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赵伟)
11月8日，齐鲁晚报《今日济阳》

正式与您见面啦！
如今的济阳，借势“北跨”机

遇，瞄准“济南次中心城市、济南北
部新型工业基地、省会后花园”发
展定位，产值翻番、产业升级、形象
提升……在济阳这片1076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如今正发生着翻天覆
地的变化。

一直关注济阳县发展的齐鲁
晚报，推出了扎根济阳的县域版

《今日济阳》。《今日济阳》为大众报
业集团旗下重要子报———《齐鲁晚
报》在济南地区的第四个区县版。

《今日济阳》的创刊，将使齐鲁
晚报与济阳民众实现真正的零距
离接触。《今日济阳》也将秉承“服
务地方 促进民生”的理念，展示
好济阳的发展成果，关注济阳的民
生热点，努力实现与济阳各界的共
赢发展。

在《今日济阳》创刊之际，我
们也组织了各种丰富多彩的活
动。乘坐“张刚大篷车”去垛石摘
柿子、“济阳农特产品直销会”将
正宗黄河大米运进了城、“冬日送
温暖”将走进济阳各大社区进行
免费义诊……一次次公益活动的
举办，希望用我们的真心赢得济
阳人民更多的支持。

我们希望《今日济阳》能够成
为济阳人生活中的必需品，变成
济阳人桌上一份清淡而又惬意的

“早餐”，希望在更多朋友的呵护
下，茁壮成长。

大力发展四大主导产业，全县食品企业已达120家

十十年年““北北跨跨””，，济济阳阳生生产产总总值值 翻翻两两番番
2003年6月，山东省确定了济南市“北跨”的发展战略。“北

跨”战略实施的10年间，济阳县的生产总值增长三倍，形成了食
品、机械等特色产业。不过，交通不便和规划难产还制约着济南

“北跨”战略实施和济阳融入济南的步伐。齐河聊城也要融入济
南，让济阳倍感压力。

本报记者 蒋龙龙 陈玮 实习生 王雪芃

《今日济阳》
今天面世

济阳成为中国食品强县
2003年，济阳县的国内生产

总值还不到60亿元，全年地方收
入还不到2亿元，是一个不折不
扣的农业县。2012年，济阳县的
国内生产总值为211亿元。根据
今年提出的增长12%的指标，济
阳县的生产总值将达到 240亿
元，比“北跨”战略提出当年，增长
三倍。

济阳的发展首先得益于产业
的发展，“北跨首先体现在产业北跨
上”，济阳县相关负责人表示。2002
年，旺旺集团落户济阳，“给了济阳
建设国家食品强县的底气”。

目前，旺旺集团已经14次追
加投资，累计投资2 . 22亿美元。统
一集团于2012年开工建设，当年
实现产值12亿元，今年又投资6亿

元新上二期项目，全部达产后，可
实现年产值57亿元。

济南市提出“北跨”战略以
来，济阳县借助济南市加快发展
省级开发区和“支持济阳加快建
设产业北跨发展区”的政策，主动
承接了济南产业、人才、资源、技
术辐射。“发展济阳县食品饮料、
机械装备、电子信息、纺织服装四
大主导产业。”济阳县相关负责人
介绍。

济阳县将推动四大主导产业
集群发展。据济阳县相关负责人
介绍，“全县食品企业已经达到
120家，济阳县已经成为中国食品
强县，全县液压升降平台企业达
270家，年产量18万台，占全国市
场份额的60%。”

崔寨镇成北跨“桥头堡”
沿国道220线跨过黄河大桥向

北，过了大桥镇继续向北就是济阳
县崔寨镇，这里是黄河北区县对接

“北跨”的启动点。沿着国道220线，
每隔几百米，马路两边就能看到写
着“融入济南，对接北跨”字样的宣
传语，看上去让人振奋。

提起崔寨在“北跨”中的作
用，崔寨镇镇长董法明充满信心，

“崔寨镇距离济南主城区只有不
到十分钟车程。”沿黄有一万多亩
黄河滩地，黄河大堤堤顶已经实
现了全部硬化，“将来崔寨的沿黄
旅游产业也大有前途。”

据董法明介绍，青银高速将

崔寨分为两个部分，南边主要为
商贸区，北边主要规划为工业区，
依托青银高速，将在周边规划物
流园。“崔寨镇与高新区合作，将
规划电子物流分拨交易中心。”这
个项目本来放在高新区，因交通
量较大，不方便放在市区。

虽然崔寨镇的发展还存在着
基础设施薄弱的难题，“崔寨镇的基
础设施都是按照乡镇的标准建设
的，未来肯定不能满足北跨的发
展。”董法明介绍，崔寨镇目前正在
对污水处理厂、热源厂进行设计和
规划，对基础设施方案建设进行规
划。

加速融入济南都市圈
今 年 ，省 里 提 出“ 一 圈 一

带”的发展战略，要打造济南都
市圈。济南周围不少县市打出
了“融入济南”“对接省城”的策
略，让济阳县倍感压力。

在省会城市群经济圈规划
中，作为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紧密
圈层，德州的齐河、禹城、临邑三
县在规划中将作为济南北部产业
转移承接协作区的重点区域。

为了实现融入济南大发展的
目标，齐河县政府准备投资建设
济齐黄河大桥，今年就准备开工，
于2015年建成通车。大桥按照规
划仍然收费，不过齐河县将争取
尽量免费。

据了解，齐河县还在黄河大
桥北岸规划了30平方公里的新城
区，很多项目正在紧张施工中。目
前，已经引进了泉城海洋极地世
界等项目。齐河还规划在周边开
发房地产，建设城市综合体及养
老、休闲度假设施，把齐河打造成

