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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态态和和温温泉泉成成为为商商
未来将突破交通瓶颈，着力打造“四个中心”

河河金金字字招招牌牌

近年来，商河县推动城乡环卫一
体化，建设热源厂、污水处理厂等措
施，全面改善城区环境。今年5月份，商
河县正式获得省级生态县命名，成为全
省第七个省级生态县（市、区），6月份12

个乡镇（街道）被环保部命名为国家级
生态乡镇，在全国来说并不多见。商河
县目前正全力创建国家级生态县。

“要想改善环境，必须得有相关的
环保设施。”商河县环保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了改善环境，提高宜居水平，
商河县的城市污水处理场、开发区污
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热源厂等重大
基础设施先后建成投入使用。

为了解决污水排放的问题，商河
县对全县乡镇以上实现污水处理全
部覆盖。投资2700万元的县无害化生活
垃圾处理场于2011年6月建成投入使
用，日处理生活垃圾120吨。投资1 . 2亿
元的县热源厂建成投用，集中供热能
力已经达到近100万平方米。热源厂投
产后，商河县关停了44家小锅炉。

商河县于2010年11月份率先在
济南市开展了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
试点工作。在所有的乡镇设置了垃圾
中转站，全县963个行政村（居）全部
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城乡环卫
一体化覆盖率达到100%，村镇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100%。商河县还累计
投资4亿多元，对城区河道包括商中
河、长清河、文昌河、环城沟等进行河
道整治和环境改造，建设了人民公园、
滨河公园、全民健身中心等功能项目。

商河县的生态乡镇创建成就斐
然。2012年，12个乡镇(街道)全部获得
省级生态乡镇命名，同年5月份，全部
申报了国家级生态乡镇，“去年通过
了环保部的初审，正在等待正式命
名。”截至2013年底，全县市级文明生
态村累计达到622个，占全县行政村
总数的65 . 61%；其中，6个村庄获得省
级生态村命名。

本报记者 蒋龙龙
见习记者 张九龙

“温泉生态之城，休闲健身之
都，鼓子秧歌之乡”，这样的说法经
常被商河人津津乐道。可在十年前，
商河陷入了经济发展边缘化的困
境。

“商河的发展有先天不足，地理
位置较偏，交通不便，一直是招商引
资的难点。”商河县发改委金融服务
中心主任郭连星坦言。从地图上看，
济南、德州、滨州三个城市构成一个
三角形，而商河恰恰处在三角形相
对中心的位置。从商河出发，想要到
达这三个城市都比较远。

与周边的济阳、惠民、乐陵等地
相比，商河在地理上并没有明显的
优势。“商河距离济南城区较远，而
且从济南到商河必然要经过济阳，在
招商引资的时候很难吸引客户。以
前，我们没有让客户舍近求远，来商
河投资的硬件条件。”郭连星表示。

“交通不便，也曾经是制约商河
发展的重要因素。”郭连星指着地图

告诉记者，商河以前没有高速公路，
也没有铁路，省道只有S248线和
S316线。两条省道一纵一横，穿商
河而过。

“由于交通方式单一，两条省道
的交通压力很大，特别是大型货车
只能走省道，影响了路面的使用寿
命。道路经常需要大修，给商河人民
带来很多不便。”郭连星补充道。

“商河是个农业大县，产粮大
县，经济小县。”郭连星说，全县有耕
地114万亩，总人口62万多，其中农
业人口达到了52万。“农业产值占到
全县经济总产值的三成左右，这一
比例是很高的。在侧面也反映出商
河工业和第三产业比较弱。”

据郭连星介绍，在工业上，商河
还是以轻工业为主，并且主要是纺
织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结构
比较落后。“商河矿产资源不算丰
富，发展重工业受到原材料匮乏的
制约。”

●先天不足制约经济发展

谁也没想到，工业没发展起来，
使得商河保持了较好的生态环境，
竟成了商河如今最大的优势。而
温泉资源的发现，则算得上是大
自然对勤劳朴实的商河人民最珍
贵的馈赠。

河流如带，萦绕着城区、小镇、
乡村；道路两侧，绿树延续不绝，或
红或黄的鲜花点缀其间，清脆的鸟
鸣响彻林间。这是今日商河的真实
写照。商河近年来花大力气治理生
态，“生态商河、绿色商河”的品牌越
叫越响。

