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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教堂
从远处眺望这座建筑的外观，绿色的“洋葱头”

昭示着它特立独行的态度，主穹顶、钟楼的“帐篷
顶”造型，高耸尖锐的塔顶似乎在无限延伸，饱含岁
月痕迹的红砖偶尔停落几只白鸽。夜晚灯光亮起，
索菲亚教堂显得格外迷人。行走至此，沉醉其中，
感受欧陆风情的独特魅力。

地址：道里区透笼街88号

中央大街
前方到站，夜游第二站“万国建筑博物馆”——

中央大街。来这条百年老街逛一逛，走一走这用面
包石铺成的石头路，沿途欣赏文艺复兴、巴洛克、折
衷主义及现代多种风格建筑，欧洲经过 300多年才
形成的主要建筑流派在这里一站式呈现。

地址：道里区中央大街1号

防洪纪念塔
防洪纪念塔建于1958年，为纪念哈尔滨人民在

1957年战胜特大洪水袭击而建造。
地址：道里区斯大林街20号附近

中东铁路桥
作为一座百年老桥，它不仅是松花江上较早的

铁路大桥，也是哈尔滨有名的跨江大桥。现已退役
的大桥虽然不再有火车呼啸而驰的震撼场景，但大
桥的身影在夜晚灯光照耀下显得格外迷人。桥面
上铺设了玻璃栈道，成为了这个城市独特的风景。

地址：道外区斯大林公园东侧

观光索道
让我们乘坐观光索道，穿梭松花江。一起在70

余米的高空中，伴随着晚风送来的阵阵凉爽，通过
360°的全景视野，将哈尔滨尽收眼底。

地址：道里区通江街218号

红色线路1
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

念馆→东北抗联博物馆→东
北烈士纪念馆→中共满洲省
委机关旧址→萧红故居纪念
馆

红色线路2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

哈联络处（马迭尔宾馆）→中
央大街→中东铁路印象馆

红色线路3
哈尔滨党史纪念馆→人

民音乐家郑律成纪念馆→李
兆麟将军纪念馆→哈尔滨规
划展览馆

红色线路4
第四野战军纪念馆→哈

尔滨三五将军文化博物馆

红色线路5
靖宇公园→南岗博物馆

哈尔滨热雪奇迹（融创雪世界）
建筑面积 8万平方米，全年恒温零下 5摄

氏度，最长雪道500米，最大坡度25.5度。
项目：滑雪
地址：松北区世茂大道99号融创茂2号门

哈尔滨新区冰上运动中心
内设标准国际 1800平方米冰场（30米×60

米冰球训练场地），可容纳冰上运动人数100余
人，观众坐席200人。

项目：冰球、花样滑冰、速滑
地址：龙川路与左岸大街交叉口的西南侧

南岗区湘江公园冰上运动中心
内设 1800平方米的冰场。中心内建有更

衣室、淋浴间、公共卫生间等配套设施。
项目：冰球、花样滑冰
地址：衡山路东侧，湘江公园西南角

哈尔滨市奥禹冰壶运动中心
作为国内最大冰壶运动综合体之一，是国

内同时举办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残联和教育部
三大系统冰壶赛事的场馆。场馆内共拥有7条
国际化标准赛道。

项目：冰壶训练、承接赛事
地址：经开区天池路1号

更多冰雪运动好去处
道里区冰上运动中心

项目：比赛、训练、健身
地址：道里区乡政街50-2号

南岗区哈西冰上运动中心
项目：冰球、花样滑冰
地址：南岗区尤家街，哈尔滨学院内

道外区冰上运动中心
项目：速滑、花样滑冰
地址：道外区南直路889-3号

双城区冰上运动中心
项目：比赛训练、健身娱乐
地址：双城区兴旺路东侧，职教中心院内

平房区冰上运动中心
项目：花样滑冰、速滑、冰盘、冰球
地址：平房区哈南十一路6号

香坊区冰上运动中心
项目：冰球、花样滑冰、比赛训练
地址：香坊区三合路与保健路交口处

阿城区冰上运动中心
项目：冰球、花样滑冰、速滑
地址：诚信大街南侧，山水大道东侧

平房区冰球馆
项目：冰球训练
地址：平房区哈南九路3号

呼兰区冰上运动中心
项目：冰球、花样滑冰、速滑
地址：呼兰区建设街南路

奥运冠军之城
盛夏玩冰乐雪

日前，哈尔滨被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授予“奥运冠军之城”称号，并颁发纪念奖杯。
哈尔滨素有“冰城夏都”、“冰雪之冠上的明珠”的美称。冰雪是哈尔滨最个性的表达，拥有

浓厚冰雪基因的哈尔滨，乘着“四季冰雪”的梦想，兴建了一批冰雪运动场所，让大家在四季都
能尽享冰雪运动的乐趣，体验极限酷爽冲击。

哈尔滨“冰力十足”，快带上装备，去体验冰雪运动的快乐吧。

踔厉奋发 沿着红色足迹前行
哈尔滨市推出了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让大家沿着红色足迹出发，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

