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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主打

见习记者 贾君婧

关键词一：大项目
12个大型项目落户

济北

2013年以来，新签约丹夫食
品、统一二期、旺旺PET、防域科
技、大明置业等12个大型项目落
户济北，合同引资额44 . 45亿元。

其中，丹夫食品项目投资10
亿元，占地350余亩，注册资本
5000万元。一期总投资3亿元，注
册资金2000万元，规划建设软华
夫、硬华夫生产线各2条，项目达
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6亿元。二
期总投资7亿元，新上软华夫、硬
华夫生产线各6条，金牌蛋糕生
产线5条，休闲食品生产线1条，
可实现销售收入15亿元。

此外，统一二期投资6亿元，
旺旺PET项目投资7000万美元，
博通工业科技园投资9亿元。

关键词二：食品企业
康师傅落户，台湾

四大巨头聚济阳

2014年济阳县将拉长食品
饮料产业链，“中国食品工业城”
渐成规模，目前台湾食品巨头康
师傅项目也已基本确定落户济
阳，加之已经落户的统一、旺旺、
耐斯三大食品巨头，台湾四大食
品巨头在济阳“聚首”。

据了解，2013年济阳引进过
亿元项目39个，丹夫食品、古德
面包等一批知名食品企业签约
落户，而其中的重头戏康师傅项
目也已基本确定落户济阳。随着
康师傅项目落户济阳一事的基
本敲定，加上之前已经落户的旺
旺、统一、耐斯三大食品巨头，台
湾四大食品巨头全部来到济阳。

“济阳县的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政府的办事效率大幅提高，
加之济阳打造‘中国食品工业
城’的标签，使得我们选择济阳
建厂。”统一集团济阳生产基地
一相关负责人说。

济阳的“北跨”是要承接济
南市区的一些产业和工业转移，
而食品工业便是济阳一大特色，
目前济阳有大型食品工业企业
150余家，“中国食品工业城”已
现雏形。

关键词三：商业
银座商城、华百广场

入驻济阳

“多少年了，济阳都没有个

特别大型的商场，我们买东西有
的时候还要去济南。”在济阳
县，不少市民如此感慨。2 0 1 3
年，随着银座商城的签约和华
百广场的落户，济阳县商业逐
渐走入春天。

2 0 1 3年 1 0月 1 3日落户济
阳县的华百广场，位于正安中
路与富阳街交汇处，集“文化、
休闲、娱乐、购物、公寓”于一
体，内设接轨一线城市的数字
影院，力争打造济阳首席文化
主题商业综合体。华百广场占
地面积达到11亩，总建筑面积
为三万多平方米。南楼为5层，北
楼为13层。

2013年11月17日，博纳置业
与银座商城正式签约。此次签约
标志着济阳将拥有一家综合性、
一站式服务的购物平台。银座商
城将在济南浙江五金建材城二
期项目中完善，建成后营业面积
将达到2 . 8万平方米，拟于2015
年营业。项目内规划建设五金建
材专业市场、大型购物中心、中
央大街、滨水商务区、汽配维修、
升降机市场、仓储物流、商务公
寓、星级酒店、高档水景社区等
内容。

关键词四：房子
买房子、进社区，住

楼成趋势

随着济阳县经济的发展，市
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13
年，济阳县房地产仍在不断地发
展。济北汇鑫苑社区入住一年
后，济北开发区的另一个安置社
区——— 菅家社区也在2014年初
分房到户。

2014年1月3日和4日，济阳
县菅家社区分楼到户。据了解，
菅家社区一期建筑面积9 . 1万平
方米，24栋单体工程已全部完
工，达到入住条件。户型分为60、
80、100、120平方米四种，此次共
分配425套楼房，分别为菅家居
272套，王荣居153套。相关负责
人称，预计春节前，村民可搬迁
入住。

济阳的房地产市场也在日
益壮大。闻韶佳苑位于济阳县永
安路以西天霖置业地块以南、富
康领秀城北。东侧紧邻济北公
园，以绝佳的地理位置优势吸引
了众多购房者；澄波湖壹号位于
开元大街和银河路交汇处，在澄
波湖畔，特别是2014年澄波湖壹
号学校开工建设，建成后小区业
主子女不限户口，免费入学，享
受从幼儿园到初中12年的义务
教育，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2014年1月18日，售楼中心
刚开放的四建金海花园，四五月
份或可开盘。四建金海花园共建
设15栋高层楼房，共有1000套左
右的房屋，预计2015年年底全部
交房。

关键词五：校舍
透风漏雨宿舍变通

暖新楼房

新建的楼房，整洁的校园，
崭新的设备……自2011年济阳
县为民办十件实事工程启动以
来，济阳县各学校提升工程被提
上日程。2013年，济阳县各学校
已基本完成目标，达到标准校
舍、标准配置，同时，济阳县各幼
儿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济阳县为民办十件实事工
程实施后，2013年，济阳县大部
分学校住宿生搬进了通暖的新
公寓楼，此外，学校餐厅也安置
了崭新的水龙头，干净的桌子，
便捷的刷卡器，为学生提供了有
序便利的用餐条件。电子琴、腰
鼓、手风琴、竖琴，向来被人们看
做是大城市学校的专属，现在济
阳县各学校也均置办了这些乐
器。2013年，济阳县各学校的美
术器材室里放着崭新的画架，微
机室里摆着大屏液晶电脑，图书
室里摆放着数不清的新书。