到2013年底，商河全县林木覆
盖率达到34 . 26%,城区绿化覆盖率
42 . 6%，领先全市。城市污水处理达
标排放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12个乡镇街道全部达到国家
级生态乡镇创建标准，市级以上生
态文明村达到516个，国家级生态县
创建稳步推进，被评为“全国绿化模
范县”。商河的区域生态竞争力明显
增强。

十年之前，当一眼石油勘探井

涌出汩汩温泉时，谁也没想到，它
会成为今日商河的新名片。伴随
着温泉基地、温泉国际项目的启
动，“天下泉城、温泉商河”的品牌
越叫越响。

温泉基地预订接待部负责人任
倩倩介绍，今年“十一”期间，温泉基
地累计接待游客6000多人，甚至出
现一池难求的场面。“平时周末的客
流也不小，大约有500人到800人，到
了冬天客流量更大。”

目前，温泉基地的影响力逐渐
扩大，辐射范围已经到了华北地区。
任倩倩表示：“鲁西北地区以及北
京、天津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而且
很多都是回头客。”

除了旅游观光，温泉还被广泛
应用于农业生产。红掌、蝴蝶兰、木
瓜、菠萝、橡胶林……这些充满热带
风情的物产，如今借助温泉的“妙
手”，已经在商河落地生根，开枝散
叶。温泉农业的发展，实现了温泉从
观到用的转变，也推进了商河农业
向现代化转型。

●生态环境较好成最大优势

商河县东靠滨州市的惠民、阳信，
西与德州市的临邑毗邻，南临济阳，北
与德州市的乐陵接壤，是济南市的北
大门。2006年通车的省道248线，是商
河通往济南城区仅有的主干道。交通
不便，严重制约着商河的发展。

商河是济南市目前唯一不通高
速公路的远郊县，不过这一切很快
将会成为历史。据了解，今年年底，
济乐高速可建成通车，届时从商河
到济南市区只需40分钟。

济乐高速是京沪高速的一部
分，双向6车道设计，设计行车时速
120公里。济乐高速途经商河至济阳
崔寨镇，与青银高速相连，在商河设
互通立交，并有连接线与商河城区
和经济开发区连接。

过去商河没有铁路，今年底，途
经商河的德龙烟铁路也将通车了。
通车后，商河距离最近的滨州港只

有170公里。据了解。商河站是沿线7
个客运站之一，位于商河县殷巷镇
后芦洼村村北。其中货运站位于铁
路线北侧，年发送到达货物量50万
吨；客运站位于铁路线南侧，设计最
高聚集人数400人。

德龙烟铁路被称为第二条“胶
济铁路”，这条山东北部沿海铁路通
道，将滨州港、东营港、潍坊港、烟台
港连成一体，并辐射威海港，为商河
开辟出了一条煤炭、矿石等原材料
运输的新通道。建成之后，可以大幅
降低商河原材料物流成本，为商河
经济发展提供运力支持。

对于商河的未来，郭连海充满
信心。“高速公路、铁路陆续通车后，
商河的交通状况将得到彻底改变，
为商河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
遇。交通将成为商河的新竞争优
势。”

●突破交通瓶颈，沃野起通途

城城乡乡一一体体化化，，冲冲刺刺““国国家家生生态态县县””

郭连星介绍，从商河自身情况
看，济乐高速公路、德大铁路即将
建成通车，商河区位优势得以凸
显。珠穆朗玛食品、现代牧业等新
项目加快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的动
力和活力进一步增强。未来商河将
着力打造“四个中心”，实现商河新
跨越。

黄河以北温泉养生、休闲健身
中心。温泉和生态是商河的特色，
也是未来商河发展的主攻方向。目
前，温泉基地经过扩建，日接待能
力已经提升至1500人，在国内影响
力显著提高。在建的温泉国际项目
占地达6000亩，集绿色人居、温泉
度假、旅游商业、城镇开发为一体，
力争打造中国首席“城镇综合体”。
这个项目将模拟世界各地的特色
温泉，突出“国际范儿”，和温泉基
地错位发展。万亩的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园，集农家体验、生态观光、科

普教学等功能于一体，已经是省级
农业旅游示范点，成为商河温泉旅
游、农业观光的特色平台。

黄河以北重要的工业中心。工
业一直是商河的产业短板，突破工
业成为商河发展的必由之路。郭连
星表示，商河下一步将继续实施

“工业强县”战略。据了解，目前商
河已初步形成纺织服装、电子机
械、农副食品、生物医药、环保节能
等骨干产业。“齐鲁宏业、帅潮实
业、博特瑞机械、宇飞食品、力诺科
源药业公司、科麟环保、天壮环保
等企业发展势头都很好，有望实现
商河工业的腾飞。”郭连星介绍，商
河已经由“招商引资”向“选商引
资”转变，“不符合生态环保要求和
产业布局的企业，商河坚决不要。”

