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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精读

规划片区池塘

多被垃圾侵占

10日上午，记者来到历城
区华山片区，不远处的华山被
雾霾笼罩。根据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创建生态济南，将启动
华山湖湿地建设。不久的将来，
华山将被湖泊环绕，再现湖光
山色的美景。

华山东侧的东陈村在华山
湖的规划范围内。“听说以后这
里要挖湖，过了年我们可能就
要搬走。”东陈村的多名村民表
示，以前村子周围都是湖，是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挖出来的人工
湖。现在，人工湖基本被填埋
了，只剩下了几处池塘，依稀还
能看出往日湿地的痕迹。

记者发现，除了村南头一
处鱼池保存相对完好外，其余大
多数池塘正被建筑垃圾侵蚀。

“这些鱼塘被人承包了，没

有用来养鱼，反倒成了垃圾填
埋场。”一名村民表示，倒一车
垃圾三四十元，比养鱼挣钱，承
包人就改变了鱼塘的性质。

看着面目全非的池塘，60
岁的村民刘先生很是心疼，他
告诉记者，小时候湖面宽敞，湖
水清澈，他经常下水游泳。“这
里马上就要建湖了，是件好事，
但现在还有人不断地往鱼池里
倒建筑垃圾。”

华山南侧，华阳宫前的华
阳湖景色优美，颇有湿地风貌。
而向华山西侧放眼望去，遍是
房屋，没有一丝水的痕迹。

规划水面6000亩

年底前完成前期拆迁

记者了解到，华山片区将
被打造为华山国家历史文化公
园，而华山湖湿地属于华山历
史文化主题公园的一部分。开
建前，需完成片区的拆迁工作。

10日，记者在华山西侧看到，涉
及到的几个村正在拆迁。王保
村里残垣断壁，一片狼藉。

华山片区开发建设指挥部
工作人员介绍，华山片区规划
总占地14 . 69平方公里，共涉及
23个行政村，其中19个行政村需
整体搬迁。拆迁工作于2013年7
月中旬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已
经完成拆迁面积93万平方米。

“目前拆迁工作正在进行，周围
5个村的拆迁工作已收尾”。

该人士表示，2014年，整个
华山片区的征地拆迁工作将全
面铺开，计划2014年年底基本
完成华山片区规划范围内地上
建筑物的拆迁任务。“未来，华
山的四周将都是湖水，规划水
体面积约6000亩，相当于好几
个大明湖的水面面积。”

记者从华山片区鸟瞰效果
图中看到，平湖山色的景象很
是壮观。华山湖湿地建成后，将
再现湖中华山倒影的胜景。

东东部部老老工工业业区区搬搬迁迁年年初初启启动动
将根据企业性质迁往黄河北、临港开发区等地

华山将成湖中岛
规划水面6000亩，年底完成前期拆迁

2014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创建生态济南，将启
动华山湖湿地建设。10日，本报记者前往华山片区探访，规划水面约
6000亩的华山湖湿地，有望于2014年年底前完成前期拆迁工作。

本报记者 李飞 见习记者 王红星

据悉，目前济南已建各级
湿地公园16处，其中国家级湿
地公园3处，省级湿地公园9处，
市级湿地公园4处，初步形成了
湿地保护网络体系。随着湿地
保护面积的不断扩大，一些地
区的生态状况得到改善，湿地
资源也得到有效保护。

10日，记者在美里湖湿地
公园看到，湖面上已经结冰，园
内干净整洁，由于冬天的原因，
湿地公园内的人并不多。

“我们充分利用湿地水资
源丰富的特点，主要发展现代
渔业和农业休闲两方面的项
目。”美里湖湿地公园负责人冯
建平称。

在湿地开发的同时，公园
还特别注重湿地的保护，在确
保湿地周围无污染源的情况
下，大力发展生态养殖业。冯建
平称，十年了，公园内水面积一
年比一年增加。而且经济效益
越来越高，美里湖总面积750

亩，养殖面积有500亩；目前，该
湿地公园已经成为济南市渔业
养殖、生产的大户。

美里湖湿地公园属于沿黄
湿地，也是离济南市区最近的
湿地之一。位于京沪高铁济
南站以西的沿黄湿地公园一
期工程基本结束，沿黄湿地
将打造成江北最具代表性的
湿地公园之一，湿地旅游业
也有望成为济南旅游的新的
培育点。

