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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200米建筑
要首选CBD

没事的时候，丁家庄村
民苏崇新就喜欢坐在村口的
树下，看着一路之隔的那片
刚刚拆迁完成的土地，那里
曾经是丁家庄的集体土地，
上面建设了多家在济南都挺
有名的集体企业。而现在，那
里的土地已经恢复到了最初
的平坦状态，等待着一座座
高 楼 大 厦 在 它 身 上 拔 地 而
起。那些高楼大厦，就属于济
南的CBD片区。

CBD最终落子在奥体文
博片区的那一天，让丁家庄村
党支部书记王强终生难忘。“听
到这个消息心里很振奋，丁家
庄村发展最好的机遇来了。”这
不仅是丁家庄的机会，对于济
南的东部乃至整个济南来说，
CBD的选址确定都将是发展
史上节点性的标志。

“文博片区基础好、区位
好，机遇也很好，市场驱动力非
常明显。”省委常委、济南市委
书记王文涛曾这样解释选址的
原因。而这样一个发展的高地，
还将继续“长高”。

最明显的高，是大楼的
身高。在济南的计划中，今后
如果要有2 0 0米的建筑想落
户 济 南 ，首 选 的 片 区 就 是
CBD。而且现在已有5栋高度
在220米到420米之间的楼列
入规划，分别对应“山泉湖河
城”，将创造泉城新地标。

但是不要认为这些楼会
成为“傻大个”，中央商务区
承载着济南区域性经济中心、
区域性金融中心定位，济南也
鼓励金融总部优先在中央商
务区落户发展，这些“高大
帅”的建筑就将成为首选的承
接平台，帮助CBD成为济南
的“华尔街”。

东城的气质
就是改革的劲头

C B D 建设占用的土地
中，有一半原来属于丁家庄。
作为历下区为数不多的城中
村，丁家庄可以说是东城的
一片发展洼地，但是CBD来
了，洼地将一跃成为高地。王
强表示，旧村改造后，丁家庄
村保障房将建在C B D 片区
内，今年8月31日就能启动建
设，建成之后初步打算出租、

经营，来保障改造后村民的
生活。“到时候的收益肯定会
超过2000万。”

CBD被定义为一个能够
集中展示全市改革发展成果、
代表东部沿海经济大省省会形
象的标志性区域，其实不仅是
CBD，整个东城现在也已经成
为济南的形象代言。

从章丘境内的平陵城迁
到历山脚下的历城，开设商埠
后中心城再一次向西，著名学
者曾徐北文用“不断西迁”概
括几千年来济南城变迁的总
体趋势。但近年来，济南城市
发展趋势开始向反方向进行，
东城领先的优势开始变得越
来越大。

济南市规划局总规划师
牛长春给济南的东部城区做
了个界定，东部城区指的就是
二环东路以东的区域。这里有
高新区、有奥体中心、有汉峪
金谷、有新东站、有唐冶片
区，济南看起来发展潜力巨大
的片区都落户这里。

由于工作的关系，常先生
每周就得沿经十路通过东部
城区进出城一趟，来来往往三
年间，一些变化悄然发生。有
一天他突然发现，济南的东城
已经有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的
感觉了呢。“道路两侧高楼林
立，城市显得很有现代感。跟
从其他的方向进济南，感觉不
太一样。”

看城市还得看其内在的气
质，而这种内在气质就是发展
的动力。如果说CBD现在的发
展大都还停留在规划中，那么
东部城区高新区就已经在默默
提升东区气质了。

且不说高新区在高科技、
金融方面的成绩，单说改革的
劲头，高新区就走在了前头。

每天下班前，在高新区管
委会机关工作的张鹏(化名)都
得仔细填写当天的工作日志，
这份日志将成为考核他的依
据，考核结果关系到他的收入，
还关系到他能否继续在这个岗
位上工作。“我以前真没想到机
关工作还会像企业一样实行绩
效考核，真得紧张起来了。”

让张鹏紧张起来的是高
新区的再创业，这一次，高新
区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打破
编制内外人员身份限定，实行
能上能下的绩效考核方式任
用人员。济南市也全力助推高
新发展，将涉及4 7家单位的
三千余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
下放至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加
快项目在高新落地。

东部西部一起发展
城市格局拉伸成条状

“落户高新区、落户东
边，肯定不会后悔。”在介绍
完高新区的情况后，高新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但曾经的东城
可没有这样的自信。“十几年
前，我们单位组织在东边一个
楼盘团购房子，大家都不愿意
去 买 ，还 得 领 导 挨 个 儿 动
员。”市民窦女士说，如今当
时买了的人都偷着乐呢。