黄河以北农副产品交易中心。
商河是农业大县，农产品品牌效应
显现，然而农业产业化才刚刚起

步。近年来，商河县大力发展无公
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建成玉龙温
泉等10家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年交易额过亿元的农产品交易
市场达到3个。商南农贸市场、富东
农贸市场、白桥大蒜市场，将成为
农副产品交易的重要平台。下一
步，商河国际花卉城、商河花朝园
旅游项目、齐鲁花园中心等则主打
花卉牌，争取将商河打造成为环渤
海地区重要花卉交易中心。

黄河以北区域性商贸物流中
心。随着高速公路和铁路即将竣工
通车，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商河地
处三市中心的地理优势逐渐凸显。
商河县抓住机遇，规划了佳怡物流
园区项目、生资物流园项目、泰商
国际商贸城项目，三个项目正在稳
步推进中。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
来，商河将借助便利的交通，发展
成为重要的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

●打造“四个中心”，绘就发展蓝图

本报10月29日讯（记者
赵伟） 10月30日，齐鲁晚报《今
日商河》正式与您见面啦！以后
每个周四，《今日商河》将随齐
鲁晚报主报一起发行，成为您
了解商河大事小事的窗口。

如今的商河，树多、地净、
水清、天蓝、人和！在通往自强
致富的路上，不走寻常路的商
河独辟蹊径，以生态立县。在获
得省级生态县命名、12个乡镇

（街道）全部获得国家级生态乡
镇命名后，商河正举全县之力

努力创建国家级生态县。
一直关注商河县发展的齐

鲁晚报，推出了扎根商河的县
域版《今日商河》。《今日商河》
为大众报业集团旗下重要子
报———《齐鲁晚报》在济南地区
的第五个区县版。

齐鲁晚报是商河也是山东
省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大的
都市类报纸，在商河也拥有数
万名忠实的粉丝。《今日商河》
创刊，将使齐鲁晚报与商河民
众实现真正的零距离接触。《今

日商河》也将秉承“服务地方，
促进民生”的理念，展示商河的
发展成果，关注商河的民生热
点，努力实现与商河各界共赢
发展。

我们深信，齐鲁晚报《今日
商河》的落地，终为商河的发展
尽到应尽之力。我们希望《今日
商河》能够成为商河人生活中
必读的刊物，《今日商河》的成
长也离不开您的支持和陪伴；
要收获硕果，更需要和您一起
努力。

《今日商河》今天与您见面啦

交通不便，经济薄弱，特色不鲜明曾是商河的真实写照，如今“环境立县、工业强县、
全民创业”的理念深入民心。商河人借助温泉和生态特色，突破瓶颈，打造“四个中心”，
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商河温泉基地早已名声在外。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大沙河全长32 . 88公里，横穿商
河北路，是济南市北部重要的湿地生
态系统，2010年被命名为省级湿地公
园，也是商河县北部的主要水资源调
控区。为了更好地发展旅游产业，商
河县将重点打造大沙河旅游带。将依
托大沙河旅游风景带及两岸人文自
然资源优势，建设集度假、休闲、观光
于一体的旅游度假区。

商河县自2001年开始实施沙河
故道调蓄水库工程以来，植树150万
株，修建了码头，购置了游船，修建了
凉亭、钓鱼台等娱乐设施，初步形成
了休闲、观光、娱乐一体化的旅游场
所雏形。

“大沙河将按照‘一带’和‘五个
功能分区’进行打造。”据商河县旅游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带”就是
生态水域风光带，即以大沙河为轴
线，向两岸延伸，带动沿线地区的发
展。融入齐鲁文化主题，分段打造，积
极开发亲水娱乐、农业休闲、养生度
假、美食体验等产品，进一步提升城
市品位和旅游特色，优化服务环境，
打造形成商河滨水魅力风景带和文
化游乐轴。

“五个功能分区”就是根据河道
分段发展特征，确定五大功能分区，
共同展现滨水休闲多样特色。五个功
能分区就是文化休闲区、亲水娱乐
区、养生度假区、游乐体验区、生态游
憩区。

本报记者 蒋龙龙
见习记者 张九龙

大大沙沙河河将将建建成成观观光光旅旅游游带带

温泉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图为温泉温室。 见习记者 张九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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