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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歌曲一等奖

《最北方追未来》
词 裴佳兴 曲 马辛意

《哈尔滨新区之歌》
词曲 鲍冀鲁

《新区赞歌》
词 崔志超 曲 伊献

原创歌曲二等奖

《松花江畔》词曲 兴铎
《哈尔滨新区圆舞曲》
词 郑宝春 曲 张智深

《江北》词曲 刘臣
《阳明滩大桥的灯光》
词 江荀 曲 郭白雪

《这一座新区》
词 史岩 曲 王星

原创歌曲三等奖

《新区恋曲》
词 张小岭 曲 杨东煜

《江畔新区新辉煌》
词 孙文继 曲 刘书先

《冰城新区》词曲 魏然
《新哈尔滨》词曲 兰宇
《哈尔滨新区之歌》
词 张书君 曲 杨人翊

《黑土地，我为你歌唱》
词 华也 曲 白栋梁

《我爱新区美家乡》
词 崔哲 曲 宣传兵

《东方新星》
词 衍翎组合（4人：金鹏、

王斌、李楠楠、王良慧）曲 李
明彦

《腾飞松北》词曲 吴迪
《新区江畔歌声飞》
词 刘爱斌 曲 刘明扬

歌词特别创作奖

《青春中国》
作者 沐春 马楠

《约你一起去新区》
作者 赵斌

《新区是我家》
作者 吴宇伦（12岁）

歌词创作奖

《风到新区也歌唱》
作者 李宏天

《最美的新区》
作者 王振云

《辉煌在这里创造》
作者 刘维学

《哈尔滨新区恋歌》
作者 熊明修

《来了我就爱上你》
作者 陈猛

《新区江畔》
作者 鲁成江

活动地点 融创茂

活动时间：2020年12月23日~
2021年2月28日期间

活动内容：以俄罗斯文化展、俄
罗斯歌舞等元素为主线，邀请俄罗
斯当代功勋艺术家伊万·达尼洛夫、
俄罗斯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携艺术
作品亲临现场分享创作经历。

打造俄罗斯文化展览馆、昆虫
标本展览馆、俄罗斯歌舞演艺、超值
团购会、餐饮钜惠、服装服饰钜惠、

“快乐星球”新年主题IP展、“爱温
暖”萌宠驾到八大主题活动。

活动地点 坤维恒线上新经
济电商产业园

活动时间：2020年12月26日~
2021年1月15日

活动内容：现场将设立主舞台、
直播区、农副产品展区以及网红选
品区四大功能分区。活动计划分
为 4 大板块，分别为“魅力冰城，好
物来聚”“好物进社区，电商团购节”

“超值精选，线上直播推介周”“双旦
钜惠 跨境海淘”。

活动地点枫叶小镇奥特莱斯

活动时间：2020年12月25日~
2021年1月13日

活动内容：活动期间将举办自
贸区主题灯光焰火秀、爱与祝福巨
型贺卡展、节日商品枫叶专享一口

价、爱与祝福国际贺卡设计大赛及
颁奖晚会、省内市民到店赠50元印
花消费礼券、指定国际名品满2000
元立减100元等活动。

活动地点龙江第一村

活动时间：2020年12月26日~
2021年2月10日

活动内容：以“欢欢乐乐冰雪
季，开开心心过大年”为主题，通过
环境建设、特色项目建设、商家促
销、多媒体立体宣传等，打造“游、
玩、吃、住、购”在“一村”：即“游在龙
江第一村、玩在龙江第一村、吃在龙
江第一村、住在龙江第一村、购在龙
江第一村”5大板块。

活动地点杉杉奥特莱斯

活动时间：2020年12月30日~
2021年2月20日

活动内容：举办“绿色惠民”利
民特色年味展，展厅设在杉杉奥特
莱斯二层中庭，展示面积100平方
米。由老鼎丰食品、里福记食品、千
鹤冷冻食品、正大实业、李氏自然食
品、正阳楼食品、好德食品等公司展
出红肠、糕点、核桃油、高油酸葵花
籽油、益生菌、老道外汽水、大黄米
粘豆包、酱菜、速冻面食、熏酱制品、
五谷杂粮养生制品等数十种本地特
色绿色食品。

活动地点万象汇

活动时间：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2月28日期间

活动内容：举办新年春节美陈
呈现仪式暨跨年仪式、新年美陈—
转 运 森 林 、野 市 YES MAR-
KET -2021便利店、跨年派对、新
年园游会五大主题活动。

“新区放歌”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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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薛婧薛婧 整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蒋国红蒋国红 摄摄

