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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哈尔滨市第 65 号公告发布后，记者走访哈尔
滨新区多处开放场所发现，景区景点、影城
的欢声笑语多了，饭店内人气重现，
健身达人纷纷走进健身馆寻回
曾经的“酸爽”感，城区内
“烟火气”渐浓。

15 日 10 时许，位于哈尔滨新区的融创乐园
又热闹了起来。公园的入口处，入园须知等提
示牌整齐地摆放着。
“ 请出示您的健康码、行程
码、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现场工作
人员认真核对入园游客的相关信息。入园游客
也积极配合工作人员，有序排队入园。
“等了好久终于开园了！”市民张女士边说
边给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兴奋的心情溢于言
表。张女士告诉记者，听说室外园区开放了，孩
子兴奋地嚷嚷着要来，恰巧周末，一早就出门。
穿过入园闸机后，小朋友“撒丫子”狂奔，释放着
对大自然的渴望。
据悉，虽是室外景区，融创乐园对疫情防控
也格外严格。该乐园实行“有限开放、预约入
园”的游园政策。游玩过程中，工作人员会引导
游客在体验游乐项目时“隔位乘坐”，排队时保
持安全距离，并对设备、设施进行及时消杀，让
游客在舒适畅玩的基础上，确保自身健康安全。
随着太阳岛风景区、东北虎林园等室外景
区 景 点 接 续 开 放 ，室 内 景 区 也 加 快 了 复 业 步
伐。19 日，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下，哈尔滨
极地公园正式恢复营业，憨态可掬的极地动物
与大朋友小朋友见面，欢声再起。

17 日 19 时许，记者来到万达影城万达文化
旅游城店，位于影院入口处，市民有序排队，扫
码、测温，严格遵守防疫相关要求。
随着 5 月 11 日影院恢复营业，
《坏蛋联盟》
就冲上哈市各大影城热榜，成为众多影迷观影
首选。市民孙女士与闺蜜特意约着看《坏蛋联
盟》。
“ 这片太搞笑了！适合大朋友带着小朋友
一起去电影院看！”孙女士与闺蜜携手走出影城
时笑着说。
一部电影，带来串串欢声笑语，让沉寂的影
城有了“人气”。而各影城在排片和疫情防控上
也都做足了功课。目前影院全部采取网络实名
预约，电影放映期间不得饮食。进入影院前，观
众要扫健康码和行程码、测温、戴口罩，查验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每个影厅接待观众
人数不超过座位数的 50%，须隔位就座。同时，
影城也严格按照要求对大堂、卫生间、售取票
机、商品售货区等公共区域每两小时进行一次
消杀，座椅、3D 眼镜等观众直接接触的物品每
场结束消杀。
采访中记者看到，一些观影后的市民交谈
着去哪儿吃饭，而融创茂内的餐饮门店无疑成
为其首选。据悉，自 16 日恢复堂食后，目前融创
茂内 90%的餐饮门店都恢复营业，上客率逐渐
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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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雁” 哈高新区打造
引领 全省创新创业核心区
本报讯（记者薛婧）日前，国务院同
意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 3 个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根据相关方案，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将重点打造成为全省创新创业核心
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对俄及东北亚创
新合作先导区。
记者从哈尔滨新区获悉，哈大齐国
家自创区由哈尔滨高新区、大庆高新区、

欢声笑语重现景区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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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高新区 3 个国家高新区组成， 齐头并进的“雁阵”发展格局，形成各具
建设范围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开发
特色、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开放共享的
区审核公告确定的四至范围。哈大齐国
协同创新一体化发展局面，为维护国家
家自创区以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为导 “五大安全”
提供有力支撑。
向，立足哈大齐三地发展基础和特色优
哈尔滨高新区将充分发挥哈尔滨科
势，统筹产业创新资源布局，深化跨区域
教资源富集优势，
积极打造一批引领区域
合作，充分发挥哈尔滨创新引领示范和
自主创新发展的高水平创新平台，
加速聚
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哈尔滨高新区为
集高水平创新资源要素，
强化源头创新功
头雁引领，大庆高新区、齐齐哈尔高新区
能，完善创新创业服务功能，提升对俄及

东北亚国际开放合作功能，
引领带动哈大
齐三地协同创新。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
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材料产业，
加快培
育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冰雪产业等新产
业新赛道，补齐补强航空航天、智能机器
人等特色产业链，
打造
“深空、
深海、
深蓝、
深寒”等四大硬核产业品牌，形成 2~3 个
具有全国乃至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产业
集群，
支撑国家国防安全、
产业安全。

省教育厅与新区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向快乐出发。
向快乐出发
。

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约汗”

