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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一菲 李爱民
26 日，在哈尔滨新区“文旅＋”发展论坛上，中国传媒大学旅游传播
中心主任张婷婷、携程集团商业拓展和政府合作区域总经理于志伟、北
京网易传媒华北区总监李一飞、哈尔滨新区文化旅游协会副会长全一明
等多位国内文旅产业专家及行业精英齐聚，围绕文旅品牌塑造、大数据
时代下文旅产业发展等话题，共同探讨、交流，助力新区文旅产业发展。

张婷婷率先就“城市品牌塑造与
文化 IP 开发”话题作了一场精彩的演
讲。她强调，城市文旅品牌传播以及
IP 开发要做到人文浸润式传播，打造
一个整体的品牌体系。哈尔滨新区的
文旅品牌已经做到了让人熟知，下一
步 应 当 做 好 整 体 品 牌 的“ 软 系 统 体
系”。在形象、定位、口号、视觉传达等
做好系统性、完整性和统一性的基础
上，针对目标地域及目标受众制定差
异化的传播策略，并对传播效果进行
追踪和评估。同时，要借助新媒体平
台，重视文化、旅游乃至商业等方面的
跨界融合，建立城市私域流量，实现品
牌的社群化营销。

随后，于志伟以“大数据时代下的
新区文旅及未来建议”为题，以数据为
支撑展望了新区旅游发展的前景。他
认为，新区可以通过大数据应用，发挥
数 据 赋 能 ，助 力 新 区 文 化 旅 游 业 发
展。一是运用大数据对游客数量、结
构特征、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进
行收集分析，为旅游市场细分、精准营
销、旅游战略制定提供依据 ；二是运
用大数据对旅游消费信用等信息进行
收集分析，加强对旅游市场主体的服
务和监管；三是运用大数据对游客信
息进行关联分析，进一步优化旅游公
共服务资源配置；四是运用大数据对
旅游景区信息进行关联分析，为景区

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
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为扎实
做好松北区冬春季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日前，松北区召开第三
方核酸检测机构座谈会，区卫生健
康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
生监督所、第三方检测机构负责人
参会。
会上，区卫生健康局就省市对
核酸检测实验室的管理要求进行
了专题培训，第三方检测机构负责
人分别介绍了新冠病毒检测工作

开展情况。
副区长丁伟主持会议并对各
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工作提出要
求 ：一 是 加 强 质 量 管 理 和 安 全 防
范，排查自查各类隐患，严守好安
全底线。二是加强检测人员相关
专业知识技能培训，落实个人防护
措施。三是提高服务意识，优化工
作流程，做好物资储备。四是建立
长效工作机制，配合做好应急演练
工作。

科学放飞梦想

云创科学集群节举行
本报讯(小新)“创新引领成长，
科学放飞梦想”，近日，哈新区云创
科学集群第二届集群节在哈尔滨市
实验学校举行。
活动中，云创科学集群成员学
校的师生共同为大家呈现了精彩的
科技项目展演：深受同学们喜爱的
“纸桥承重”、多次荣获全国航模比
赛冠军的“垂直起降飞机”、荣获世
界 比 赛 大 奖 的“robo master 机 器
人”
、享誉“三钱杯”竞赛的遥控四轴
飞行器，得到与会嘉宾的高度赞誉
和好评。
据了解，哈新区云创科学集群
已 成 立 两 年 ，各 集 群 学 校 收 获 满
满。此次活动通过“以赛代练、以展
代教”的形式，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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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婷婷

