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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城事

黄黄河河古古镇镇将将重重现现古古客客栈栈风风情情
一期工程拟于明年3月主体完工，展示区可对外开放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孟
燕 实习生 贾君婧 通讯员

郭英) 近日，记者从济阳县
秋冬季造林暨打造“中国柳树
之乡”动员大会上获悉，济阳将
打造“中国柳树之乡”，3到5年
时间柳树种植面积将达20万亩
以上。

“济阳的气候、水土非常适
合柳树生长，同时柳树又是济
南市的市树。”济阳县林业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从 2 0 1 3 年开
始，他们通过实施以柳树栽
植为主的城镇绿化提升等七
项工程，准备利用 3到 5年的
时 间 ，完 成 新 造 柳 树 片 林
75000亩、柳树育苗50000亩，
培育2到3处柳树苗木专业批
发市场和5到8家柳树育苗龙
头企业，带动全县柳树种植面
积达到20万亩以上，柳树种植
比例占总面积的50%以上，打
造“中国柳树之乡”。

同时，新建城镇道路的两
侧行道树原则上以柳树为主，
景观节点建设也要突出柳树特
色。以城镇绿化提升工程为例，
正安路、富阳街、汇鑫路等以柳
树为行道树的几条主要道路将
进行补植，完善景观效果；对黄
河大街、黄河古镇东南外环路
等拟新建道路两侧绿化，种植
较大规格柳树；在新元大街景
观河、银河路围河等城区河道
两侧种植垂柳。

其中，到明年春，城区内部
分企业和新建市政道路的绿化
工作都将以柳树为主，扩大主
城区绿化面积，富阳街续建工
程两侧每隔6米种植行道树一
株；汇鑫路两侧补植行道树100

余株。
另外，在国道、省道和主

要县乡公路两侧也将栽植柳
树，建设 1 0 0米宽的绿化带，
形成高标准绿色通道。结合
速生丰产林建设工程，在县
域东部、西部、黄河滩区沙化
土地严重的地区，营造以柳
树为主的防风固沙林，改善
生态环境。

据悉，为保证种植柳树工
作顺利进行，县林业局相关负
责人强调，各镇(街道)将安排
不低于20万元的资金。

本报11月7日讯(见习记者
李涛 通讯员 徐楠 ) 为

提升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管
理水平，通过以点带面，带动全
县餐饮服务单位的整体优化升
级和健康发展，近日，县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制定《济阳县
2013年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
示范店评选方案》，决定评选30

家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店。
评选标准上，餐饮企业要

在基本资质、安全管理、硬件设
施、环境卫生和过程控制5个方
面达到规定的条件。按照“自愿
申报、公开审评、动态管理、典
型示范”的原则，申请报名时间
自即日起至11月15日结束，报
名电话：84246803。县食品药品
监管局将组织人员对申请单位
按标准进行评审，整个评选活
动至12月15日结束。评选后，县
食品药品监管局将召开经验交
流会，举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示范店的命名授牌仪式并在媒
体公示。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孟
燕 实习生 贾君婧 通讯员

殷同刚) 计划总投资102亿
元的黄河古镇项目已经于9月26
日开工建设，记者近日从项目部
获悉，黄河古镇一期工程预计
2014年3月主体完工，展示中心、
仿古客栈届时可对外开放。

近日，记者在黄河古镇建
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
搭钢筋、平整地基、吊石材等工
作。项目部土建工程师苏欢介
绍，项目一期工程主要是展示
中心、仿古客栈和餐厅，其中，
展示中心将用于展示古镇的整
体风貌。

“如果天气不是太冷，明年3
月份一期主体建筑就能完工，展
示区可对外开放，仿古客栈也将
现雏形。不过，一期管网完工还
需要一定时间。”苏欢强调。

据了解，黄河古镇项目由
安徽同济建设集团投资，这也
是他们首次在山东省内投资建
设。苏欢介绍，选择济阳一方面
是看中其地理位置，这里是济
南的后花园，发展潜力巨大。

“另一方面，济阳文化底蕴丰
厚，希望古镇项目以水为引子，
以文化做承接。”

黄河古镇项目位于济阳县
城南侧，北至新元大街，东至黄

河大堤，西至济阳街道肖家居，
总占地约3000亩，计划总投资
102亿元。项目由黄河古镇、水
上世界、黄河公园三部分组成，
将按照国家4A级景区标准分期
建设，主要建设古城商业街、风
情客栈、黄河广场、文艺综合广
场、水上儿童乐园、传统民居、
酒店等。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
提升济阳县旅游文化产业的整
体功能，助推济阳三产服务业
的发展，为市民提供一个游览、
购物、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

项目启动区占地117亩，已
于9月26日开工建设。据介绍，
将主要建设接待中心、酒店、传

统民居、文化旅游体验区、枫桥
夜泊体验区、特色餐饮体验区
等景观设施。

济阳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根据黄河古镇项目建
设规划，拟将项目区内9个村居
拆迁安置到滨河社区。滨河社
区位于新元大街以南，龙海路
以西，正安路以东。一期安置区
占地59亩，总建筑面积65911平
方米，主要建设9栋11层安置房
和社区配套商业用房，用以安
置黄河古镇一期项目区内肖
家、胡同、张辛3个村(居)的280
户居民。目前，安置区规划设
计、环评、立项已完成。

