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于悦

中轴线勾画美丽天际
棚改旧改拓出大空间

站在济阳城市的中轴线上，城
市健身广场、文体中心、安澜湖公
园、新元小学，一个个崭新的地标沿
城市中轴一字排开向，画出济阳最
美天际线，与城西澄波湖、城东黄河
公园一起，成为济阳最具标志性的
城市符号。

“一轴两城三区六园”是济阳正在
构建的产城融合发展格局，其中一轴
三区是城市界块，“一轴”即城市中
轴，“三区”即 1 0平方公里的东城
区、17平方公里的滨河区和16平方
公里的滨湖区。两城六园是产业安
排，“两城”即18平方公里的食品产
业城、1 1平方公里的智能制造城，

“六园”即台湾工业园、机械装备产
业园、济北科技产业园、济阳街道创
新智慧园、智慧家居科创产业园、垛石
商贸流通产业园。

围绕在中轴周围的，便是济阳正
在规划的三个新区。济阳区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城区的拓展方向
有两个，一是跨过220线往西，另一个
是老城区往南。“现在新一轮的城市规
划已经跨过了220线，向南约8000亩地
的滨河新区还正在做规划。”

为展开新区建设，2017年，济阳提
出力争用五年时间完成老城区整体改
造，两年间共计完成8000多户、170多
万平方米征收拆迁任务，提前超额完
成了省市棚改旧改任务，一条条大街
小巷、一个个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日
前，济阳又提前启动了2019年棚改旧
改，三期拆迁主要集中在两大区域，总
征收户数有2788户，这将为新区建设
留出更大的空间。

“与拆迁相比，回迁安置是更重要
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实实在在地取
信于民。”社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孟立龙说。目前，济阳城区正在推进三
处在建安置房建设，规划设计完成两
处安置区，力求保证被征迁居民尽快
搬迁入住。

两大产业齐头并进
集聚产业形成规模

对于产城融合，济南市副市长、济
阳区委书记孙斌认为：产城融合，“城”
是基础，建什么样的新城就会有什么
样的产业聚集；“产”是保障，发展什么
样的产业，决定着未来新城的质量档
次。近年来，济阳把招商引资与优化产
业结构结合起来，把招商引资与推进
增长方式转变结合起来，力求推动
高质量发展。聚焦大项目招商，主要
针对济阳主导产业如食品饮料产
业、高端装备产业的业内五百强企
业以及符合当前新动能的互联网、大
数据产业的领军企业进行招商。

在济阳的“两城、六园”规划中，18
平方公里的食品产业城、11平方公里
的智能制造城代表了济阳未来的两大
支柱产业，而台湾工业园、机械装备产
业园、济北科技产业园、济阳街道创
新智慧园、智慧家居科创产业园、垛
石商贸流通产业园等，则成为了济
阳产城融合的具体指引，每个园区
都有不同的定位，共同构成了济阳城
市发展的版图。

城市的拓展离不开城市功能的完
善，产业的集聚带来了规模效应，不同
产业、企业间的协同发展也成了可能，
而济阳的城市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速度也在加快，例如济阳的六大产
业园内，济北开发区整合食品产业城
要素资源，重新编制发展规划，发展定位
更加明晰。目前，城内配套建设有污水处
理厂、变电站、热源厂等，实现了水、路、
电、气、热等“九通一平”。

专业的产业园区和完善的配套设
施吸引了食品及相关产业项目加盟落
户。今年以来，熊猫乳业、金晔食品、顶
津食品等项目先后投产达效，香贝尔、
好利来等项目先后开工建设，金罐包
装、真诺食品机械等上下游相关产业扎
堆集聚，形成了食品产业项目遍地开
花、梯次推进的良好局面。

合村并点如火如荼
提升村民生活环境

“合村并点也是为实现产城融合
所开展的工作。”济阳区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济阳县各街
道、镇立足实际，利用土地增减挂钩政
策，大力开展“合村并点”工作，推进新
农村社区建设。为让村民过上城里人
方便快捷的生活，通过摸底调查、测算
对比，确定了2018年度社区土地综合
整治增减挂钩项目。

济阳区今年启动的合村并点工作
要把850多个村庄合成97个社区，日
前，济阳5镇街的“合村并点”规划已经
出炉，各乡镇与街道办都在推进“合村
并点”。具体来看，济阳街道将用4年
时间分批安置36个村，其他如新市
镇今年计划开工建设3个社区，涉及
14个村庄，仁风镇规划建设7个社区
和两个特色村，曲堤镇的117个行政
村拟并成12个社区。