“省城后花园”。
聊城市也正在加速融入济

南，聊城市提出积极构建以聊
城市区为中心、茌平和东阿为
支点的大三角地带，主动承接
济南辐射；抓好济聊一级公路、
城 际 铁 路 等 重 大 交 通 设 施 建
设，实现聊城融入济南1小时经
济圈。

济阳县在承接省城产业转
移上，不仅面临周围县市的压
力，也面临着市内其他县区的
压力。“天桥区黄河北的两个乡
镇在交通上更靠近济南，有时
在承接济南外移产业上，也会
和济阳县展开竞争。”济阳县相
关负责人坦言。

济 南 周 边 多 个 县 市 提 出
“融入济南”“对接省城”的发展
策略，让济阳县倍感压力，“济
阳县作为济南市的组成部分，
应该利用好现行政策，加快融
入济南。”

崔寨利用连接济南“桥头堡”地理优
势大力发展物流业。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蒋
龙龙 ) 7日，记者从济阳县获
悉，济阳县将成立北跨及基础
设施建设指挥部、崔寨片区建
设指挥部，加快融入济南，并加
快对县城、崔寨、孙耿和回河近
3 0 0平方公里的区域开展战略
性研究和城市总体规划修编。

济阳县将围绕济南次中心城
市和北跨产业发展区定位，对县
城、崔寨、孙耿和回河近300平方公
里的区域开展战略性研究和城市
总体规划修编。济阳县还将加快
推进基础设施对接。采用BT方
式，投资1 . 27亿元建设兴阳热源
厂，积极推动济乐高速、济东高
速、济石客运专线公铁两用大桥
及连接线等重大公共设施建设协
调工作，把国道220线打造成为城市
景观道。

济阳县将组织召开济南高
新区与济北开发区、崔寨片区
联动发展对接会，积极推进开
发区与济南国际机场片区实现
区域一体发展，投资 6 6 0 0万元
提升崔寨片区承载能力，启动
15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5月15日，济南市出台12项支
持济阳县加快发展的措施。其中
包括，自2013年起3年内，市财政
局负责以2012年为基数，市级分
享税收增量部分全额返还济阳
县，每年从济南市土地开发整理
资金中安排部分资金，支持济阳
县土地整理项目。

济南市将增加对济阳县重
点产业项目、技术创新项目和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补助
额度，支持食品产业园热源厂、
污水处理厂和配套管网等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

将成立指挥部

落实帮扶政策

省城公交车最北只到大桥镇。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崔寨中心大街正在建设新商业街。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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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阳阳““撤撤县县设设区区””，，交交通通难难题题将将破破解解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蒋龙龙)

7日，记者获悉，济阳县相关部门
正对“撤县设区”进行前期调研工
作，济阳县将以“撤县设区”为导向，
加快融入济南。

谈起“北跨”的最大制约因素，
济阳县多位政府人士认为，“交通仍
是济阳融入济南的最大障碍。”不少
济阳人认为黄河上众多的收费大
桥，卡住了北跨的“脖子”。

据了解，济南黄河公路大桥自
1984年开始收费，到现在已收费28

年。1999年，黄河大桥的收费期限从
1999年11月16日至2017年11月15日。
每逢济南市两会都有多位代表委员
呼吁取消收费。去年，黄河以北区域
7座以下车辆(含7座)的非营运小客
车可以免费过黄河大桥了。

“经过多年争取，黄河大桥对我
们不收费，崔寨人去济南方便了。”
北跨是要把省城人流和资金流引到
黄河北，“现在反而把我们的购买
力、消费，全引到省城去了。”董法明
介绍，对北跨反而更不利了。

从市区向北跨过黄河的公交车
有89路、130路，最北的站台位于大
桥镇政府附近。崔寨距大桥镇开车
不过5分钟，但一直不通公交车，只
有济南长途客运中心开往济阳汽车
总站的K901路，全程需要8-10元。很
多崔寨人只得自己骑摩托车赶到大
桥，然后乘坐公交前往济南。

据了解，目前北跨的整体规划
方案还没被制定出来，也是影响济
阳融入济南发展的一大因素。北跨
规划迟迟难产因遇到了与矿产资源

开采存在冲突的问题。据了解，位于
黄河北大量的矿藏将会影响黄河北
新城区布局形态。

如果矿藏资源不开发，新城区
规划的形态可以产生聚集效应。如
果矿藏资源需要开发，城区布局就
需要避让，城区形态就要定位为零
散。黄河北矿藏资源的开发和城区
布局几乎陷入了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的局面。

根据山东省政府于8月份提出的
《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发展规划》指出，
支持济南适时研究调整优化市内行
政区划，促进东部新区、西部新区、滨
河新区、南部山区和北部地区发展，
推动济阳县、章丘市“撤县设区”。

随着济阳的发展，济阳撤县设
区的条件已经逐步成熟，今年1至8

月份，济阳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28 . 9亿元，增长29 . 1%，增幅位居济
南市县区第一。“在济南市上半年科
学发展综合考核中，济阳县8项主要
经济指标均完成较好。”济阳县相关
负责人介绍。

目前，交通、产业、基础设施薄
弱等因素成了北跨的瓶颈，“撤县设
区或是有效的破解之道。”济阳县发
改委副主任韩建华坦言。如果济阳
可以改区，就能与主城区一样，享受
济南市统一的教育、卫生等资源，解
决公交的问题也会提上日程。

“济阳社区后，黄河自然变为济
南城内河，困扰济阳发展多年的交
通难题有望破解。”韩建华还介绍，
济阳“设区后，希望轻轨通到济阳也
能提上议程。”

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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