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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2日，松
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第三次集体
学习。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
长朱虹列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哈尔
滨市委书记王兆力列席会议，哈尔滨市
委副书记、哈尔滨新区党工委书记、松北
区委书记代守仑主持会议并作汇报。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成
员，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坤，哈尔滨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闫红蕾列席会议。

会上，松北区委班子成员和区人
大、区政协主要领导分别结合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
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的
重要文章，联系工作实际，聚焦用好红

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
凝聚奋进力量交流了学习体会，并畅谈
了如何推动哈尔滨新区和自贸区哈尔
滨片区高质量发展的感受及工作建议、
想法。

朱虹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大意义。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有着悠久的红色历史和深厚的红色底
蕴，要结合本地实际，深入挖掘红色资
源，拓展龙江“四大精神”新时代内涵，赓
续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先进模范的精神
血脉，更好传承红色基因，创造性展现龙
江特色、冰城亮点。要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激发奋斗精神、焕发蓬勃力量，把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要求贯穿
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要突出抓好“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入调查研
究，破解“急难愁盼”，以群众满意度来检
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哈尔滨新区肩负
着“引领龙江改革开放”“重构城市架构”

“重塑产业结构”的使命责任，要坚定发
展信念，把握路径节奏，借助外脑智库，
厘清思路抓重点，齐心协力快发展，把区
位优势、资源优势等转化为产业优势、发
展优势、竞争优势，努力在全省开新局中
做出表率、走在前列，在国家级新区中争
先进位、跨越发展。

代守仑在汇报中表示，通过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大家从红色资源
和红色基因中汲取精神营养，从红色江
山中感悟党的英明伟大和人民的强大力
量，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提升了党性
修养，强化了党性担当，更加深刻认识到
由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是国家之幸、
人民之幸。接下来，新区、自贸区哈尔滨
片区要用好红色资源，深化党史学习教
育，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的着力点，要聚焦便民利企，找
企业的痛点、老百姓的堵点、政府支撑的
难点，以此作为创新的着力点。要以更
加饱满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发
展紧迫感，为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每天下班途经松花江公路大桥
时，郭猛都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在
车流中尽量观察这座桥，就像观察自
己的“孩子”，努力寻找它身上蛛丝马
迹的变化。

其实，这就是他的“孩子”呀！
2010年初，郭猛作为专业技术人

员考到松北区项目办，那时，松北区建
设阔步猛进。当年5月，作为松花江
公路大桥扩建工程现场负责人之一，
郭猛的办公室就设在了松花江边。

心里揣着一团火，胸中憋着一股
劲儿。早上五点多到工地，晚上十一
二点才回家，主桥工程实施了14个
月，郭猛有半年时间是这样度过的。
没休过节假日，每天工程例会雷打不
动，冬季不停工。14个月，松花江公
路大桥扩建工程主桥建成通车，郭猛
说，这样的速度挺快的。

还有更快的。主桥通车后，要拆
除原松花江公路大桥下桥口一跨箱
梁，并新建钢箱梁连接在扩建工程主
桥上，从而在保持松花江公路大桥剪
刀风格的基础上，实现江南江北单向
通行。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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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科技成果落地生金 这里的清淤充满科技范儿省内首例

黑龙江自贸试验区第二批创新案例发布

哈尔滨片区7项入围

详见第3版详见第2版

松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

朱虹讲话 王兆力列席 代守仑主持会议并作汇报

江北，松花江哈尔滨段北
岸398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你
不经意的十几年间，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这里有
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哈尔
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

风情万种的松花江，在哈
尔滨奔腾而过时，浪花里飞出
欢乐的歌。

这歌声，唱出了母亲河心
底里的骄傲 —— 江南江北
好景色，江南江北共繁荣。

一百多年来，母亲河精心
滋养着这座城，江南、江北，恰
如她的双子，是她最大的牵
挂。

眼见着曾经弱小的一子
快速成长，被幸福浸润的母亲
河哟，温婉地将双子紧紧拥
抱。

“松花江上·百年印记”主
题宣传报道活动采访团队近
日走进哈尔滨新区，品读北岸
崛起的故事。

（（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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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
近日，第5届 IAI国际旅游奖
颁奖盛典在北京举办，黑龙江
斩获3项大奖，其中由哈尔滨
极地公园报送的营销案例获金
奖。