基因，接受红色文化教育。

本版照片均由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

观光索道观光索道

市民音乐嘉年华系列文化活动市民音乐嘉年华系列文化活动

哈尔滨大剧院哈尔滨大剧院

哈尔滨热雪奇迹（融创雪世界）

东北烈士纪念馆

哈尔滨规划展览馆哈尔滨规划展览馆

避暑，走进不一样的夏天
迷人的哈尔滨之夏
正在展现自己独特的魅力
快带上亲朋好友
一起来游玩打卡吧
在哈尔滨避暑
休闲养生度假
享受美好夏日时光

马迭尔冰棍
夏天来中央大街吃一根马迭尔冰棍，一

口咬下去，甜而不腻，冰中带香。人均5元的
快乐你值得拥有，哈尔滨的“老网红”，不愧
是你。

除了我们熟悉的老朋友“马迭尔冰棍”，
今年，还有新朋友“文创冰棍”闪亮登场。其
中马迭尔野生蓝莓文创冰棍，以马迭尔宾馆
建筑为模型，选用大兴安岭野生蓝莓原汁，
采用纯牛奶，不加一滴水，每一口都充满清
淡芳香，甜酸适口。还有酒酿桂花、吕宋芒
果等多种口味可供小伙伴们选择，玫瑰红
豆、薄荷绿豆、乌龙白桃新口味也已上新。

坎卡德冷饮厅
近期，坎卡德冷饮落户哈尔滨，正式开

始营业。漫步江畔口渴时，来一杯冰爽水果
茶，那感觉爽爽爽。坎卡德冷饮厅的水果
茶，均采用时令水果，新鲜多汁，甘甜无比。

老香坊冰棍
夏天不仅有水果的香甜，还有老香坊冰

棍的清爽。特色的麻酱口味绝对让你眼前
一亮，浓浓的奶香与优选芝麻的碰撞，给人
带来美好的精神享受，元气满满的一天，从
一根老香坊冰棍开始。

老鼎丰冰糕
老鼎丰的冰糕，种类款式多样，除了传

统的老冰棍，还推出了袋装冰糕系列，一袋

450g约等于10个球，沉甸甸的像个小枕头一
样，让你分分钟实现雪糕自由。

依兰冰糕
哈尔滨依兰县，不只有《依兰爱情故

事》，还有那正宗的老式冰糕。

南极冷饮厅
南极冷饮厅，哈尔滨几代人的美好记

忆。吃一根奶香浓郁的冰棍，童年快乐记忆
瞬间浮现在脑海中，没错，还是小时候的那
个味。

源茂冷饮厅
哈尔滨老牌冷饮店，70、80后的童年最

爱地。

夏天的味道:特色冷饮冰冰凉凉

哈尔滨极地公园哈尔滨极地公园

波塞冬旅游度假区波塞冬旅游度假区

马迭尔文创冰棍马迭尔文创冰棍

哈尔滨东北虎林园哈尔滨东北虎林园

太阳岛
太阳岛风景区的江漫滩湿地、江湾

湖沼景观，是国际罕见的。湿地面积占
景区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动植物资
源十分丰富。野生动物有 170余种，野
生植被有600余种。丹顶鹤、蓑羽鹤、灰
鹤等珍稀禽类或在水草间嬉戏，或在天
空飞翔，令人心驰向往。

地址：松北区太阳大道3号

凤凰山
凤凰山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存最

完好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自然景观、
人文历史最为密集丰富的景区。神奇
的空中花园，幽深的大峡谷，在这里你
可以与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独一无二的
夏日气息。

地址：五常市山河屯林业局凤凰大
道8号

哈尔滨极地公园
2022年夏季，哈尔滨极地公园修建

了室外的观鲸台和海豚阳光池，进入园
内，不仅可以享受到夜游极地的快乐，
还可以免费看到嬉戏的白鲸、海豚，以
及羊驼、鸵鸟等可爱的小动物。并且极
地公园面向中小学生开展“露营·极地
奇妙夜”活动。

地址：松北区太阳大道277号

波塞冬旅游度假区
来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在浪花中感

受夏日清凉。并有全新场馆海洋大马
戏和海象圣域，带来古希腊神话故事新
编。

地址：呼兰区汇江路153号

东北虎林园
哈尔滨东北虎林园坐落于美丽的

松花江北岸，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
区。走进这里，就如同走进了东北虎生
活的乐园。

地址：松北区松北街88号

松松小镇
游客们可以领略童话小镇的奇幻

风光，更可以跟孩子一起与萌萌的卡通
人物亲密互动。小朋友可以手握藏宝
图，去巨型海盗船上探秘、寻宝。另外，

“深海大作战”、“森林碰碰车”等对抗射
击游戏完全颠覆传统游戏的游乐模式，
让家长与孩子拥有全新的欢乐体验。

地址：香坊区三大动力路 8号乐松
广场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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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繁星，微风阵阵
哈尔滨在浪漫的夜色下显得格外迷人
灯光亮起，哈尔滨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夜游、美食、美景
一站式开启你的绝妙夏日