“新区放歌”
获奖名单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日前，“新
区放歌”原创歌曲暨第二届哈尔滨新
区好声音汇演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演
播厅举办。

据悉，自今年 7 月中旬至 10 月
初哈尔滨新区面向全国开展原创歌
曲征集活动以来，共收到来自新
疆、江西、江苏、广东、广西、湖北、
四川、福建、陕西、贵州等全国20多
个省、市、自治区，200 多位音乐创
作者的 330 多首原创歌曲和 50 余
首歌词。

经过为期一个多月的初选初评、
网上投票、专家评选和综合评定，没有
符合特等奖的歌曲。目前，共评出一
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
歌词特别创作奖3名、歌词创作奖6
名。

活动现场以征集的歌曲为媒，以
“新”为主线，紧紧围绕“新城市”“新机
遇”“新家园”三个篇章，通过访谈、短
片、歌舞等方式，展示了新区新风貌、

新区新精神。通过对征集的优秀歌曲
在配器编曲、遴选优秀歌手、编排伴舞
等方面的全方位包装，全面回顾了新
区近年来的建设与发展。用一首首感

人肺腑的歌曲讲述了新区和新区人屹
立潮头、砥砺奋进的创业故事，表达了
创作者对哈尔滨新区美好未来的期盼
和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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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系列主题融入
“文化+商品”“直播+电商”理念

自贸区哈尔滨片区惠民商品展销活动一览

用有温度的歌曲
讲述新区故事

“新区放歌”原创歌曲暨第二届哈尔滨新区好声音汇演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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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薛婧文/
摄）19日，2020~2021年哈
尔滨市“全民冰雪日”暨全民
上冰雪“动起来、热起来、火起
来、嗨起来”家庭冰上趣味运
动会在哈尔滨新区冰上运动
中心举办，来自全市9区的60
余个家庭200余人参加活动。

据悉，本次运动会旨在
推动市民广泛参与冬季运
动，树立良好健康生活理念，
培养孩子上冰雪、爱冰雪活
动，让更多的人融入到冰雪
运动中来。

运动会内容丰富多彩，
有雪地保龄球、冰球射门、家
庭冰上自行车接力等。通过
这些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放松的冰雪运动方式，让群
众参与其中，展现冰雪体育
活动的群众性、参与性、大众
性。在体育运动中，增强家
庭团结和父母、孩子之间协
作能力，增强体质,磨炼意
志,激发学生对冰雪活动的
兴趣，也让家长更多支持孩
子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丰
富冬季体育文化生活。

本报讯（记者薛婧）21日，哈
尔滨新区物业管理协会正式成立，
这是我省首个以行政区为载体成
立的物业管理协会。该协会的成
立对于推动新区物业行业规范运
营，提升整体服务水平 ，维护企业
合法权益，改善居民生活品质，提
升新区整体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哈尔滨新区物业管理协会的成
立，真正在新区实现了与物业相关

单位的“五牌”落地：中国物业管理
协会社区生活服务委员会、哈尔滨
新区物业管理协会、黑龙江物业管
理产业研究院、新区物业协会与前
海勤博教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合
作成立物业人才培养机构、黑龙江
省家政管理学院。5家单位相互联
动，形成“链条式”发展格局。

据悉，近年来，哈尔滨新区发
展迅速，公企单位、居民住宅、商超

医院等都离不开物业服务，通过成
立哈尔滨新区物业管理协会，将继
续引导行业诚信自律，通过设立

“红黑榜”等多种手段，加强对物业
企业、服务人员的管控，充分发挥
服务政府、服务社会、服务业主职
能，积极倡导“红色物业”“智慧小
区”的建立，引导传统企业服务创
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全面提升
行业服务质量和社会效应。

本报讯 (记者沈丽娟文/摄) 为加强
冬季疫情防控工作, 为哈尔滨冰雪旅游
季提供坚实保障，哈尔滨新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成立了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的
11个督导检查组。12月20日至23日，
4天内共计检查各类医疗机构、饭店、药
店、景区、学校、宾馆和养老机构等场所
近900家。

23日，由区卫健局、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组成的督导检查组，来
到大润发松北店、哈尔滨新区行政服务
中心、瑞辰酒店、万达皇冠假日酒店、健
康医药连锁世纪花园分店检查冬季疫
情防控情况。

