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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要闻

今后三年增加 68 万城镇人口
2015 年全市城镇人口将达到 310 万

本报聊城 6 月 27 日讯（记者
谢晓丽） 按照规划，到 2015

年，全市城镇化率达到 50% 左右，
城镇人口增加到 310 万人，市城区
人口达到 100 万人左右。

26 日，省住建厅副厅长耿庆
海来聊城市调研城镇化，给予了高
度评价。据副市长任晓旺介绍，
2012 年全市城镇人口达到 242 万，
城镇化水平达到 40.1%，中心城区
人口 65 万，面积 69 .79 平方公里。

到 2015 年，全市城镇化率达到 50%
左右，城镇人口增加到 310 万人，
市城区人口达到 100 万人左右；全
市建成区面积达到 320 平方公里，
市城区达到 110 平方公里。市城区
区域性中心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
用明显增强。

在城镇化空间布局中，聊城八
县(市、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部
被列入规划。今后三年，聊城统筹
规划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以开发

区、东阿、茌平为外延，打造 150 万
城镇人口的新兴城市隆起带。构筑
以聊城市区为核心的市域中心城
市，以临清、冠县、莘县、阳谷、高唐
为市域次中心城市，以小城镇和新
型农村社区为基础的多层次城镇
空间布局。

聊城市中心城区率先突破，构
建“一轴两河三城”的城市格局，即
以光岳楼南北大街为城市主轴，打
造京杭大运河景观带、徒骇河风光

带，以徒骇河为“纲”，推进老城、南
部新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城协
调发展。构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茌平、东阿“大三角”地带，打造融
入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山东西部经
济隆起带中的发展高地和参与中
原经济区建设的主战场。

次中心城市的建设也要推进。
各县(市)要发展成为各具特色、功
能完善的中等城市。此外，撤乡设
镇力争五年内全部完成。

格头条相关

市中心城区

打造“双百大城市”

今后三年，市城区计划
实施“拓展”工程，增加建成
区面积 35 平方公里。其中
南部新城 20 平方公里，开
发区 15 平方公里。

南部新城在今后三年
中将实施 15 条道路、10 座
桥梁、6 大水系、12 大园林
绿化工程等 62 个市政公用
设施项目，完成 12 个片区
开发、38 个城中村拆迁，基
本建成一座功能完善、环境
优美，集办公、商业、居住和
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化
新城。

今后三年，完成 100 条
道路建设改造，完成全部市
城区主次干道和背街小巷
提升改造任务完成既有道
路绿化提升，建设 10 个城
市公园。市城区三年新增供
热面积 1500 万平方米，集
中供热率达到 80% 以上。新
增供水能力 20 万吨，供水
管网 95 公里。新建 69305 套
保障性住房。

本报记者 谢晓丽

古城区七贤堂、卫仓景点主体完工
今年底县衙将完成一期工程

本报聊城 6 月 27 日讯(记者
张召旭) 7 月 1 日起，聊城市将进
入主汛期。城区防汛指挥部制定了
四色防汛预警和应急预案，以应对
即将到来的主汛期。同时提醒，城
区有 10 余处路段容易积水，遇大
雨时市民最好绕行。

今年的城区防汛预案制定了
蓝、黄、橙、红四色防汛预警，每级
预警都有不同的应急预案。聊城市

市政工程管理处工程科科长王锋
元介绍，按照防汛预案要求，汛期
在聊堂沟、聊临沟、新水河等外排
出水口和凤凰台处设置 10 个防汛
值守点，实行 24 小时专人值守。

“城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城
区沟渠中的水在汛期经徒骇河和
周公河排出。”王锋元说，这种地势
造成了部分地段积水严重。城区遇
大雨易积水的重点路段有：东昌东

路南侧聊城高级技工学校附近路
段；兴华东路与鲁化路路口西北
处；卫育北路西侧氧气厂南路段；
利民路铁塔商场至酱菜厂路段,尤
其是剧院附近路段；东昌西路北侧
东昌宾馆至市人大路段；东关桥东
东昌府区医院附近路段；东昌西路
与向阳路口附近路段；卫育路与利
民路路口。另外湖南路西首路段、
柳园路北首高架桥南侧、振兴西路

三里铺风景小区路段、昌润路与兴
华路口西半部和东北角等地段遇
大雨也易积水。

据了解，目前城区排水管道已
全部疏通完毕，对 11 座防汛闸门
进行了汛前启闭调试，确保汛期闸
门启闭灵活。还有一些改造项目将
于 6 月下旬全面完工，改造完成后
将使城市排涝能力大幅提升，重点
路段积水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四色防汛预警应对主汛期
城区 10 余处路段易积水，遇大雨时最好绕行

本报聊城 6 月 27 日讯(记者
谢晓丽) 根据古城区总体规划，
古城保护与改造将有选择地保护
和复建古城区内历史文化遗迹和
各类历史建(构)筑物，选择恢复 13
处历史文化景点。目前，七贤堂、卫
仓主体已经完工，县衙今年将完成
一期工程。

古城保护与改造指挥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七贤堂主体结构
完工，正在进行砌砖挂瓦；卫仓景
点主体结构完工；县衙正在进行紧
张施工，今年完成一期工程。

其中，七贤堂共包括 10 处建
筑，参考了大量传统北方祠堂布置
格局和功能分布，并参考了现存北
方早期祠堂历史资料及空间布置，
再现了原七贤祠的主要格局。

此外 10 处景点包括：府衙(依
绿园)、府文庙、清军厅、考院、启文
书院、相府、状元府、城隍庙、万寿
堂、任克溥故居(含人民公园)。 座落在古城区楼西大街上的七贤堂全景。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2015 年要形成

四条外环路

本报聊城 6 月 27 日讯
(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迪) 6 月 27 日，副市长
任晓旺就城区(内、外)环路
规划、建设工作调研时要
求，外环路建设标准不能
低于双向八车道，2015 年，
四条外环路要形成。

任晓旺强调，环路规
划建设要因地制宜，道路
建设、绿化、亮化等工程都
要高标准、高档次，形成景
观带，建设城市快速通道。
外环路建设标准不能低于
双向八车道，两侧绿化带
各不能低于 50 米，道路绿
化要三季有花，四季常绿
的效果。任晓旺要求，今年
确定实施的城区道路工程
要加快推进，南环路明年
上半年要建设完成。

到 2015 年，四条外环
路要形成。内环路指的是：
湖南路、海源路、光岳路、
财干路，大外环南环目前
还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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