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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济南要“长红”，靠什么
除了提升软硬件实力，还需要吸引更多人才融入城市发展

“近几年济南越来越有名气，吸引了众多国内、国际项目。网红济南对这座城市的发展无
疑是一种带动和提升。如何让网红济南‘长红’下去，从内在方面来讲，城市文明是一个很重要
的因素。另外，城市的硬件提升也是关键。”——— 辛安

“网红不仅代表着网络流量、人气，还给我们注入了发展的信心和动力。如今的济南需要
更多人才的融入，把网红作为动力，提高城市的竞争力，让人一想到济南，是一个新潮、孕育
发展机会、给年轻人提供成长空间的城市。这些对于济南的高质量发展是具有决定性意义
的。”——— 沙元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卓琪 李培乐 王倩

网红济南很养眼
值得慢下来仔细品

“我抬眼是千佛山的轮廓，
我闭眼是大明湖和护城河，趵突
泉，在我耳畔喷涌着……”一首

《济南 济南》的民谣，成了很多
人对“网红”济南的初印象。近几
年济南的网红气质越来越浓厚，
不仅仅是因为千佛山、趵突泉、
大明湖等景点，更多的是依托于
济南的城市文化。

作为一名地道的济南人，辛
安表示，济南能成为网红城市，
有其根本内在的原因。“济南最
近几年发展得很快，包括城市建
设城市面貌，特别是精神文明建
设等等，具备这些条件之后，自
然而然会成为网红城市。”辛安
最想推介济南的名片就是泉水。
济南新的景观，如华山湖、济西
湿地公园、九如山等等，也逐渐
成为网红打卡地，济南还有历史
名人辛弃疾、李清照、扁鹊等等。
济南正在做活泉水文化、包括泉
城夜宴等，让济南的生活变得有
滋有味。

沙元森表示，济南有得天独
厚的条件，山河湖泉城具备。“除
了趵突泉、千佛山、大明湖必去
之外，希望外地朋友来了之后要
留下来，济南不只有美景，还有
美食，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这
些都需要去慢慢体验。”同时，沙
元森介绍，网红济南很养眼，美
女多，很多知名的演员是济南
人，所以济南还是值得好好去逛

一逛，到一些“苍蝇馆子”尝一
尝，慢下来仔细品。

济南人素质高
让游客亦乐亦游

济南不仅有着丰富的自然
旅游资源，而且有着丰富的历史
文化底蕴。济南能成为网红城
市，更多的是源于城市内在的吸
引力，尤其是近几年，济南围绕
加强城市文化旅游、城市文明建
设做文章，使城市形象有了很大
提升，城市旅游目的地效应得到
凸显，济南成为一座越来越有玩
头的城市。

对此，辛安表示，想要成为
网红城市，经济是基础。“我看过
一个排名，评选的是全国100个
网红城市，济南排在21位。只有
经济条件好了，才能保护好旅游
资源，形成良性互动。”同时，城
市的文明程度还要高，只有这
样，游客才更愿意去打卡。最后，
辛安表示，城市要发展，要不断
开创出新的网红打卡地，才能长
红下去。

“济南是靠实力圈粉。”沙元
森表示，一个城市有了经济基
础、设施完备，才会有好的旅游
体验感；另外就是软实力，在历
史文化名城、全国文明城市的熏
陶下，济南市民素质很高，让游
客亦乐亦游，来了之后不虚此
行。

网红称号为济南
注入信心和动力

如今的济南知晓度越来越
高，城市名片也越来越亮，由此

也为济南带来了很多新机遇。德
云文化广场、开心麻花剧场正在
建设之中，还吸引来了很多国际
性和全国性的展会来济南举办。

“近几年的济南越来越有名
气，吸引了众多国内、国际项目，
网红济南对济南的发展无疑是
一种带动和提升。”辛安表示，

“网红济南”影响着生活的方方
面面，对营商环境、交通、经济也
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同时，济南
不能自满，要认识不足，向更高
的层次看齐。”辛安说，既然是网
红济南，就要带给大家一种来济
南后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们去
其他城市会注意城市是否干净、
交通是否方便、人是否热情等，
大家看济南亦是如此。”济南要
更加提升自己，各个环节都不能
放松，要一直红下去，用红带动
济南城市发展。

对此，沙元森也表示认同。
“网红不仅代表着网络流量、人
气，还给我们注入了发展的信心
和动力。”沙元森认为，如今的济
南需要更多人才的融入，把网红
作为动力，提高城市的竞争力，
让人一想到济南，是一个新潮、
孕育发展机会、给年轻人提供成
长空间的城市。“这些对于济南
的高质量发展是具有决定性意
义的。”

擦亮城市特色名片
让网红济南长红下去

对于济南来说，如何将“网
红”转化为“长红”非常关键。关
于这点，济南市市民巡访团团长
辛安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从济
南的内在来讲，城市文明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辛安说，目前全
国文明城市的数量已经占到了
我国城市的40%，济南是其中之
一。“据我了解，济南已经连续
三年在全国文明城市评比当中
排名第一，但这还不够，济南要
继续前进，提高全民自身素质，
将济南打造成一个典范的文明
城市。”

