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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6月
27日晚，由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哈尔
滨新区管委会主办的“永远跟党走
启航新征程”哈尔滨新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在
哈尔滨融创茂广场举行。松北区四
大班子负责同志与各界群众共同观
看演出。来自新区各单位、各街道
（镇）的干部职工参加演出。

演出以“合唱＋舞蹈＋乐器演
奏＋音舞诗画”为主要艺术形式，

分为“红船——惊涛启航”“红星
——征程漫漫”“红旗——屹立东
方”“红心——信念永恒”四个精彩
篇章。

新区人用歌声向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献上最美好的祝福。“夜
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
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
映山红……”歌声响起，鲜艳的映山
红“绽放”在舞台电子大屏幕，一首脍
炙人口的歌曲唱出了红军与人民群

众的鱼水深情。《唱支山歌给党听》
《新区赞歌》等歌曲，赢来观众如潮般
的掌声。音舞诗画《仰望丰碑》、笛子
独奏《秦川情》等特色节目纷纷亮相，
传递着新区人民对党、对祖国的无限
热爱和真挚祝福。

演出最后，演员们与现场观众一
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激昂的歌声
化成了对党的深情和对伟大祖国的
爱，在新区的夜空中久久回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蒋国红蒋国红 摄摄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6月29日，
哈尔滨新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哈
尔滨（全总）劳模技能交流基地会议中
心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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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彰全区先
进集体和优秀个人，激励全区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向先进学习，向典型
致敬,向榜样看齐，紧密结合正在开
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为奋力谱
写新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出
新贡献。

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松北
区委副书记、区长王铁立主持大会，哈
尔滨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松北区委副
书记任海龙宣读表彰决定。松北区领
导班子全体成员，区直部门、区属企事
业单位、各街镇主要负责人；法检部门
常务副职、公安分局政委；有关市直驻
区单位主要负责人；省市区级2021年
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共计200
余人出席会议。

上午10时，王铁立宣布表彰大会
正式开始，全体肃立高唱国歌。随后，
任海龙宣读了中共哈尔滨市松北区委
员会、中共哈尔滨新区工作委员会关
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
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松

北区委、新区党工委决定，授予哈尔滨
市松北前进小学校党支部等55个党
组织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授予李晨
等47名同志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
予牛志鹏等118名同志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代守仑、王铁立、任海龙等区领
导为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
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代守仑在讲话中指出，受到表彰
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是近年来全
区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他
们的先进事迹、过硬作风和精神风范，
鲜明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生
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集中
展现了共产党员的时代风采，是全区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代守
仑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
热烈的祝贺！向全区各级党组织、广
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
意！

代守仑强调，要追根溯源，筑牢信
仰之基，坚定永远跟党走的理想信
念。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要让灵魂血脉中融入红色基因，要在
学习英模中激发动力。经过五年多的
积累发展，今天的新区，党的建设更加
坚实，发展基础更加稳固，目标定位更
加清晰，后发优势更加彰显，迎来了

“五区叠加”的历史新阶段。特别是广
大党员干部以打造龙江版“新浦东”为

目标，充分发扬“舍我其谁、用我必达”
的新区精神，不断书写着奉献的故事。

代守仑强调，要从严治党，掌好前
进之舵，为新区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
障。要铸造坚定理想信念，打造坚强战
斗堡垒，营造风清气正生态。要以坚定

“两个维护”引领落实，以落实成效体现
“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和对我省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和
省市的决策部署。坚持党风廉政建设
与经济建设同步，实现“双强双赢”，推
动形成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社会清淳的良好政治生态。

代守仑强调，要继往开来，担当发
展之责，奋力实现“十四五”开新局。
对于新区来说，实现“十四五”良好开
局对于获批后“第二个五年”高质量发
展、打造龙江版“新浦东”尤为重要。
要恪守忠诚之要，努力做对党忠诚的
坚定者；要把握发展之机，努力做勇于
担当的奋进者；要常怀为民之心，努力
做攻坚克难的搏击者。全区广大党员
干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
紧迫感，充分发挥国家级新区的先行
先试优势和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优势，
下大力气抓改革、搞创新，当好经济增
长“压舱石”、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改
革创新“试验田”，为全市、全省乃至全
国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代守仑在哈尔滨新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谱写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