据了解，IAI国际旅游奖
是知名的综合性广告与品牌营
销赛事评选，国内众多营销及
广告类重量级机构参与角逐，
此次组委会共收到779家公司
报送的3083件作品及案例，由
270多位来自各垂直领域专家
终审团进行评审。哈尔滨极地
公园的“淘学企鹅”为龙江冰雪
代言营销案例，成为东北三省
唯一一个斩获金奖的景区。省
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品趣文化
承办的直播龙江-黑龙江省文
化和旅游厅解锁“冰雪营销”获
优秀奖，哈尔滨文化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报送的营销案例获铜
奖。

哈尔滨松花江公路大桥哈尔滨松花江公路大桥。。

啪嗒啪嗒，伴随着小孙女轻快的脚步
声，76岁的杜永民开启了一天的幸福生活。

小孙女的幼儿园就在他所住的松北街
道办事处湖畔家园小区内，只用了两三分
钟，杜永民就将小孙女送到幼儿园。

江宽水阔，微风习习，岸边树绿花香。
在松花江边生活了50年的杜永民，非常享
受眼下这样惬意的生活。他说，这样的生活
要归功于松北区的开发建设、归功于松北镇
金星村的动迁。

2003年，天空中时不时飞过的无人机
打破了小村庄的宁静。“政府来勘探了，咱们
村要动迁了。”村民议论着。

2005年，杜永民就开始搬家了。他分到
了一户80平方米住房。当时小区周围已经
建成的建筑只有市政府和欧美亚社区，渐渐
的，到处都是工地，松北区的建设日新月异。

杜永民看到了商机。他租了一个10多
平方米的店面，每天凌晨2点多就起来蒸馒
头、烤烧饼，卖给附近的建筑工地，一天能卖
四五千个馒头和七八百个烧饼。2010年，
杜永民用挣到的钱在小区内买了一个30多
平方米的商服，并叫回在外打工的儿子，一
起开起了饭店。

这十几年，杜永民家周边一栋栋高楼不
断拔地而起，企业的入驻和商品房入住率不
断提升，这也使得杜永民的小涛风味餐馆一
直不愁客源。

和杜永民一样勤劳肯干，且牢牢把握住
江北开发建设商机的，还有同村村民高胜
利。

上世纪80年代，还是菜农的高胜利，买
回了村里的第一辆马车，既方便把自家菜运
到江南卖，又可拉脚贴补家用。

1985年，松花江公路大桥建设时，高胜
利就曾赶着马车给工地送沙子。半夜喂马，
凌晨赶车拉沙子，一天跑8趟，一车能赚5
元钱，这一年下来，高胜利成了万元户。此
后，四轮子、小微型，高胜利家的车动力越来
越强，生活也越来越富足。

1999年，高胜利的生意越做越大，运送
材料从砂石增至装饰材料。为抢抓机遇，他
一狠心花近4万元买了一台大货车。

“这台大货车真是买着了！”高胜利说，
此后，哈尔滨市政府大楼的建设以及公路大
桥扩建、三环跨四环立交桥、大耿家立交桥
的建设，他都开着大货车为项目工地配送沙
子。十几年来，江北项目建设遍地开花。忙
碌一年，收入超过10万元。

如今，安享晚年的高胜利，开起了小轿
车。他让女儿用拆迁补偿款开办了一所幼
儿园，“哈尔滨新区建设商机很多，只要肯
干，家门口就能赚钱。”这是高胜利常跟女儿
说的话。

——土生土长的江北人，是哈尔滨新区
快速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从昔日的泥草
房，到环境优美的楼房；从泥土里刨食的农
民，到在城市里抢抓商机的新市民，他们切
身享受着江北开发建设的成果，作为新区人
的幸福感不断增强。

环境优美的厂院、高大的办公楼、宽敞的
生产车间，位于松北区创新路2077号的哈尔
滨焊接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哈焊院”），这
几年发展得很快。

