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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村片区将成济南卫星城

产城融合，打造德国标准工业小镇

2005年11月，原历城区孙村镇划归济南高新区代管，成为高新区东边最大的片区。
11年后，昔日大片的庄稼地已经变成了产业园区，孙村片区成
为省城先进制造业基地，约10万人生活工作于此，仅产业工人就有2万人。
在孙村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这里将成为智能装备、先进制造、电子信息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集聚地，配套完善、生 态宜居的齐鲁科技绿城。

本报记者 孟燕

走
“国际范”
对标德国标准
按照规划，
孙村片区东至巨
野河，南至经十东路，西至围子
山，北至胶济铁路。片区规划总
用地面积41 . 1平方公里，
是高新
东区的核心区，
也是目前济南市
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载体。
区域
内有浪潮集团的产业基地、
北车
风电、轻骑标致、重汽等上千家
重要企业，
其中规模以上的制造
业企业就达63家，
每年贡献GDP
超过200亿元。
根据济南高新区未来五年
的产业规划，
智能装备产业将成
为这一片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高
新区在孙村片区里设立了智能
装备产业发展中心。
“引进交通装备制造、信息
技术制造、新能源制造、高端设
备制造、3D打印和航空航天六
大产业领域中顶级的设计、
研发
团队和项目公司，
建成省内智能
制造中心，
力争2020年进入国家
首批15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智
能装备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高术
仁立下了五年目标。
“我们现在要引进的不一定
是规模大的企业，
更多的是细分
市场的排头兵、小冠军，这种类
型的企业，
将会引领我们智能化
和数字化的水平。
”
高术仁强调。

孙村片区规划的德国工业园，
厂
房都已经建好了，
遵循的是德国
工业4 . 0标准，另外还将配套有
德国风情的建筑，以及国际学
校、国际医院等，面向德资企业
筑巢引凤，
形成一个有国际化背
景的产城融合区。
“有不少企业在看到德国工
业园的规划后跑来谈入驻，
孙村
片区的吸引力不是别的，
主要靠
大规模的产业聚集。
”
今后，
孙村
片区将成为济南的卫星城。
除了产业，
交通教育医疗等
基础设施配套更受片区内居民
关注。从目前看，孙村片区的配
套仍相对薄弱，
与片区的发展水
平以及企业和居民的期待还有
差距。

未来路网
“五横三纵”
教育医疗逐步配套
济南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
划一所技术总监陈洪金介绍，
在孙村片区控规中，规划的总
居住人口24万人。
“ 有一个综合
的服务核心，是我们未来整个
高新东区的服务核心区，就是
以彩虹湖为中心的周边核心区
域。”同时在北部规划了先进装
备制造的产业园，在西北部规
划了新能源综合产业园。另外，
为了配合产业园区和产业工人
的需求，规划了西巨野河居住
区、围子山社区。教育设施上，
5处初
规划了2处高中共108班、

孙村片区彩虹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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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处小学300班以及幼
中198班、
托22所，共计252班。
“文化设施配备了1处区级
2处社区级文化
文化活动中心，
活动中心；
体育设施规划市级体
育设施1处，
居住区级体育设施3
处，同时也规划了1处区级养老
院。这些市级和区级设施，基本
上都在彩虹湖周边的服务中心
周边位置。”陈洪金表示，医疗
设施上，有综合医院1 处，社区
医院1 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
处；公园绿地，基本是以南部的
彩虹湖，再就是沿杨家河、西巨
野河沿线。

“道路交通，我们预留了经
十东路、世纪大道、春晖路为中
运量的公交走廊，
规划了五横三
纵的路网，
同时在片区的西北部
公交首末站6处，同时结合核心
区，
规划了4处地下停车场。
”
中国重汽集团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斌非常看好
孙村片区的发展，
“ 我们的项目
规划和高新区整个片区的理念
是一致的，是创新性、引领性的
目标模式。
我们在孙村片区开发
的重汽翡翠雅郡项目，
在全国首
次提出‘两代居’为主的情感社
区。
片区的发展会带动未来对居

住需求的更高要求，
我们也正在
绿色住宅上发力。
”
杨斌表示，
片
区的基础设施也在逐步完善。
“重汽翡翠雅郡项目引进
的是北师大的教育资源那，作
为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
希望孩子们都能享受高质量的
教育，同时提升片区内的教育
水平。”杨斌坦言，他希望和居
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商业、生活
设施和环境设施尽快落地。
“两
河一园，以及杨家河、巨野河、
围子山改造，以及创意城，建设
完成后对整个孙村片区，会有
一个大提升。”