哈尔滨新区组织党
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新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新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成立100100周年大型周年大型文艺演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蒋国红蒋国红 摄摄

新区企业家
歌声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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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灯光秀。本报记者 郭俊峰 摄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为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给患
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黑龙江省
第二医院聘请权威医疗专家，开设
特色名医诊室。6月27日8时，省
二院名医诊室首诊开诊。

据悉，黑龙江省第二医院以
“强综合、精专科”的办院模式，全
力打造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
健康管理为一体的松北区区域医
疗中心。患者只需关注“黑龙江省
第二医院服务号”后即可通过手机
端进行专家看诊的预约挂号。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连日来，
哈尔滨新区各街镇、社区纷纷举行
文艺汇演庆祝建党100周年。

6月24日上午，哈尔滨新区船
口街道广信新城社区举行了庆祝建
党100周年主题文艺演出。大秧歌
《满堂红》《新中华》拉开了文艺汇演
的序幕，舞蹈《旗袍美人》、老年模特
队表演的《美丽的中国年》、非洲鼓
表演《美美哒》等展现了新区人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

6月24日下午，在松浦街（镇）
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文艺汇演中，民乐合奏、歌伴
舞、诗朗诵、大合唱等多种形式异
彩纷呈，高潮迭起。

6月25日傍晚，松北街道举办
了“永远跟你走——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文艺汇演”，
伴随着阵阵掌声，干部群众一同载
歌载舞，街道、社区文艺爱好者们
精心准备了歌曲、舞蹈、三句半等
丰富多彩的节目，由120名街道、
社区、村干部演出的大合唱《前进
吧！中国共产党》《天下乡亲》气势
磅礴，振奋人心。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弘扬主旋律，
颂歌献给党，由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宣
传部主办，哈尔滨新区文化广电体育
和旅游局等部门承办的哈尔滨新区

“我向党来唱支歌”融媒体短视频线
上话题挑战赛于4月27日全网正式
上线。活动历时75天，挑战赛于日前

落下帷幕。
据悉，“我向党来唱支歌”抖音/快

手双平台话题同步上线后，引来大量
网友的热情参与,话题总播放量5.5亿
次，抖音平台话题播放量达3.4亿次，
热门作品点赞量超88万；快手平台话
题播放量突破2.1亿次，热门作品点赞
量超45万。本次参与挑战赛的网友

们拍摄的作品形式多样，展示个人才
艺的独唱秀、气势磅礴的大合唱、红歌
手势舞、经典红色地标打卡、重温入党
誓词等等。全国有18个新区共同参
与挑战，更有家乡明星包贝尔以及张
国强打卡助力。活动获奖名单将在

“我向党来唱支歌”挑战赛颁奖典礼上
公布。

破5.5 亿次
“我向党来唱支歌”
线上话题挑战赛圆满收官

新区各街镇举行文艺汇演
“永远跟你走”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6月28日下
午，松北区委副书记、区长王铁立一行，
来到松北街道走访慰问退役军人、90岁
高龄老党员张洪柱，为他送去党和政府
的关怀和温暖。

王铁立来到张洪柱家中，紧握着张
洪柱的手，详细询问了老人的身体状
况和家庭情况，倾听老人作为一名老

党员、退役军人的难忘经历，了解老人
的实际困难和需求。王铁立代表党和
政府给张洪柱送去了慰问金和慰问
品，并为老人佩戴上了金灿灿的“光荣
在党50年”纪念章。张洪柱非常激动
地说，“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子女轮流
照顾我，去年从村里搬到了楼房，感谢
党和政府对我的关心。”张洪柱老人虽

然年事已高，但身体还很硬朗，每天坚
持下楼遛弯儿。

王铁立叮嘱街道负责人要做好老党
员的关心关爱工作，在政治上多关心、生
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千方百计为
他们排忧解难，为他们安度晚年创造良
好条件。松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松北
街道有关负责同志陪同慰问。

