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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学校
群力实验小学、群力经纬中学、黑

龙江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市
田家炳高级中学校（哈尔滨第七十三
中学）、哈尔滨市第六十四中学校、旭
东第三幼儿园、旭东中学、哈尔滨市星
光中学校、香坊幼儿园、香滨小学、公
滨小学、香坊中学、哈尔滨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黑龙江农垦管理干部学院、黑
龙江科技大学嵩山校区、虹桥第一小
学校、哈尔滨工程大学、大有小学校、
哈尔滨市树仁学校、育英小学。

●途经医院
哈医大一院群力分院、哈医大二

院、肿瘤医院、星光医院、国药哈尔滨
总医院、黑龙江远东心脑血管医院、哈
尔滨市急救中心香坊第三分中心、通
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泰医院、工业
医院、黑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医院、哈
尔滨济康医院、哈尔滨誉华医院、哈尔
滨市急救中心、哈尔滨市胸科医院、哈
尔滨市第二医院、太平人民医院、哈尔
滨市老年医院。

地铁3号线东南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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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下载龙头新闻，
看“每事问”频道更多精彩内容。

据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随着地铁3号线与1号线、2号
线的相交连接，哈市地铁“十字+环线”网
络架构将基本形成，可有效缓解交通压
力、带动沿线经济发展。至此，冰城人将
开启多城区地铁自由换乘新时代。

地铁 1号线、2号线、3号线连接后，
将与哈市170余条公交线路及铁路、公路
客运相互连接，从而确保整个交通网络
畅通。有专家预测，地铁“十字+环线”形
成后，客流量可达80余万人次，将成为哈
市交通重要“动脉”。

扫二维码，看最全地铁站点
换乘公交服务信息！

调查 融媒延伸

喜大普奔！
11 月 26 日 8 时 58 分，

哈尔滨地铁3号线东南环开
通载客试运营。据悉，3号线
东南环全长24.8公里，共24
座车站，单程运行时长49分
钟。

如果说1号线主要连接
东西大直街学府路等商圈、2
号线是连接江南、江北两大
城区的主动脉。那么，作为
哈尔滨轨道交通唯一环线线
路，3号线连接江南四大主城
区、辐射周边100余个住宅
小区，是实实在在的开往百
姓生活圈的地铁。

地铁 3 号线，如何优化
社会资源、唤醒城市新活
力？如何让商圈“拉起手来”
为城市发展提速？请看记者
的调查。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丁燕

辐射沿线
百余住宅小区，
你家“进圈”没？

“以前上班，遇到大雪天得提前一小
时出门，紧赶慢赶还容易迟到。今天地
铁3号线东南环开通载客试运行，我的地
铁通勤时代也正式开启了，再也不用担
心上班迟到了。”11月 26日午休时间，在
红旗大街上班的陈玲，迫不及待地坐上
地铁3号线“尝鲜”。

“出行坐地铁，能掐着点出门了。”
她兴奋地说道，地铁为上班族的通勤时
间提速，出行时间由不确定转为确定性，
大大缓解了“出行焦虑症”。

据悉，哈尔滨地铁3号线二期东南环
工程，连接道里、南岗、香坊、道外四大主
城区百余万人口，辐射周边100余个住宅
小区，其中大型小区就有60余个，被称为

“开往百姓生活圈”的地铁实至名归。

●途经大型小区
群力新城、群力远大公寓、恒盛豪

庭、金安向日葵、汇锦庄园、汇智地产、宏
润翠湖天地、银泰城、丽水丁香园、雨阳
名居、玫瑰湾珑岸小区、百年俪景、新城
花园、天薇丽景园、海富御园、中兴城小
区、远大都市明珠、海富禧园、海富臻园、
凯盛源、万达华宅、万达华府、香醍雅诺、
辰能溪树庭院、爱达壹号、华润凯旋门、
爱达88、悦城、金域蓝城、大众新城、领域
佳境、远大都市绿洲、中科院家属区、丁
香园小区、旭锦苑小区、森林人家、南郡
新城、恒大御景湾、华润紫云府、置信澜
悦东方、华润中央公园、华润紫云府、阳
光绿景、丁香家园、金瑞林城、白毛小区、
罗马公元、汇雄时代、顺水小区、建北小
区、泰山家园、鸿利·天下大观、农垦小
区、拉林新村、国际会展名城、黄河嘉园、
黄河绿园、辽河小区、红旗新区、嵩山小
区、中铁嘉园小区、红旗小区、红平小区、
红河教师住宅小区、黎华小区等。