从城市边缘跑进加速发展主阵地

两河片区定位生态型产业新区，着力打造生命科学城

随着城市东拓和产业发展推进，两河片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着力打造“生命科学城”的两河片区将着重产业发展，成 为高
新区加速发展主阵地。与其同时，产城融合、生态型的产业新区为生活工作在其中的市民提供了一个“市外桃花园”。
本报记者 唐园园

定位产业区
生物医药生命科技主导
两河片区位于孙村片区以
东，紧挨着章丘，西部以巨野河
为边界，南部以经十东路为边
界。相比西邻的孙村片区，两河
片区的发展相对滞后，
但随着城
市东拓和产业发展推进，
两河片
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借助高新东区由城市边缘
转为城市腹地的发展，两河片
区的区域定位逐步明显。
“ 两河
的功能定位，是以生物医药、生
命科技产业为主导，生产性和
生活性配套服务设施完善的生
态型的产业新区。”济南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规划一所陈洪金总
监介绍。
两河片区总用地面积13 . 02
平方公里，总居住人口规划约9
万人。由于居住人口比较少，因
此它的主要定位还是产业区。
此
次修编，
对于两河片区主要是优
化现状的产业居住等功能布局，
完善功能设施的配套，
以及优化
内部道路网的格局。

两河片区青岛啤酒济南分公司。

目前片区内基础设施配套
较少，陈洪金介绍，未来也将针
对北部的医药产业园、
南部的综
合产业区，
和西南的居住社区进
行配套，
规划高中1所、
初中2所、
小学4所；
规划社区医院两处；
规
划经十东路和世纪大道为中运
量的公交走廊，
公交设施规划一
5处公交首末站。
处轨道停车场、

东侧建医学美容城
引进韩日机构
根据济南高新区“两城两
谷”的规划布局，两河片区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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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生命科学城”建设的北区
战场。
济南高新区生命科学城发
展中心主任王思国介绍，
生命科
学城规划以经十东路为分界，
分
为南北两区，
北区在经十东路以
北，为产业集聚区，约33 . 5平方
公里，重点发展生物医药、高端
医疗器械生产制造产业。
据了解，目前位于生命科
学城北区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已
经完成建设并投用。此外，生命
科学城北区还策划了医药产业
加速器、医药成果转化基地等
项目，并与企业合作搭建专业
公共技术平台。

“我们还要建现代物流园，
这里面包括九州通医药物流，
还
有和平安不动产联合建一个现
代医药物流园。我们在采空区，
将打造一个生态示范区，
将来做
桃花园的种植区。
我们还有生活
配套区，在经十路南侧，建设包
括健康、
养老、
康复，
以及一些其
他的培训、
护理等等产业发展的
区域。
”
生命科学城发展中心主任王
思国介绍，
在该片区的东侧，
还将
建设医学美容城，
引进韩国、
日本
等一些美容机构，
把生活美容和
医疗美容结合起来。
“通过产业对
接，
既要发展我们传统的医药产
业，
同时又对接一些新生的产业
融合的新业态。
”
王思国介绍，
比
如大数据和生物医药的结合，
出
现了精准医疗等；
在美容产业里
面，
虚拟现实技术用在了美容上，
让市民有不同的选择。

造700公顷
“桃花园”
向市民免费开放
“既要有适合企业发展的生
态，又要有居民生活的生态，这
是园区需要做的工作。”王思国
说，两河片区不仅仅只有产业，

产城融合才是发展规划的最终
目标。
根据济南市规划局发布的
两河片区控规，
两河片区空间布
局 结 构 为“ 两 河 相 映 、轴 廊 交
织、五区融合”，沿西巨野河和
东巨野河将规划形成片区内两
条主要南北向滨水生态走廊；
沿世纪大道的东西向产城融合
轴和沿大正路的南北向产城融
合轴，
及沿主要道路两侧规划形
成的绿化廊道；
西巨野河居住社
区、
黄金谷居住社区、
济南药谷生物医药产业园、
综合产业园和
林海生态园区等五个功能片区。
针对两河片区内大片的采
空区，高新区也制定了新的规
划。据了解，高新区将在两河片
区东北部采空区域内建设生态
示范区，
也就是在东巨野河畔的
位置，打造占地面积700公顷的
“桃花园”
种植区。
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党工委
书记、
管委会主任徐群介绍，
“桃
花园”
项目主要利用破损山体和
采空区域，主体是种草，也有一
些中草药以及核桃等经济作物
的组合，从地面上看是自然的，
从空中看是有规划的，
“ 建成后
将成为济南东部的大草原，
项目
没有围墙，
向市民免费开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