于志伟

流量控制及安全预警提供数据支持。
李一飞则为“新媒体生态下的新
区文旅及发展”这一话题给出了三点
建议。他建议，首先要打造新媒体矩
阵，圈地私域流量。其次，要把握新手
段发展趋势，与图文相比，短视频、条
漫、H5、AR 场景交互乃至跨界游戏植
入等新手段的代入感、传播性更强，更
能深入用户内心。再者，要借势新媒
体，进行品牌传播和品效合一，利用其
它平台以多种形式触达粉丝群体，实
现粉丝所带来的粉丝经济，以及稳固
和升级品牌价值的粉丝变现。
全一明结合新区现有旅游资源，
畅谈
“文旅+概念下的新区文旅矩阵产
品”应如何发力。他表示，文旅+产业
发展是大势所趋，更是新区文化旅游
产业未来发展的大好机会。新区文旅
企业要以美好生活为动力，在未来多
去研发和创新分层多元的新区旅游项
目、产品和服务，平衡淡旺季的旅游供
给。新区文旅协会也要负起责任，在
新区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助力新区文
化旅游产业整体推进。
本报记者 蒋国红 摄

李一飞

全一明

大数据显示去年 10 月至今年 10 月

哈尔滨旅游门票
玩乐产品预订
八成多在新区
本报讯（记者李爱民 闫一菲）根据
携程平台预定数量预测，
去年 10 月至今
年 10 月，
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旅
游门票玩乐预订量占哈尔滨市整体预订
量的 81%，酒店住宿占哈尔滨市整体预
订量的 15%。这是记者从 26 日召开的
哈尔滨新区
“文旅+”
发展论坛获悉的。
据携程数据显示，出游哈尔滨新区
江北一体发展区的男性游客略多于女性
游客，男性所占比重为 55.46%，女性占
44.54%。年龄分布 80 后、90 后游客占
比约为 67.41%，
该年龄群有较强的旅游
意愿，是旅游人群的主体。游客主要消
费在 5A 级和网红景区，其中哈尔滨融
创乐园和波塞冬旅游度假区为最核心的
两大景区。

创业者
韩卓
专业律师变身科技达人
文/摄 本报记者 沈丽娟
36 岁才开始创业，从一名律
师变身为一名科技公司的掌门
人，哈尔滨创博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韩卓说：
“ 只要抓住机会，一
切皆有可能。”

创业之前，韩卓做了十多年的律
师，接触了很多大企业老总，也从中学
习了不少企业管理方法。一个偶然的
机会，受齿轮检测这个优势项目所吸
引，他毅然决定辞职结束北漂生涯，和
小伙伴们一起创业。
2014 年，哈尔滨创博科技有限公
司在哈尔滨新区这片沃土正式成立。
2015 年韩卓在哈市首届创新创业大赛
上获得亚军，为企业赢得了 500 万元投
资。
万事开头难。企业刚起步为了拿
到订单，韩卓和 3 个从事量仪行业的伙
伴，在一间不足 10 平方米的小屋里，从
零开始研发，为了使检测仪器精度达到
头发丝的七十分之一，他们有时一熬就
是几个通宵。
韩卓告诉记者，2014 年国内的齿
轮检测领域都是人工检测，还是上个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设备，用人力看
着表针对数据进行采集，无论从精度
的误差还是数据的分析来看，远远落
后于国外的设备。而在创博科技生产
车间，工作人员将看似完美无瑕的新
齿轮放到“火眼金睛”的仪器上，不过
3 秒时间，齿轮轮面就被检测出有一个
千分之一毫米的毛刺，避免了因小瑕