有地铁专业人士做出比喻，如果把商
圈比作城市散落的珍珠，那么地铁就像是
一根金线，将散落的珍珠串成完整的项
链。

随着地铁 3号线东南环的开通，作为
2 号线、3 号线换乘点的珠江路站周边将
升级为双地铁商圈。王先生在珠江路站
附近开了一家餐馆，眼下，他和商圈附近
的其他店主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如何
抢抓这一商机变现交通红利？“两条地铁
线路，在半年之内相继开通，门口人流量

多了起来，提振了我们的发展信心。”11
月 26 日，他和记者交流时难掩内心的兴
奋。

据统计，地铁3号线东南环，途经群力
远大购物中心、居然之家（群力店）、群力
财富中心；陈金国际体育、家得乐超市、银
泰城购物中心、汇智中心、哈西万达广场、
西城红场、宜家家居商场、通乡商店、安埠
商厦、香埠商业广场、益华商场、北大荒国
际饭店、艺汇家城市广场、会展中心、华旗
饭店、红博中央公园、居然之家（先锋路

店）、红旗家具城、百盛太平桥店、千禧金
太阳购物广场、黎华家具城等20余个大型
商业地标建筑。其中，太平桥站、珠江路
站、医大二院站等站点作为地铁换乘车
站，周边的商圈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地铁
商圈”。

作为哈尔滨市轨道交通唯一一条环
线线路，地铁 3号线打通了各区域间商圈
的“任督脉络”，让商圈“拉起手来”，使其
真正成为流动的商圈，形成聚合效应，助
力全市经济发展。

游玩、就医、上学……
说话就到！

让商圈拉手成为“流动的商圈”

□调查记者 丁燕
入行十年，不短不长。
心有所持，坚定前行！

我的新闻热线：18945066650

连接江南四大主城区、辐射周边100余个住宅小区、惠及百余
万人口；整合医院、学校、公园等社会资源，唤醒城市新活力；打通
商圈“任督二脉”，让流动的商圈“拉起手来”……

一条开往
百姓生活圈的地铁 一条释放

各城区活力的地铁

开启多城区地铁
自由换乘新时代

一条带来一条带来
城市红利的地铁城市红利的地铁

31岁的徐思远家住哈西，爱好运动的
他，总吐槽小区周边大型公园少。地铁 3
号线东南环的开通，让徐思远的健身计划
可以不受地域限制了，“以后周末，我就花
两块钱坐地铁，去群力体育公园晨练。”

坐着地铁跨区去公园晨练并不遥
远。据记者粗略统计，地铁 3号线东南环
沿线共有十余座公园，包括体育公园、群
力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雨阳公园、省森林
植物园、中国远大生态园、香清园公园、劳
动公园、尚志公园、玉山公园、古梨园等。

11月25日，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地铁 3号线二期东
南环开通载客试运营后，连接起江南四大
城区的学校、医院、公园、博物馆、图书馆
等，沿线居民迈入半小时生活圈。这将极
大地优化社会资源，彰显城市文化特色，

提升城市品质。
该负责人表示，哈尔滨是一座有着辉

煌发展历史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周边悠悠
黑土、地大物博。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哈
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
司、哈尔滨轴承集团公司精密轴承制造有
限公司、百威英博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
哈尔滨制药六厂、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
司等国内知名大型企业坐落在地铁3号线
东南环沿线。“这些企业不仅是城市工业
标志景观，也是城市文化特色符号。”他
说，地铁 3号线东南环的开通或将为一些
老牌企业的发展注入新活
力。

哈尔滨地铁3号线
百姓生活圈

医大一院群力院区站医大一院群力院区站

体育公园站体育公园站

市第二医院站市第二医院站会展中心站会展中心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