辛安表示让“网红”济南“长
红”下去，城市的“硬件”提升也
是关键。“交通是吸引外地游
客、人才的关键，因此在济南的
城内交通和城外交通还要进一
步发展起来。”此外，教育水平
也是城市吸引力的关键。“这次
两会也提出来了，我们今年要
再建80所中小学，幼儿园80%以
上要达到普惠制，只有教育发
展 了 ，才 能 让 更 多 人 才 走 进
来。”在随后的谈话当中，辛安
还提出医疗、文化对于济南的
重要性。“想实现‘长红’，济南
就要在‘网红’的基础上，抓住
以上各个方面的发展，练好内
功，增强吸引力，把更多的游
客、人才留在济南，为济南贡献
力量。”

同时，沙元森也认为，在众
多的“网红”城市当中，有些城
市只是红了一阵，济南目前已
经红了几年，如何让它长红下
去，就需要擦亮济南的特色，让
济南具有不可替代性。“济南的
特色就在于‘五个济南’，这个
定位要抓住，把握好了自然会
吸引人才。”沙元森表示，其次
政府也要积极推动“网红济南”
的发展，市民也要主动推介济
南，擦亮品牌形象，自然就能长
红下去。

张晓国（企业家，高级导
游、旅游营销策划专家，山东
省旅游业商会副会长）：2018
年起济南一跃成为网红旅游
城市，涌现了一批享誉全国
的网红打卡地。济南的城市
建设日新月异，城市风貌越
来越漂亮。除了全国文明城
市的创建之外，济南山河湖
泉城为一体的独特城市风
貌，以及淡泊从容的城市性
格，平和中正的城市文脉，
善良包容的城市氛围，迎合
了当前人们对休闲慢时光的
需求。人们在济南的老街古
巷，在溪畔泉边从容漫步，可
以让自己沉静下来，让自己
的心灵得到治愈和文化的滋
养。

李涛（芙蓉馆馆主、民
俗 学 者 、曲 艺 作 家 、评 论
家）：说起济南的网红打卡
地，历下区的百花洲曲水亭
是大家必须要去打卡的，市
中区的石崮寨也是非常好
的打卡地，这里有大型实景
演出和玻璃吊桥等打卡项
目。

济南之所以成为网红城
市，在于济南是一个历史悠
久的城市，有常年喷涌的泉
水，是一座灵动之城，济南人
热情好客，性格豪爽真诚，具
备了网红打卡地的条件。

济南市民马丽敏：济南
的超然楼、芙蓉街、宽厚里以
及山东省美术馆都是打卡
地。这些地方都很漂亮，还有
许多美食。济南有独特的泉
水，文化氛围越来越浓，济南
人实在好客。

济南市民刘女士：之前
在抖音上济南很多地方很
火，比如七星台、牡牛山，很
火的小吃比如张家米线、王
虎子大饼，这些能成为网红
打卡地，肯定是大家都觉得
不错的地方，本身就已经很
吸引大家去种草了。再加上
又有济南特色，别的城市没
有，适合一起打卡。

济南市民王女士：我觉
得最火的打卡地还是宽厚
里、芙蓉街、泉城路。因为这些
地方好吃的好玩的比较多，
适合拍照打卡。尤其是和朋
友一起的时候，适合逛吃。而
我觉得济南是一座历史文化
名城，独特的东西也很多，比
如曲水亭街这样的老街道也
都是比较吸引人的，更适合
外地人来打卡。

网红济南

靠啥“圈粉”

葛各方评论

济南市人大代表潘世英：

加大新能源利用力度
破解供热缺口难题

13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2021济南两会直播栏目《小屏话两会》推出第三期。在13日的直播访
谈中，济南市市民巡访团团长辛安以及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评论部主任、首席评论员沙元森对网
红济南展开了讨论和解析，济南为何会成为网红城市？网红城市称号给济南带来了哪些推动？如
何让济南保持长红？两位嘉宾和网友们一起为济南长久保持“活力”建言献策。

本报济南1月13日讯（记者
戚云雷 刘飞跃 王杰） 济

南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于2021年1月12日至15
日举行。1月12日，济南市人大代
表，济南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潘世英在接受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他
带来了《利用多种能源方式解决
我市供热缺口》的议案。

当前，济南正处于城市建设
高速发展期。目前，济南能源集

团开户供热面积为2 . 78亿㎡，其
中，中心城区开户供热面积为
2 . 37亿m2，2020年新增供热面积
2000万m2，现有热源严重不足，
供热缺口已达6000万㎡。

潘世英认为，造成供热缺口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煤炭指标
限量造成无法新上热源项目、缺
少调峰备用热源系统、外热入济
推进缓慢、天然气价格居高不
下，这些因素都是制约济南市供
热和城市发展的主要原因。

如何解决热源不足的难题
呢？潘世英认为，在充分考虑能
源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因地制宜
将传统热源与新能源相结合，将
是解决济南市供热缺口的最佳
路径。

一方面，扩建热源厂和建设
兰炭热电联产背压机组;另一方
面，利用企业余热。目前，济南能
源集团已初步确定对茌平信发
集团热源侧进行改造，并新建长
输供热管道，将余热接入济南市

城区供热管网。
同时，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和

利用。结合实际情况，济南市可
按照“先地热、再电代煤、气代
煤”的原则，开展清洁供热工
作。此外，试点发展核能供热。
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省市在研究
使用泳池式核小堆供热，安全
性和经济性都非常好，潘世英
认为，济南也应做一下可行性
研究，以解决远期供热缺口的难
题。

济南市人大代表，济南能源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潘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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