链接

济南已建湿地公园16处

对钢铁、石化、纺织服装、建材等传统工业实施“六个一批”，加快转型升级，攻克
一批关键技术，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做强一批新特优产品，壮大一批骨干企业，完善
一批产业链条，培育一批产业集群，有序推进东部老工业区搬迁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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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东部，有一片老工业区，工业区中的企业解决了大量
的就业，也为济南的经济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济南
整体产业布局的调整和济南市区空气质量的不断下降，这一片
老工业区的搬迁改造，成为市民的关注焦点并被写入了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民盟济南市委员会也在提案中建议以搬迁改
造为契机，加快济南东部老工业区发展。

10日，记者获悉，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将于今年年初正式开
始推进。

已有企业开始搬迁

据济南市发改委的相关负责
人介绍，东部老工业区主要是历
城区的王舍人办事处、鲍山办事
处附近，占地20多平方公里，目前
片区内大约有90家企业。其中包
括山东钢铁济钢集团、蓝星石油
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济南盛源
化肥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球墨铸
铁管有限公司、山东小鸭集团家
电有限公司、宝世达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等大中型工业企业数十
家，产业结构以冶金钢铁、石油化
工、机械制造等产业为主。

民盟济南市委员会也在提
案中提到，目前东部老工业区
内企业产业层次较低，经济增
长乏力、企业工艺装备水平落
后，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基础设
施不配套，生态环境状况较差
等问题，

2013年3月，国务院以国函
〔2013〕46号下发《全国老工业基
地调整改造规划 ( 2 0 1 3 - 2 0 2 2
年)》，指出老工业基地是指“一
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国
家布局建设、以重工业骨干企业
为依托聚集形成的工业基地。老
工业基地的基本单元是老工业城
市。在这个规划当中，济南市历城
区被列入规划范围。

“济南市根据具体情况，将范
围缩小为现在的东部老工业区进
行试点。”上述负责人介绍说。“目
前，已经有一些企业开始搬迁了，
包括济南市民很熟悉的原来的济
南化肥厂。

搬迁地点已基本划定

去年，国家发改委针对济南
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方案曾经组织

专家做过评审，济南市顺利通过，
初步同意东部老工业区搬迁改
造。据上述负责人介绍，目前，济
南市的实施方案已经完成修改，
春节前将会上报国家发改委，预
计春节后就可以通过评审。

至于老工业区搬迁的具体时
间，济南市人大代表、济南市发改
委主任王宏志介绍说：“今年年初
就能开始推进。”

这么多的企业要搬到哪里
呢？据介绍，搬迁的地点要根据
企业的性质确定，目前已经规
划出了一些片区。化工企业可
以搬往黄河北，但是搬迁之后
一定要进行生产的改造提升，
不能再保持以前的生产水平。
而一些机械加工企业，因为符
合临港经济开发区产业定位，
可以搬到那里。在历城区的董
家镇和郭店镇，也已经预留了
土地，供这些企业搬迁。

对改善省城

空气质量意义大

东部老工业区搬迁，对于
济南来说，有重要的意义。据济
南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搬迁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首
先，从产业布局上来看，这是一
个重大产业布局的调整，将来
的主城区，也就是指绕城高速
以内就以发展服务业和很小的
一部分都市型工业为主，老工
业区向绕城高速以外搬迁。

另外一点影响与所有市民
息息相关，根据环保部门的测
算，济南市区空气中二氧化硫
等污染物的来源，东部老工业
区的这些企业排放占据了很大
比重。通过东部老工业区的搬
迁，能够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
到非常重大的作用。

本报记者 刘雅菲 王光营

应用湿式电除尘技术

黄黄台台电电厂厂每每年年
少少排排烟烟尘尘660000吨吨

本报1月10日讯 (记者 王
光营 通讯员 徐彧 ) 10日，
记者从华能黄台电厂获悉，为
了减少烟尘排放，在8号机组上
进行示范改造的湿式电除尘器
技术取得突破。机组的烟尘排
放浓度下降了67%，每年可减少
烟尘排放600吨。

为了减少烟尘排放，中国
华能集团公司自主开发的湿式
电除尘器技术取得新突破，应
用该技术进行示范改造的黄台
电厂8号机组完成试运行，投入
商业运行。投运后，该燃煤机组
的烟气粉尘排放量大幅降低，
达到国家特别限制标准，为有
效改善省城空气环境质量，减