快，得益于新厂的建设，得益于由江南向
江北的迁移。

2010年4月18日，哈焊院新址建设工程
钻下第一根桩基，这也是哈尔滨科技创新城
建设的第一桩。

“在江南的时候，办公、研发、中试等场地
一共2万多平方米，只有很小的中试生产车
间，无法进行产业化。所以，在省市大力建设
科技创新城的背景下，哈焊院整体搬迁至松
北。”哈焊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玉亭告诉记
者。新址落成后，面积扩大了4倍多，企业终
于可以大展拳脚。

10年间，哈焊院已发展成为集研究开
发、科技产业、质量检验、行业服务四大体系
于一体、具有综合优势的高科技企业。年产
值较搬迁时增加了4倍多。

如果说，哈焊院的北迁是响应政府的号
召，福成厚在江北的落子，则是看好了哈尔滨
新区的良好发展态势。

2020年元旦，福成厚江鱼壹号松北店在
“龙江第一村”开业，这是该企业在哈尔滨的
第四家店。其以中国全鱼宴博物馆主题餐厅
为特色，做足龙江寒地鱼文化，提升了“龙江
第一村”鱼生意的文化气息。

“这几年哈尔滨新区的发展有目共睹，而
且哈尔滨人都有到江北吃鱼的习惯，所以我
一定要在江北开个店。”黑龙江福成厚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成文告诉记者，松北店
开业以来，天天爆满，这表明新区的人气儿真
是越来越旺了。

生意北移，家也北迁。去年，李成文在哈
尔滨新区购置了一套房。“目前，在江南江北
各有一套房的哈尔滨人挺多的。”李成文说。

——促进哈尔滨发展重心由松花江南岸
转向“揽江入城、两岸联动”，构建“一江居中、
南北互动、两岸繁荣”发展格局。省委省政府
对哈尔滨城市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让哈尔
滨新区的发展定位更加明晰。江南“输出”，
江北“导入”，南北互动中，两岸繁荣的宏伟画
卷铺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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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迁移向北 家门口淘金

本报讯（记者邢汉夫）记
者从哈尔滨交通集团轮渡旅游
公司获悉，哈尔滨市江上日游
航线、夜游航线5月29日正式
通航。

据了解，日游航线每天运
营时间为11时至17时，夜游
航线每天运营时间为17时30
分至20时30分。日游航线、
夜游航线均从道里区通江街码
头发船，分别设置40分钟航线
和1小时航线两条游览线路，
航线终点均为通江街码头。

40分钟航线从通江街码
头发船，途经天鹅城堡、江畔餐
厅、江上俱乐部、人民广场、公
路大桥、太阳岛斜拉桥、防洪纪
念塔、斯大林公园后，返回通江
街码头。1小时航线从通江街
码头发船，途经天鹅城堡、江畔
餐厅、江上俱乐部、人民广场、
公路大桥、太阳岛斜拉桥、防洪
纪念塔、滨洲铁路桥、松浦大
桥、斯大林公园后、返回通江街
码头。

松花江上
日游夜游航线起航

哈尔滨极地公园
营销案例获
国际旅游金奖

夜游松花江。（图片由哈尔
滨交通集团轮渡旅游公司提
供）

郭猛和他的团队开
启了24小时不停工的拆
桥模式。白天正常上，夜
班他和另外一位现场负
责人轮流值班。仅用一
周时间，颇具难度的箱梁
拆除工作完成，为公路大
桥扩建工程全线通车抢
出了时间。

从2008年起，松花
江哈尔滨段上，松浦大
桥、公路大桥扩建工程、
阳明滩大桥三座桥先后
开工建设，2010年，更呈
现出三桥同时施工的壮
观景象。郭猛说，那时他
心里暗暗较着劲儿，和其
它两座桥比进度。现在
回想起来，他对自己“孩
子”的成长速度很满意，
对其它两座桥的建设者
非常钦佩。

——短短三年多时
间，三桥横跨南北，将两
岸同城变成了现实。如
今，松花江哈尔滨段共有
六座跨江大桥，为江北的
快速发展架起通途。更
令人欣喜的是，今年5月
12日，哈尔滨地铁2号线
一期正式空载试运行，这
条过江线路正式运行后，
将实现南北两岸 3 分钟
畅达。

（（上上））

崛起的哈尔滨新区。

集装Ji Zhu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