检查发现，各行业主管部门分别制
定了相应的工作规范，重点针对大型商

超、饭店、宾馆、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
场所做出了规定。大部分医疗机构在
疫情期间对院感防控和哨点监测的工
作都能高度重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传
染病疫情管理及院内感染管理制度。
养老机构都能按要求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已全部取消外来探视制度和启动轮
岗制；对新入住老人，必须持有核酸检
测报告，隔离7天等严格措施。各学校
加大了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实行扫
码、测温、戴口罩，有专人负责实施登
记、消毒，确保发挥好门卫的哨点作
用。同时，各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冰雪季
及春节期间疫情防控方案，提前预判，
超前防范。

检查要求，各相关部门和企业要

毫不松懈紧绷疫情防控工作的弦，压实
落靠“四方责任”。做到坚持依法科学
精准防控，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迅速启
动相关应急预案。

文/摄 本报记者 闫一菲李美时
红色领结、红色皮鞋，身着印

有志愿者字样的红色马甲……日
前,记者走进哈尔滨新区太阳岛街
道办事处锦江社区阳光水岸小区，
一眼就看到崔阿姨“红火”且忙碌
的身影。

“穿着喜庆点，大家看着我也
高兴。”今年63岁的崔云华，已经退
休多年，按理正是享受生活的时
候，但她退而不休，主动投入社区
工作中，成为小区一名楼长，任劳
任怨地为大家服务。她面带笑容、
亲和热情，是邻里眼中的热心人，
也是人人称道的“好楼长”。

采访当日，崔阿姨一边走访入
户进行人口普查宣传，一边向记者
介绍她的日常工作。她说，单元楼
有100户左右的常住居民，其中有
行动不便需坐轮椅出行的老人，也
有父母长期外出工作、自己在家的
高中生，作为楼长，就要为居民们
负责任，他们有困难、有需要的时
候，一定得竭尽所能为他们服务，
这才对得起大家的信任。

谈起如何服务，崔阿姨颇有心
得：“社区服务工作不能剃头挑子
一头热，而是应该像充电宝一样哪
冷就焐哪，只有常走访、互动，知道
大家的难处和心结，帮着大家解
决，时间长了，大家自然就认可、支
持工作了。”她介绍，退休前她在铁
路部门从事的就是服务工作，成为
楼长后，把多年工作经验带入社区
工作中，成天为居民的大事小情忙
碌着，不管是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
寒风凛冽的冬天，只要居民有需
要，她便随叫随到，从无怨言。

“虽然退休了，但工作热情的
劲头不能减，要干就要干好，不能
敷衍了事，我要在单元楼内继续发
挥余热。”自从扛起了一楼之长的
责任后，崔阿姨坚持每天早上8点
左右就开始在楼道内进行卫生清
理、垃圾分类、传达社区通知等一
系列工作，从早忙到晚，一干就是
一整天。

崔云华用热情感染着大家，她
辛苦付出也被居民们看在眼中。
在单元楼内，只要谈起崔阿姨，周
围邻里无不竖起大拇指，都说她干
事认真负责，有一片热心肠。

“我付出不少，但收获更多。”
虽然有些辛苦，但崔阿姨成就感满
满，因为是新建小区的缘故，一开
始邻居们相互不熟悉，互相缺少信
任感、彼此关系疏离。但通过她的
贴心服务、热情带动，整个单元楼
里邻里关系越发和谐融洽，一家有
事百家帮，逐渐成了一个相亲相爱
的大家庭。

崔云华
做邻里的热心人

本报讯（记者闫一菲）为进一步
刺激消费，助力商业繁荣，哈尔滨新区
江北一体发展区于12月24日至26日
开展第二轮线下重点企业消费补贴活
动，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激发居民消
费热情。

据悉，消费补贴标准如下：消费者
在指定消费补贴商户消费，使用微信
支付可享受满100元减20元，满200
元减40元，满300元减60元，满500
元减100元，满1000元减200元，满
2000 元减 400 元，满 3000 元减 600
元，满5000元减1000元优惠。其中，
百货家电通信类最高补贴资金1000
元；餐饮类最高补贴200元，生鲜水果
类最高补贴资金100元。

新区第二轮
消费补贴发放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丰富干部
职工及居民百姓的业余生活，创造全
民健身的良好氛围。日前，哈尔滨市
冰晶雪舞欢乐季暨庆祝哈尔滨新区成
立五周年文化主题活动——首届船口
街道群众职工篮球赛圆满落下帷幕。

经过角逐，观江国际社区代表队
击败船口街道职工代表队夺得冠军。
此外，船口街道还组织了一场精彩的
表演赛为本届篮球赛完美收官。

首届船口街道群众
职工篮球赛落幕

新区全力保障冰雪旅游季

11个督导组检查疫情防控

“五牌”落地

哈尔滨新区成立物业管理协会

余
个
家
庭
冰
上
嗨
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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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精神”
践行人物（群体）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