在哈尔滨融创乐园、哈尔滨极地公园等主题
乐园，亲子游客流络绎不绝；在香炉山、帽儿山等
近郊景区，游人流连忘返；在七彩冰雕艺术馆、融
创雪世界等景区，赏冰戏雪的外地游客频频点赞
……当前，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正抢抓避
暑“黄金季”，全力冲刺夏季旅游。重点采取五项
举措，提振行业信心、积聚消费动能、推动市场变

“热”。夏都哈尔滨还推出一系列夏季旅游产品
和线路，邀您共享清凉世界。

以“高曝光度”活动刺激消费增长。在符合
防疫政策的条件下，依托旅行社企业开展“哈尔
滨人游哈尔滨”“周游省城·冰城有礼”等活动，通
过丰富的特色产品、城市打卡、景区门票打折、酒
店住宿优惠等手段，最大限度释放短途游、周边
游、省内游的潜力，激活人们的旅行意愿，促进消
费增长。在抓好预约限流等疫情防控措施的基
础上，按照小型多地、间续进行的方式举办啤酒
节、露天音乐节、登山节、露营节等活动，吸眼球、
聚人气，带动美食游、自驾游、湿地游、森林游、乡
村游等需求集中释放，打造一波“小高潮”。主题
为“燃情盛夏，云尚乐享”的第二十届中国·哈尔
滨国际啤酒节于 8月 4日至 9月 2日在太阳岛风
景区内沙雕园区域举办，本届啤酒节规划了欢乐
展演、迎宾花园、网红街市、游乐狂欢、名品展销
五大主题园区，营造了浓烈的啤酒节节庆氛围，
为广大市民和游客送上啤酒的饕餮盛宴。依托
松花江开展“夜游”活动，优化升级“夜游松江”产
品，推动公益性文化单位和重点景区延长开放时
间，开启“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市民音乐嘉年华，

举办中央大街弦乐音乐会，组织优秀舞台剧目集
中展演，鼓励地方戏、小剧场等开展夜间文娱活
动，持续扩大市场夜间消费规模，打造发展新活
力。

以“高感知度”营销吸引外部需求。扭住“凉
爽”这个最大卖点和“欧陆”这个最大特色包装

“必到必游”产品，面向国内市场推出冰雪欢歌、
生态避暑、欧陆风情、亲子研学等为主题的“小而
美”“新而精”的线路，用差异化大、体验性强、粘
性高的好产品来引流获客。推动景区、博物馆等
发展线上数字化产品，让旅游资源借助数字技术

“活起来”，充分发挥线上交流互动、引客聚客、精
准推送等优势，引导线上用户转化为线下消费，
实现旅游消费多样化、便利化。根据疫情防控变
化，动态调整精准营销、靶向营销策略，组织主题
推介会、企业对接会，切实把产品“卖出去”，将游
客“引进来”。借助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世界旅
游联盟、海峡两岸交易会等展会，推介哈尔滨市
特色文旅资源。

以“高契合度”招商积蓄发展动能。在冰雪
经济和特色文旅招商专班的领导下，组成多支招
商小分队，走进目标企业跟踪对接，推进传世冰
漫城、梦幻冰城文旅综合体等重大招商项目签约
协议向合作落地转化。加强服务力度，推动冰雪
大世界四季冰雪、融创冰雪影都等重点文旅项目
建设进度，加快项目向产品转化，为高质量发展
蓄足底气和后劲。目前，由深圳宝携公司投资
3000万元的太阳岛俄罗斯琥珀博物馆暨交易中
心项目落地太阳岛，已于 2022年 7月建成试营

业。由世界500强企业中国铁建集团投资130亿
元的南岗区城市更新改造暨传世冰漫城项目在
亚布力论坛签署四方合作框架协议。

以“高含金量”政策稳定市场主体。加快推
动国家、省市相关扶持措施和助企惠民活动落
地，加快2022年度“引客入哈”奖励申报评审，将
暂退旅游质保金由 80%提高到 100%，让惠企政
策见成效、出成果。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协调会
商，动态调整充实重点文旅企业项目融资需求
库，加大对中小微文旅企业的普惠金融支持力
度。

以“高满意度”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强化动
态监管，既要全面推行“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柔性执法”“进一次门、查多项事”等行业管
理和执法模式，也要对投诉量较大、案件产生较
多的旅游企业加大处罚力度，特别是对“黑社”

“黑导”“不合理低价游”和强迫消费等行为出重
拳严厉打击，形成强大震慑，维护市场良好秩
序。提升服务质量，推动旅游业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地方标准的有效实施，严格开展 A级景
区、旅游星级饭店等复核与评定工作，推动企业
练好服务内功、提升保障能力。大力培养“金牌
导游”，积极为游客提供便利服务，让游客感受
到哈尔滨旅游的温度和诚意。完善“先行赔付”
机制，让旅游投诉处理快速调解、快速赔付成为
诚信旅游的金字招牌。慎终如始，抓紧抓实抓
细旅游行业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各项措施，
切实巩固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为稳经济促增
长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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