如此大的转变，其实就发
生在13年之间。2003年，济南城
市空间发展战略确定为“东拓、
西进、南控、北跨、中疏”十字方
针。“那个时候，济南的主城区
东侧也就到燕山立交桥吧。”济
南市委一部门负责人李军(化
名)回忆说，十字方针提出后，
算是近年来济南东城发展的第
一次重要节点。

在济南规划设计院副总工
程师邵莉看来，上世纪50年代发
展起来的东部老工业区和90年
代开始发展的高新区，其实都是
东部城区历史上累积起来的产
业支撑。“从产业支撑的角度来
看，东部的基础比西边、北边都
要成熟，因此在几个方向的发展
中，东部成了一个先行者。”

2009年举办的全运会，
则是东城发展的另外一次助
推。“全运会召开之前，东部
城区进行了场馆、基础设施等
大 量 的 建 设 ，推 动 了 其 发
展。”山东师范大学城市与房
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程道平表
示。此外，济南市委、市政府
东迁，省立医院东院等基础设

施的建设，也都成为东城的发
展引擎。“公共服务提升后，
房地产项目也都被吸引来落
地，东部城区也就吸引了更多
人口。”城市也自此一路向
东，延伸出唐冶新区、高新东
区等片区。

到这时，城市总体规划中
确定的济南格局，已经在东城
的影响下发生了第一次改变：

“东部和西部一起发展，将济南
的城市格局也由原来一张饼状
的样子，拉伸成了一个条状的
姿态。”程道平说。

“五年后，济南的格局将
又一次发生改变。”李军说。
在今年出台的济南市新型城
镇化规划中，济南的发展战略
依然为“十字方针”，但是东
部现在集中了更加充足的资
源，东部也将成为济南市发展
力量最集中的区域。

举全市之力打造中央商
务区便是资源聚焦的最直接
体现。“坚持产业聚焦、区域
聚焦、政策聚焦、资源聚焦，
集中力量办大事，以聚焦促进
集聚、以集聚推动跨越式发
展。”王文涛在济南市委十届
八次全体会议上如是说。

李军说的未来要发生的格
局改变，也写在了济南“十三
五”规划中。到2020年，CBD将
成为全市发展的主引擎，也成
为城市的绝对中心。

章丘撤市设区
将给东城拓宽发展空间

以CBD作为中心，会不
会太靠东了一些？程道平和李
军都认为，其实并不需要这样

的担心，济南向东还有很大的
拓展空间。

从目前来看，济南向东已
经发展到了城区的最边缘，“济
南和章丘之间，其实看不出太
明显的界线了。”李军说，章丘
的明水经济开发区也一直在对
接济南，能够成为很好的产业
承载区。

并且章丘的撤市设区也
已经提上日程，“章丘撤市设
区之后，将纳入济南的城市
总体规划，也为济南的东城
提供了一大块发展空间。”程
道平说。

在省会城市群经济圈这
一概念提出后，济南的龙头带
动能力不强就一直是亟需解
决的问题。“东部今后将成为
济南提升龙头带动能力的主
要抓手。”程道平说。新东站
的建成，让济南和省会城市群
城市构成一小时朋友圈。而
CBD以及高新区的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对周边城
市也有强大的辐射作用。

作为未来济南发展的主阵
地和龙头区域，东城在崛起的
过程中应该尽量少走弯路。除
了产业的优化，东部城区的很
多区域需要重新打造，在李军
看来，这个时候必须要注重基
础设施的建设，从道路等方面
为城市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
的基础。

在CBD的规划中，“最大
限度地显山露水”的生态设计
让它有了济南特色。李军认为，
其实在整个东城建设当中，都
应该秉承这样的思路。“不要让
崛起的东城成为一座钢筋水泥
的森林。”

从从一一张张饼饼状状拉拉伸伸成成一一个个条条状状
13年向东向东再向东，东城改变济南格局

如果要从济南的版图上划出一块最炙手可热的区域，大多数的济南人一定会落笔在东部。人们的选择是理智的，因为东东城只用了十
几年的时间，便一举成为济南发展的高地，并改变了济南的发展格局。促成这样的现状，有政策的影响，有产业的带动动，还有人们选择上的
偏爱。而如今，这些影响因素还在继续。济南的格局，在不久的将来会又一次因东城而改变。

2006 2014

2016

唐冶新城刚起步时的样子。（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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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航拍图，写字楼群大气现代。 本报记者 刘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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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

之变
华山片区开始拆迁。（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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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华章——— 解码东拓13年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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