疵酿成的大问题。这个“在线智能齿
轮双面啮合测量仪”也成为填补国内
空白的产品。此项技术研发，让创博
科技获得了为长城、比亚迪、奇瑞等国
内汽车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和产品支持
的机会。
经过 6 年的发展，目前，创博科技
的企业产值从最初的几万元增长到现
在的几百万元。而今年年初疫情的暴
发又让企业陷入困境，公司业务量较往
年同期下降七成。
“ 绝不能坐以待毙”，
韩卓当年敢闯敢拼的劲头又迸发出来，
他决定与伙伴们商量要跨界研制省内
首台口罩机。
顶着资金的压力，冒着失败的风
险，研发人员天天在单位吃泡面、睡沙
发，经过 19 天的昼夜奋战，他们终于研
发出了省内第一台口罩机。4 月 7 日，
哈尔滨创博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
首条一拖二平面口罩机生产线调试完
毕，正式交付给哈尔滨市一家医疗器械
公司。韩卓说，这条口罩生产线不仅解
决了疫情期间口罩供不应求的燃眉之
急，
也为企业创造了 100 万元的收入。”
韩卓表示，今后将研发更高精尖的
检测产品，推动中国齿轮检测行业向国
际最先进水平看齐。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21 日，哈尔滨
新区女企业家协会揭牌成立。
据悉，哈尔滨新区女企业家协会是
哈尔滨新区首个女性社会团体，协会会
员由新光光电等新区实力较强企业的女
性企业家、女高管组成，目前拥有会员 70
多人。哈尔滨新区女企业家协会的成
立，适应了新区入驻企业不断聚集、新区

女性企业家女高管数量不断增加的发展
态势。对于架起区内广大女企业家与党
和政府沟通的桥梁，团结广大女性企业
家引领带动区内广大女性创新创业，加
强企业间及区域间的交流合作，助推招
商引资，助推省市经济新区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在协会前期筹备工作中，哈

尔滨新区女企协的女企业家们，积极响应
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和松北区妇联抗击疫
情的号召，积极捐款捐物驰援新区；在中
秋节之际，新区女企业家协会偕同区妇联
共同开展“关爱孤困儿童·奉献巾帼爱心”
中秋慰问暨金秋助学活动，为新区 13 名
孤困家庭女童送去慰问品和助学金，并与
孤困女童结成一对一帮扶对子。

清冰雪 战严寒
保畅通 暖民心
区直机关党员干部助力清雪
本报讯（小新）近日，哈尔滨市
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雪，给
新区广大居民群众工作和生活带来
极大不便。11 月 23 日，区直机关工
委组织开展“清冰雪战严寒、保畅通
暖民心”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号召广
大党员干部树立为民服务意识、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为保障群
众出行畅通贡献一份力量。
区直 40 个党支部与 13 个街道办
事处对接启动志愿服务活动，经过机
关、
街道和社区近1000名党员干部的
共同努力，
拉运积雪 212 车，
清理背街
小巷积雪30430平方米，
切实解决了辖
区居民
“出行难、
车行难”
的实际问题。

“新区精神”

新区志愿者迎战暴雪
中建二局四公司黑龙江分公司的 30 余名“四合青年志愿者”日前来到了新区第
一学校开展清雪志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四合志愿者们每年冬天都会开展清雪志愿活动，到今年已是连续第五
年。
本报记者 沈丽娟 摄

杨红霞 与病毒赛跑的 疾控人

连续 60 多天没回过一次家，每
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血压飙升至
180，可是杨红霞却说：
“ 抗击疫情
就是和病毒赛跑，作为疾控人，我
们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她就是
这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疾控
人的责任与担当。

J 集装

i Zhuang

联合行动破获
两起假酒案
本 报 讯 （唐 迢 记 者 沈 丽
娟）日前，哈尔滨新区破获销售
假冒名酒案，目前，犯罪嫌疑人
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11 月 16 日，新区综合行政
执法总队联合公安机关在松北
区浦源路 2819 号发现犯罪嫌
疑人黄某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白酒，现场查获涉案产品
有茅台、国窖 1573、玉泉和谐清
雅品牌白酒，涉案产品货值 10
万余元；并在哈达果品批发市
场豪客名优酒行门店和仓库，
查获大量假酒，涉案产品货值
40 余万元。

首批小区配套
幼儿园回收
签约仪式举行

践行人物（群体）评选

文/摄 本报记者 沈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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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新区女企业家协会成立