本报11月7日讯(通讯员 王
太荣 刘军) 近日，随着总投资
10亿元的丹夫集团济南丹夫华
夫食品有限公司项目签约落户
济北开发区，今年以来，济阳落
地生根的食品饮料项目达40个，
完成总投资额超过100亿元。

在丹夫集团济南丹夫华夫
食品有限公司项目签约落户的
同时，上好佳食品公司已安装
设备，巧媳妇公司主体车间也
已基本完成。“济阳县围绕壮大
食品饮料产业，实施招商选资，
提供优质服务，今年以来落地
生根的食品饮料项目达40个，
完成总投资额超过100亿元。”
济阳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今年1到9月份共组织地税收入
6 . 37亿元，同比增收21 . 17%，
增收1 . 11亿元，其中食品产业

的重点税源收入达5 . 25亿元，
占总收入的82 . 41%。

据了解，济阳县农副产品
资源丰富，已建立起仁风镇富
硒西瓜、曲堤镇黄瓜、垛石镇樱
桃西红柿、太平镇西瓜等市级
现代农业特色品牌基地10个，
基本形成了“一镇一品”的特色
农业发展格局。“县里发挥这一
优势，围绕农副产品加工业大
做食品产业文章，以引进国内
外大企业、名牌企业为主攻方
向，实施招商选资，旺旺、达利、
统一、康师傅等一大批企业纷
至沓来。”该负责人称，食品产
业集群化、基地化的快速发展，
壮大了县域经济实力，济阳县
成为山东省第一个食品工业基
地，被国家食品工业协会授予

“全国食品工业强县”。

本报11月7日讯(见习记者
贾君婧 通讯员 张远辉 )

继2011年济阳县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园南园开工建设后，示
范园北园也于近日开工建设。

近日，在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园北园建设施工现场，施工人
员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技术人员
忙着测量、铺线，一片热火朝天
的景象。

济阳县农业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进一步提升、丰富和强
化示范园的引领、带动和辐射
功能，充分发挥济阳县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园的规模效应，济
阳县在保证南园建设的基础
上，同时迅速启动了示范园北
园规划建设项目。

该负责人称，新建的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园北园位于垛石
镇索庙中学南侧，省道248线附
近。园区近似长方形，总面积
2000多亩。规划建设经营服务中
心、科技体验、特色品牌区、花卉
苗木区和政产学研区五个功能
区。“预计明年5月份完成基础
设施建设。”

“村民们都希望赶紧建好，
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外地人来
采摘。”示范园附近的村民说。

据了解，北园建设完成后，
济阳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核
心区总面积将达到3000亩，通
过核心区辐射济太路以北的新
市、仁风、曲堤等7个镇办3万亩
的带动区，进而辐射全县30万亩
的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以此推
动全县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

据相关部门介绍，该示范
园建设是以“五彩果蔬之乡、休
闲观光济阳”为主题，把农业科
技示范园建设成为集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示范、推广于一体的
生产示范园区。

柳树种植面积

将超20万亩

餐饮安全示范店

将评出30家

济济阳阳食食品品产产业业好好戏戏连连台台
今年以来落地企业达40个，完成投资额超100亿元

现代农科示范园

北园开工

近期，不少居民发现，济北公园新增了警示牌、蝴蝶雕塑展
板，湖边的石头上也新刻了一些诸如“清正廉洁”的警示语。这些
廉政文化气息浓厚的宣传引得不少人驻足观看。

本报见习记者 梁越 通讯员 江亮 摄

济北公园
“开讲”廉政文化

本报11月7日讯(见习记者
梁越 通讯员 安祥娟 刘

昭 ) 济阳县曲堤镇以盛产黄
瓜而出名，如今又出现了盆栽
有机菜。据了解，每盆有机菜60
元左右，村民种植一个大棚的
收入可高达20万元。

近日，记者走访曲堤镇前
宋刘村村民孙保亮的大棚，五
彩青椒、太空黑霸茄子、普罗旺
斯西红柿、圣彼罗西葫营造出
五颜六色的世界，唯一不同的
是这些看似平常的蔬菜都出现
在造型各异的花盆里。

“盆栽蔬菜的生长期大约
为3到6个月。”孙保亮说，出售的
盆栽菜他们都会有记录。此外，
根据客户自身的情况，可提供全
程免费的管理指导服务或更换
盆栽菜品种。目前，有很多市民
到棚里进行询问、采购。

一个100米左右的大棚可
培育各类有机盆栽蔬菜6000余
盆。“像西葫、青椒等常见菜种，
每盆50元左右；红根韭菜、变色
樱桃西红柿等每盆是70元左
右。”孙保亮说，除去一个棚的
成本，纯赚20万不成问题。

盆盆栽栽有有机机菜菜让让大大棚棚更更值值钱钱了了
每盆约60元，一个棚收入20万

孙保亮在大棚内整理盆栽
有机菜。 安祥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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