以
新气象、新面貌、新担当、新
作为，做新区体制机制创新
的示范者，扩大改革开放的

践行人物（群体）评选

杨红霞 与病毒赛跑的

疾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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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者，新旧动能转换的实
践者；要把招商引资的重点
转移到工业项目、高新技术
产业项目上来，注重引进产
业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龙
头企业和上下游项目，形成
项目入区良性循环；要加强
党的领导，锤炼一支“敢于担
当，勇于亮剑”的招商团队，
做全省招商战线的排头兵。
招 商 集 团 组 建 后 ，将 创
新招商方式，优化招商流程，
从项目洽谈、企业设立、项目
签约到开工建设、竣工验收、
投入使用等，为企业提供全
过程、全方位、全周期、全链
条的协调推进和跟踪服务，
闯出一条招商服务新路子。
按照新区产业布局、发展规
划，抓重点、补短板、强链条，
培育引进更多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新技术企业、总部经济
等产业项目，推动高质量产
业集聚发展。

冰雪欢乐季
新区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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