关键词六：旅游
乐园、古镇、温泉在火

热建设中

“放假去哪玩儿”一直是困
扰着济阳县市民的一大难题，随
着澄波湖省级湿地公园、黄河古
镇、海棠湾温泉等项目的建设，
此难题将得到解决。

集古色古香和现代气息于
一体的黄河古镇项目于9月26日
开工建设，总占地约3000亩。项
目启动区占地117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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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分期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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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波湖风景区南北长1900
米，东西宽1300米，总面积3650
亩，其中水面面积2150亩，绿化
面积1500亩。通过四年的开发，
已投资3亿元，绿化、道路、驳岸、
码头、小品、广场、浴场、景观桥
梁、电力管网等基础设施基本完
成，景观效果已初步显现。

济南海棠湾温泉度假村位
于济阳县城西北济阳街道洼里

王村，东邻248省道，北依大寺
河，占地300亩。主要由五星级国
际温泉大酒店、温泉度假公馆、
联排温泉公寓、多层温泉电梯洋
房、健身会所、有机生态种植园、
黄河鲤鱼生态示范基地等七部
分组成，是一处集温泉洗浴、住
宿、餐饮、会务、健身、度假、娱乐
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高端商务
综合体。项目计划总投资6 . 8亿
元，规划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
米，目前，一期工程正在建设中。

关键词七：道路
去年城区改造10条

道路

经二路是济阳城区主要交
通干道之一，连接纬一路、纬二
路、纬三路，承载较多的车流量。
以前道路坑坑洼洼，车辆路过便
扬起沙尘，夜晚路灯也暗淡失
色。为方便市民出行，济阳县市
政园林公用事业局于2013年5月
1日开始对经二路南关路口至交
警队路口路段进行改造，历时四
个月，于9月5日通车。

经二路通行后，济阳县市政
园林公用事业局每隔30米安装
一盏大弯臂双光源路灯，共102
盏，使其形成灯光隧道，2013年
11月13日，所有路灯全部投入
使用，整个经二路夜晚都变亮
堂了。

2013年，济阳县市政园林公
用事业局在建设改造汇鑫路、上
好佳路、富阳街、经二路、永安路
南延等道路的同时，对纬四路东
段、经四路北段、经一路南段及
纬一路东段(老城街)等道路进
行改造维护。建设改造道路共达
10条，包括澄波湖路电缆沟、市
政管网、光明街板涵及排水管道
总计投资9100万元。目前，澄波
湖路电缆沟沟体已建设完成施
工，澄波湖路和陇海路南延正在
进行路床处理。

此外，济阳县市政园林公用
事业局还对开元大街196盏中华
灯、正安路双臂路灯320个灯头、
政务广场10套槐花灯进行更换。

关键词八：餐饮
小餐饮得到规范管

理

无论人来人往的黄金商业
圈，还是街头巷尾的宁静小区，
小餐饮单位随处可见。可是在给
市民带来美味与方便的同时，

“脏乱差”的小餐饮也给市民的
饮食安全带来隐患。2013年，济
阳县食品药品监督局对小餐饮

进行规范管理，并取得显著成
效。

经过规范，在济阳县城的餐
馆后厨，厨师们统一穿着白色工
作服，帽子、口罩佩戴整齐。后厨
水池也由以前的两个增加到了
五个，洗菜、洗肉、洗鱼、洗碗、消
毒分开来。药监局专门发放了黄
色的标示牌，督促小餐饮后厨水
池按要求分类。

本次小餐饮规范管理中，在
济阳县还设了三条示范街(纬二
路好又多至中医院区域、龙海路
北首、出租街西街)及一个示范
点(好又多二楼美食城)。

关键词九：危房
355户居民喜搬安全

住宅

2013年，济阳县共355户居
民从危房搬进了安全住宅。2013
年改造的危房户修缮加固补助
0 . 5万元，五保户重建补助2 . 0万
元，低保户、残疾人重建补助1 . 6
万元，其他贫困户补助1 . 4万元。
同时，济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
理委员会为危房住户建立档案，
有序管理。

据济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危房改造工程的具体流程为：
个人申请—集体评议—入户审
核—县(市)区级审批—签订协
议—组织实施改造—竣工验收。验
收结束后，济阳县住建委将为危房
改造户统一发放补助金。

关键词十：公交
35辆LNG新能源公交

车上路

2013年济阳县更换的35辆
新能源公交车已投入使用。一
年前，从济阳县城通往各乡镇
的还是老式的公交车，每辆车
后 面 总 是 拖 着 长 长 的“ 黑 尾
巴”，车开过去，市民纷纷捂住
嘴巴的画面时常出现。2013年4
月份，通往乡镇的35辆乡镇公
交车的运营资质及车辆保险陆
续到期，月底便将全部柴油车
辆更换成了新能源LNG天燃气
公交车。

此外，更换的新能源公交车
内部装置相比以往也有所进步。
老式的公交车只允许乘坐22人，
不允许站立超载运行，新车有24
个座位和站立区，总共可容纳48
人。而且车上的每个座位都配有
安全带，车窗上装有安全锤，车
内配备8公斤灭火器，可以让市
民乘坐更放心。

台湾四大食品巨头济阳“聚首” 农村人搬上了新楼房

十十大大关关键键词词看看济济阳阳新新变变化化
银座签了约、康师傅要

来了、学校盖了楼、乐园要
开放……经过2013年一年
的发展，济阳县的巨变众人
有目共睹。春节将至，本报
特选出十大关键词，从这些
关键词中来看济阳新变化。

大美澄波湖

黄河古镇效果图

LNG新能源公交车。

济阳汽车总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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