“合村并点工作是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的重要一步。要坚持规划引
领，在充分调研论证、充分听取各界
意见的基础上，认真细致做好安置
区规划建设等工作，确保规划立足
当地实际、立足特色布局，突出产业
内容、因村制宜施策。”孙战宇表示。

“之所以要合村并点，原因之一
就是村庄面积都比较小，人口较少，
管理成本比较高。像煤改电、村村通
修路、改厕这些工程原本都是分村
来实施的，投入较大，比较分散，效
果又差。为了集中改善村民生活条
件，基于现在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布
局，就要将污水、取暖等工程统一进
行，在打造社区一开始就把这些基
础设施做好。”济阳区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称。

以济阳街道为例，由于辖区部分
村民住房分散、占地较多，有的住房现
已成为老旧房屋或危房，为让村民过
上城里人方便快捷的生活，该街道计
划利用4年时间，分批次将辖区36个村
居搬迁到即将规划建设的大邝社区和
苟王社区，今年则对大邝、李官、慈兴
和窝沟李4个村实施首批合村并点工
作。截至目前，该街道已完成李官和慈
兴两个村的入户测量工作，窝沟李村
入户测量工作正加快进行中，测量面
积已达7万余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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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路路宽宽了了，，公公园园多多了了
城城市市更更美美了了
济阳正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更加广阔的未来

本报记者 于悦

黄河休闲公园将竣工
又多了休闲好去处

“老张，你这是去哪儿旅游
了？”十一假期期间，济阳市民张先
生在朋友圈发了几张美景图，立刻
引来不少人点赞，许多人都以为他
去了外地景点观光。“其实就是在
咱黄河大堤旁新建的健身公园拍
的。”张先生说，这一新建的公园已
成为他们赏河观光、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

假期不用去外地人挤人，在济
阳本地就能看到好风光。从去年开
始建设的总面积25万平方米济阳
黄河健身休闲公园工程目前已经
进入收尾期，一个风景如画的健身
休闲公园已初具雏形。这里重点打
造了“一轴两带、三节点四广场”特
色，还将建设森林健康绿道体系，
设置羽毛球、篮球、门球等运动场
和儿童游乐场、驿站等设施，营造
丰富的郊野绿道体验环境。

“今年区委、区政府把市民公
园工程建设纳入10项基础设施工
程，把公园体系建设作为推动城市
建设高质量的开创性举措，优先规
划、统筹建设、完善功能、提升品
质，努力为人民群众打造宽敞、无
障碍、全天候的休闲活动空间。”济
阳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济阳真成了个大花园，到处
都是鸟语花香、绿树成荫，公园都
建在家门口，生活质量一下子就
提高了。”市民吴女士说。城市中
轴线有城市健身广场、安澜湖公
园，城西有澄波湖、城东有黄河公
园，济阳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有
目共睹。9月30日，山东省住建厅
发布了《关于对2018年省级园林
城市（县城）评价情况的通报》，济
阳区成功创建上了省级园林城
市。

就在今年“十一”，总投资
5600万元的安澜湖公园也正式撤
围开园，美丽宽广的湖面、大气磅
礴的沿河景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
去观看游玩，据统计每天接待游
客近万人次。另外，作为2018年新
建公园项目之一的新元大街景观
河也在打造中，届时建成后，居民
可以在自家门口享受畅行无阻、
快慢兼宜、风情无限的景观式内
河网络与休闲空间。

新建12条道路
去哪都能轻松直达

“以后送孩子去上学再也不怕
堵了。”新元学校的学生家长陈先
生感叹，以前开车去送孩子时总是
特别费事，有时还会耽误自己准点
上班，自从学校旁边的永安路和闻
韶街修好后，每次上学放学接送孩
子都变得畅通无阻，学校周边的交
通压力得到缓解。与新元学校类
似，纬四路小学旁的经四路北延工
程也正在施工，通车后将为这里的
学生与家长出行提供更加便利的

条件。
不仅这几条道路，今年，济阳

城区共启动了12条道路建设工
程，闻韶街、富阳街东延、黄河路、
欧克规划路、工业北路东延五条
大路东西延伸。永安路南延、经四
路北延、汇鑫路南延、经五路南
延、龙海路南延、汇鑫路北延、龙
和路七条大街南北贯通。新建道
路总长度达16 . 2千米。项目建设
内容包括各道路的机动车道、非
机动车道、人行道，以及路灯、弱
电、雨污水、绿化等附属设施。