王铁立慰问“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

本报记者 薛婧李爱民
“七月南湖水涟涟，烟雨楼台

雨如烟。水涟涟，雨如烟。荷花
深处摇来一只船……南湖的船
啊，党的摇篮，你和人民心相连
……”6月27日19时，“永远跟党
走 启航新征程”哈尔滨新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文
艺演出开场曲婉转激昂，来自松
北区工商联的80多位企业家饱
含深情地演唱着《南湖的船，党的
摇篮》，用嘹亮的歌声生动再现了
中共一大召开时的场景，也唱出
了新区企业家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的坚定决心。

曲闭，台下响起热烈的掌
声。当这些企业家们走下舞台
时，他们或兴奋地握起拳头，或相
互击掌。“太棒了！这是我们发挥
最好的一次。唱到最后一句时，
我非常激动，泪滴不自觉地从眼
角慢慢滑落！”哈尔滨市龙哈农机
经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延明感慨
道。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这句话用来形容松北区工商联合
唱团所付出的努力并不为过。“这
首《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是一首
抒情歌曲，演唱难度特别大。”李
延明说，为了展现出新区企业家
最佳形象，他们聘请了专业老师
进行辅导。

时间紧，任务重。为了让大
家尽快进入状态，老师先是给大
家讲歌曲创作的背景，然后一句
句地教授，一个音一个音地纠
正。“排练中唱不好就会被老师批
评，但企业家们没有一个人退缩，
因为大家都心怀为建党百年华诞
献礼的深情。”李延明说。

“这些企业家让我很感动，在
听说新区要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时，都踊
跃报名参加。排练时，他们放下
手中急活场场不落，用实际行动
彰显出‘舍我其谁、用我必达’的
新区精神。像谷实农牧董事长殷
学中正在筹备企业上市的关键
期，但他总会想尽一切办法挤出
排练时间！”松北区工商联副主席
梁燕说。

近半个月排练，企业家们始
终充满激情，大家在排练休息的
间隙中，都纷纷表达出对党的无
限忠诚与热爱，表达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在新的发展阶段锐意
进取、勇开新局的斗志。

江南园区
举行建党百年
党史知识竞赛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6月30日，
哈尔滨新区江南园区举行了以“重
温红色经典 传承红色基因 汲取红
色力量 展现园区风采”为主题的党
史知识竞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
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
名。

决赛现场，各企业参赛选手踊
跃争相抢答，通过必答题、抢答题、
风险题六轮答题。云水环保代表队
获得一等奖；葵花药业代表队、江南
园区代表队获得二等奖；谷实科技
代表队、迪安医学代表队、龙江银行
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省二院
名医诊室开诊

为 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7月1日上
午，哈尔滨新区组织全区党员干部，集中收
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直播，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

8时，松北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
领导班子成员，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
长，区直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街镇党委
主要负责同志、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在区政
府14楼会议室，集中收看庆祝大会直播。
各部门、各单位、各街镇结合各单位实际，分
别采取线上线下、集中或分区域组织、就近
就便、利用手机（网络、电视）终端等不同形
式，组织14000余名党员收听收看庆祝大会
直播。

在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后，哈尔滨新区全体党员干部一致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振奋、凝聚人
心、催人奋进，激发了大家对党波澜壮阔伟
大历程的无比自豪感，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
共产党始终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大家纷纷表示，要
继续深入扎实学党史、悟思想，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以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真正做到对党忠
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

新区党工委和松北区委要求，全体党
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充分认识、深刻理
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要意义、精
神实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
来，全面开创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
追根溯源，筑牢信仰之基，坚定永远跟党走
的理想信念，以打造龙江版“新浦东”为目
标，充分发扬“舍我其谁、用我必达”的新区
精神，不断书写奉献故事。要从严治党，掌
好前进之舵，铸造坚定理想信念，打造坚强
战斗堡垒，营造风清气正生态，推动形成干
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淳的
良好政治生态。要继往开来，担当发展之
责，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充分发
挥国家级新区的先行先试优势和自贸区的
制度创新优势，下大力气抓改革、搞创新，
为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更大
贡献，奋力实现“十四五”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