聚焦新区文旅产业

行业专家来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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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今年 1 月 21 日松北区接报
调查时发现该服务员手机因欠费停
第一例疑似病例以来，松北区疾控中
机了，我不假思索就给这个服务员充
心主任杨红霞便开启了 24 小时工作
值了 30 元手机费，顺利完成了流行
制。作为一名在疾控战线上已经奋
病学调查任务。不能因为密接人员
战三十年的老兵，杨红霞不顾家中年
手机关机延误调查，如果我们调查不
迈多病的婆婆无人照顾，也顾不上自
及时，造成了疫情扩散，政府多拿 30
己多年的高血压，更顾不上家人的暖
万也弥补不了。”她就是这样不计个
心“责备”，义无反顾地扑在新冠肺炎
人得失赢得了同事们的尊敬和爱戴。
疫情防控工作上。
截至 7 月 31 日，杨红霞带领医疗
无论是深夜，还是凌晨，只要疫
工作组规范处置了确诊病例 2 例，疑
情电话一响，她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
似病例 23 例，无症状感染者 1 例，境
场，率先带头前往发热门诊，与患者
外输入确诊病例 1 例，境外输入无症
面对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身
状感染者 1 例；调查管理密切接触者
穿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戴着面罩、护
398 人；组织开展核酸检测 40589 人
目镜、双层手套，面对面地详细了解
次；指导企业复产复工 30 余家次；为
患者发病前、后的接触史，曾经去过
中高考、省重要接待任务、区大项目
的场所，乘坐过的交通工具，发病时
开 工 仪 式 等 提 供 卫 生 防 疫 保 障 10
间、发病过程及就医情况等，所有的
次。此外，她为松北区疫情防控指挥
细节都不能错过，
以确保万无一失。
部起草工作指南等规范性文件 30 余
杨红霞告诉记者，为了快速细致
份，为新区疫情不扩散、不蔓延发挥
地完成流调任务，她最长一次连续穿
了智囊团的作用。
防护服 10 个小时，护目镜已经充满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杨红霞依
水雾，模糊不清，汗水湿透衣背。为
然慎终如始，持续做好外防输入、内
了赢得流调时间，她还曾为一名确诊
防扩散工作，加强冷链食品全链条闭
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充话费，第一时间
环管控，确保有源可溯。杨红霞说：
将调查出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管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是我的职
控。杨红霞说，
“ 当时某酒店的服务
责和使命，我将继续不遗余力地为新
员被确定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区的发展贡献一名疾控人的力量。”

本 报 讯（记 者 李 爱 民）日
前，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
区首批小区配套幼儿园回收签
约仪式在松北区人民政府举
行。松北区教育局代表区政府
共与 6 家企业签约，将企业开发
建设的小区配套幼儿园移交区
政府办成公办幼儿园。
签约仪式上，松北区教育
局代表区政府分别与黑龙江保
利澳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鼎顺泰和置业有限公
司、哈尔滨泰豪创意产业园开
发有限公司、哈尔滨欣汇龙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哈尔
滨中海龙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哈尔滨市松北区青苗实验
幼儿园，共 6 家企业现场签订协
议。
小区配套园专项治理工作
是贯彻落实“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的重要举措，也是破解“入
园难”
“入园贵”、解决群众关切
问题的民生之举，对进一步提
升新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有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东北亚大街
重新开放交通
本报讯（记者李爱民）近日，
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区东
北亚大街重新开放交通，
东北亚
大街原有双向两车道拓宽后为
双向 8 车道，
成为城市主干道。
该项目是该区建设项目管
理办公室组织实施的规划 133
路工程，于 11 月 16 日完成沥青
混凝土路面铺筑，次日完成路
面质量检测，11 月 18 日正式开
放交通。该工程主要是为绿地
国博城配套的项目，起点为中
源大道，终点为规划 160 路，长
度为 973 米。
受天气影响，该工程人行
道和非机动车道将在 2021 年 5
月底前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