“随着城市人口和车辆的逐
渐增多，济阳城区原有道路的出
行承载力逐渐超出负荷，城区道
路拥堵的现象日渐增加。为缓解
城区居民出行压力，减少道路出
行隐患，我们正在加班加点地对
这些新建道路中未完成的工程进
行施工，力求尽早通车。”济阳区
市政园林公用事业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我们新建的12条道路主要
集中在城区偏南和偏西方向，这
样的规划主要是为了适应城区

‘南拓西进’步伐，例如正在将富
阳街向东打通至经三路，这条道
路打通后，将扩大老城区东西向
道路通行格局。”

这12条道路的加快推进，不
仅打通了部分断头路，还使贯穿
城区东西、南北的道路进一步增
加，城区“大十字、小米字”的路网
结构逐步成型，城市道路不断延
伸扩展，进一步拉开城市发展的
框架，今后市民无论从哪个方向
都能轻松到达城区每一个角落。

14个老小区换新颜
住起来更加舒心

“现在俺们小区可大变样了，
干净整洁绿化又好，以前不爱下
楼走动的老年人都愿意在小区里
转转，住起来别提多舒服了。”住
在县医院老旧小区的刘大爷开心
地说，自从今年进行老旧小区改
造后，这里完善了基础设施，消除

老旧隐患，提升了环境卫生。
刘大爷所住的小区只是济阳

今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的一个。
2018年济阳区的改造项目包括工
商局家属楼、设计院家属楼、济阳
县第十中学等共14个项目，改造面
积9 .72万平米，惠及居民927户。主
要涉及完善治安防控和消防设施、

清理违章和配齐环卫设施、改善小
区环境设施、改造小区基础配套设
施四个方面共33项改造内容。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包括
工商局家属楼、设计院家属楼、济
阳县第十中学在内的12个老旧住
宅小区改造项目均已完工：济阳
县第一中学家属楼除绿化项目，
其余均已完工。公安局家属楼改
造项目中路灯、监控、防盗门布线
及楼道内墙粉刷等分项工程均已
完成，其余改造分项工程正紧锣
密鼓的施工中，预计11月底完成
全部项目改造工作。

“禁烧区”无露天烧烤
楼顶上也没广告牌了

“以前打开窗就能闻到油烟
味，熏得头疼，现在不但敢开窗透
气，觉得这天都比以前蓝了不
少。”秦先生说，他所住的小区楼
下就有一个烧烤店，往年夏天客
人常在室外露天烧烤，油烟弥漫，
附近居民都叫苦连天。“后来出了
规定，今年烧烤店就关了门，换成
了一家便民超市，大家都很高
兴。”

今年5月，济阳区政府下发了
《关于禁止城区露天烧烤经营的
通告》，划定“禁烧区”和“规范
区”，对城区露天烧烤进行全面治
理。“禁烧区”内禁止一切露天烧
烤、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目前济
阳的“禁烧区”已基本实现无露天
烧烤现象。而“规范区”内，对烧烤
经营业户限时经营，使用无烟烧
烤设备或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禁
止油烟扰民、噪音扰民。济阳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种“规范区”的设立在济南
还是首个。

“最近咱济阳楼顶上的大广
告牌都没有了呢。”细心的市民可
以发现，抬头望去，原本林立在济
阳高楼大厦上的各色广告牌匾都
消失了，露出了最美天际线。

济阳区户外广告牌匾的整治

进度很快，“除了一处还在走程
序，其余都已经拆除完毕了。”济
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截至目前，济阳共拆除开元
大街、正安路、纬二路、纬三路等
违规楼顶广告260余块、8000余平
方米，户外广告秩序得到进一步
净化。

一年多来，济阳的城市建设进步飞速，一个个城市公园的建成为市民提供了健身休闲的好去
处，一条条道路的开通让市民的出行畅通无阻，一个个老旧小区的改造让市民获得更好的居住体
验。这个济南北部新城正在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更加广阔的未来。

高标准规划布局引领产城融合

““一一轴轴两两城城三三区区六六园园””
济济阳阳区区更更加加宜宜居居宜宜业业

“以产促城，
以城兴产”，只有
做好前瞻性产城
定位，规划先行才
能真正实现产城
互动。在济阳的产
城融合之路上，将
高标准制定发展
规划放在了第一
位。以“一轴两城
三区四园”的规划
引领，济阳正在构
建产城深度融合
的城市格局和具
有济阳特色的产
业体系。

市民

在济阳健身

公园休闲健

身。

齐建水 摄

广场上欢腾雀跃。 齐建水 摄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娄焕明 摄

济阳体育中心音乐喷泉。 齐建水 摄

蓝天白云下的济阳区政务中心。 张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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