工作人员消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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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Liking 健身馆复
业首日，记者前往探馆。走
进健身场馆，工作人员笑脸
相迎，一边核对预约码、查
验龙江健康码、行程码、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等 信 息 ，一 边 送 上 温 馨 提
示：
“ 健身器材旁边有酒精
喷壶，大家使用器械前后随
手可以喷一喷！”
“我们严格按照疫情防
控要求做好设施设备消毒
和进馆人员体温检测，确保
馆内人员安全。”Liking 健
身总部董事长兼 CEO 崔文
龙告诉记者，哈尔滨市第 65

号公告发布后，他们便开始
着手准备复业情况，场馆全
面消杀，防疫常备物资一一
落位。
此时正值下班后，随着
陆续而至的健身达人，该健
身馆热闹起来。简单热身
后，各位健身达人很快就进
入状态。其间，记者听到最
多 的 话 便 是“ 爽 ”
“ 舒 服 ”。
这些简单词汇，无疑映射出
健身达人们对运动的渴望。
崔文龙介绍，Liking 健
身在新区的 8 家门店，目前
客流已恢复八成，预计很快
能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

好时光

尽享

初夏，哈尔滨新区街巷处处绿意盎然，一派生机活力。伴随着
哈尔滨市第 65 号公告发布，商超、餐饮、景区景点等消费市场有序
恢复开放，
生产生活加速回归。
本报记者 苏强 摄
相关报道详见第四版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打赢能力作风建设攻坚战

攻坚破难行动 实施清单推进

健身动起来。
健身动起来
。

本报记者 薛婧
全省“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启
动以来，哈尔滨新区不等不靠、抢前
抓早，坚决落实省、市、区方案部署，
聚焦落实“五个率先”要求和建设
“六个龙江”、打造“七大都市”奋斗
目标，创新党政一体、统分结合、双
线闭环“三个模式”，科学构建组织、
任务、运行“三个体系”，高标准启动
推进集中攻坚破难行动，坚持在省
市“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中打头
阵、当主力，
展示新区担当。

党政一体 以钉钉子精神落实攻坚任务
为确保集中攻坚破难行动任务落
实落细落靠，新区在深入研究省市专班
构架、紧密结合区情实际的基础上，创
新实施“党政同责、一体领导”模式，提
级构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协同的攻坚组
织体系，为专项行动提供强有力组织保
障。
在落实“一把手”牵头挂帅要求的
基础上，提级成立“党政一体”行动小
组，进一步强化区委区政府对攻坚破难

行动的组织领导。建立“层层负责”的
组织架构，进一步搭建了由区“两办”主
任负责、17 个党政部门副职领导任成
员的专项行动办公室。搭建“协同配
合”的联动机制，由行动办公室（专班）
统一协调 15 个牵头部门和“62 项子任
务”的主责部门，形成了“大项任务有统
筹、分项工作有跟踪，具体任务有专责”
的闭环式组织体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
攻坚任务落实。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薛婧见习记者董广硕）15
日，黑龙江省教育厅与哈尔滨新区管委会
签订推动教育服务新区创新发展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该协议的签订对厅区共建打造
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协同高地具有重大意
义，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层次更高、领域更
广、内容更实、机制更活的新阶段。
协议达成了包括支持新区深化基础教
育综合改革、支持新区基础教育提质培优、
推进高水平大学和优势学科与新区融合发
展、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在新区落地转化、加
快建设龙江工程师学院、政校企共建一批
产教融合平台、助力创新创业友好型科技
创新城建设、支持大学生在新区实习就业、
开展干部双向挂职锻炼 9 项合作内容。
其中在支持新区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
革方面，省教育厅将加大对新区改革成果
的总结、复制，加强对新区教育教学成果的
宣传、推广，支持新区参加基础教育综合改
革实验区遴选等工作。支持省级示范性高
中哈师大附中、哈六中与新区共建 K15 教
育 联 盟 ，探 索 创 新 K15 教 育 联 盟 办 学 模
式。助力哈师大附中教育联盟特色发展，
打造国内知名“强基计划”品牌名校，支持
哈六中教育联盟充分发挥俄语办学优势，
建设国际国内俄语基础教育名校。
在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在新区落地转化
方面，省教育厅将围绕新区重点产业发展
需要，梳理高校科技创新图谱，积极支持在
新区建设高校科技成果展示中心，定期发
布推介可转化成果清单，引导高校围绕新
区行业及企业需求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研
发，提高科技成果在新区落地转化机会和
效率。
在加快建设龙江工程师学院方面，省
教育厅将依托龙江工程师学院集成我省优
势理工科高校与新光光电、中国电科 49 所
等新区企业、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深度融
合，围绕智能制造、数字经济、节能降碳等
重点产业、重点领域，联合培养新区产业急
需的卓越工程师，共建校企合作科教平台，
开展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完善高水平成果
落地转化机制和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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