少雾霾发挥作用。
此次投产运行的“湿式电

除尘”项目是采用西安热工院
自主研发的新型环保技术。黄
台 电 厂 共 投 入 3 0 0 0 万 元 ，从
2013年10月开工建设，历时89
天完成改造。

据悉，新技术投入使用后，成
功解决了脱硫后湿式除尘酸腐
蚀、强度低、耗水量大等问题，可
高效除去烟气中的PM2 . 5等细
微颗粒。经西安热工研究院、浙江
大学、华北电力大学联合测试，改
造后机组的烟尘排放浓度下降了
67%，为每立方米10毫克。由此，
黄台电厂每年可减少烟尘排放
600吨，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老老舍舍故故居居下下半半年年有有望望开开放放
本报1月10日讯(见习记者 魏

新丽) 2014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要突出古城文化、泉文化
特色，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修缮老舍故居等历史建筑。记者10
日对老舍故居进行了探访。老舍故
居2013年11月已开始修缮，预计
2014年5月份修缮完毕，下半年有望
对公众开放。

老舍故居位于南新街58号，20
世纪30年代，老舍租住此地三年，在
此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
婚》，散文《济南的冬天》、《济南的春

天》等。2006年老舍故居被列入第三
批山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0日，记者在老舍故居现场看
到，原来的四合院周围已经架起了
脚手架，同时用绿色篷布遮盖了起
来，施工人员在现场紧张地忙碌着。

据了解，老舍故居之前为私人
住宅，2012年年底，济南市文广新局
正式将其收购并计划进行修缮。记
者从济南市考古所了解到，老舍故
居从2013年11月初开始修缮，目前
正在进行木构架的搭设，春节前整
个房屋的框架就可以搭起来了。

“主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修缮。
之前的厢房是被改建过，不符合当
时的原貌；而且保存条件差，无法满
足防潮防盗的要求，空间布局也不
合理，不适合用来做纪念馆。”考古
所相关负责人称。

据悉，从2013年3月底，工作人
员就开始对修缮工程进行方案设计
和调研等前期准备工作，从老照片，
知情人的回忆中复原四合院当年的
面貌。济南市考古所负责人介绍说，
2014年下半年将会作为纪念馆向市
民免费开放。

华山周边未来将成为湿地公园。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打造6000亩华山湖，华山将成湖中岛，华山西侧的村庄已经开始拆迁。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题题壁壁堂堂修修缮缮99月月底底竣竣工工
本报1月10日讯(见习记者 王

皇) 10日下午，记者看到，题壁堂
大门已斑驳，建筑内搭满铁架，五六
位工人正在进行题壁堂大堂修缮保
护工作。

题壁堂入口处张贴着《题壁堂
大堂修缮保护工程通告》，通告显示
维修竣工日期为2014年9月30日。维

修主管部门是济南市文物局，建设
和设计单位均为济南市考古研究
所。据立于题壁堂外的《工程概况》
介绍，题壁堂现存的主要建筑物由
北往南主要有三个院落，建筑面积
566平方米。此次维修主要是对大堂
屋面、木构架、室内地面尤其是彩
绘、门窗、楼梯、栏杆等以及抄手游

廊瓦面、檐部油漆进行修复。
进入题壁堂，记者看到二门以

内已搭满脚手架。题壁堂内地面已
难见砖，木门的红底色已变得很淡，
不少为灰黑色，大堂房顶的彩绘已
难辨。

进入二门再往前走，则进入了
题壁堂的主建筑大堂。记者看到，大
堂屋顶瓦片和灰石已拆下，建筑原
先的屋棱显露出来。拆下的瓦片、小
雕塑摆放在大堂与二门之间。嵌在
大堂两侧墙面内的12个山柱已完成
修复，涂上了一层黑色的防腐漆。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修复墩柱。”现
场工作人员介绍。记者看到，不少墩
柱底端已腐烂，比山柱粗，直径近30
厘米，墩柱红漆也已脱落。

现场木工正在木柱上画线，“这
个柱子有300斤重，一个柱子要分割
成两个填补到坏柱子下。”“文庙就
是我们修的。”工作人员介绍，“墩柱
根据损坏的程度进行修补，不整个
更换。”据介绍，大堂存在柱基下沉、
屋面漏雨等险情。“我们修缮都要按
照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进行。”施工人员从建筑板下进入。 本报见习记者 王皇 摄

启动华山湖湿地建设和大明湖小清河连通
工程，开展水系、荒山、道路、社区、村庄以及裸
露土地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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