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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门门水水库库将将成成

全全县县唯唯一一水水源源地地
济阳城乡将一体化供水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蒋龙
龙） 25日，记者从济阳县两会获
悉，受市民关注的稍门水库建设
已经签下合作建设协议，济阳县
还将加快稍门平原水库建设，扩
建青宁水厂，完善城乡供水一体
化管网，建立水源地保护生态补
偿机制。

据了解，仅2014年上半年，济
阳城区最高日供水量就已达到
2 . 9万立方米，这个数字与城区最
大日供水能力3 . 2万立方米仅仅
相差0 . 3万立方米，济阳县持续安
全供水存在一定的威胁。而扩建
水源地或者开辟一处新的水源
地成为济阳全城迫在眉睫的大
事。

在济南市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济阳县开始启动稍门水库的
建设前期工作。据了解，稍门水库
建设工程总投资3 . 2亿元，占地
1635 . 3亩，总库容897 . 9万立方米，
年供水量可达3500万立方米。

稍门水库选址位于县城以
北，水库库址距城区较近，有利
于向城市供水，也能改善城区环
境。建成后，稍门水库将成为济
阳全县唯一水源地，其他水源地
将变为备用水源地。建成后的稍
门水库与葛店引黄闸相连，相应
输水管道已在建设中。

稍门水库还将配套建设自来
水厂，该水厂设计日供水能力12万
吨，其中一期7万吨。水厂将通过主
管道与崔寨水厂、太平水厂、曲堤
水厂、仁风水厂和济北水厂连接，
实现水库和水厂、主管网一体化贯
通，实现由县城往各镇送水，从而
实现全县城乡供水一体化。

据济阳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济阳县还将扩建青宁水厂，完善
城乡供水一体化管网，建立水源
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

南南山山注注意意了了，，济济阳阳要要来来抢抢
澄波湖创3A、大寺河开发、黄河古镇，济阳将引领济南“旅游向北”新选择

污污水水有有望望

不不再再““围围城城””
16个路段将敷设25000米污水管道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蒋龙
龙） 25日，记者从济阳两会获
悉。经过2014年的污水综合治理
工程，“污水围城”问题正在得到
有效解决。2015年，济阳县将加强
污水管理厂的运行管理，完善污
水管网的配套设施。

据了解，随着济阳县的发展，
工厂以及城区人口的迅猛增加，济
阳县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排放量
急剧增加，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
环境。

2014年，济阳县市政园林公用
事业部门针对城区西部部分片区
无污水管道、或者管道衔接不畅、
企业乱排乱放污水现象，对永安
路、开元大街中段、泰兴街等16个
路段规划敷设污水管道，总规划
长度约25000余米，实现多路段管
网的雨污分流。

据了解，目前，开元大街、新
元大街、泰兴街、兴隆街南侧、汇
鑫路、安康街北侧、上好佳、澄波
湖西侧、统一大街、仁和正安污水
管网建设已完成，兴隆街北侧正
在建设当中。截至目前，共计完成
污水管道10100余米。“有效解决
了污水‘围城’的局面，改善了济
阳县居民的生活环境。”

目前，济阳县污水处理厂总规
模将达到日处理污水4万吨。济阳
县相关负责人介绍，污水处理厂的
扩容改建对于改善济阳县城区生
态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保证
城市可持续发展，缓解水资源供需
矛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济阳县还加大农村污水的
处理力度。”济阳县相关负责人介
绍，济阳县在2015年还将加强污水
处理厂运行管理，完善污水配套
管网，提高污水收集率和集中处
理率。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蒋龙
龙 杨擎） 25日，记者从济阳两
会获悉，济阳县在2015年将规划和
推进建设一批旅游项目，并编制大
寺河开发规划，力争将澄波湖创建
为3A级景区，引领济南市旅游向北
发展，将济阳县打造为省城休闲度
假“后花园”。

2014年，济阳县实现了澄波湖水
上乐园开园。市民关注的黄河古镇展
示中心也对外开放，海棠湾温泉度假
村加快建设。在去年，济阳县还引入
市场机制，利用社会资金举办黄瓜
节、柿子节等乡村旅游节庆活动，大
力推动了济阳县旅游业的发展。

据济阳县相关负责人介绍，济

阳县在2015年将继续打造休闲旅
游品牌。济阳县高起点编制大寺河
综合开发规划，新建济阳食品展销
中心，加快澄波湖温泉度假区、黄
河古镇、海棠湾温泉度假村等重点
项目建设。

大寺河是济阳县重要的水系，
其流经回河镇起步区，处于回河镇
城镇开发的重要地段。为改善民
生、提升环境、展示文化，济阳县启
动了大寺河改造提升工程，并将高
起点编制大寺河综合开发规划，确
保进展顺利。

据了解，大寺河项目西起220
线西100米处，北至回河镇小何家
水闸，全长约2350米，以“滨河、生

态、休闲、文化”为出发点和回归
点，以生态、保护、自然野趣、休闲
游览为设计目标，打造一个简洁自
然、品位个性化、面向未来的滨河
湿地公园环境。

“大寺河项目计划分三个阶
段 实 施 ，现 已 启 动 土 方 开 挖 工
作。”大寺河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项 目 建 成 后 ，将 直 接 带 动 周 边
3000亩土地的升值潜力。同时，也
将较好保护澄波湖主水源，并为
济阳县主城区未来发展留下空间
和后劲。

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济阳县
还将做好澄波湖3A级景区创建工
作，还将深度挖掘徒骇河等旅游

资源，策划引进一批重大旅游项
目。“徒骇河作为横穿济阳县北部
的一条重要河流，经过近年来的
综合治理，徒骇河水质改善，水中
也生长起了多种浮游生物，越来
越呈现出一幅‘鱼翔浅底’的美
景。”据介绍，徒骇河沿线还有丰
富的人文旅游资源，这些因素都
将支持徒骇河沿线旅游资源的深
度开发。

济阳县相关部门将以合理规
划、挖掘特色为重点，打造旅游特色
镇村、旅游示范点和星级农家乐，完
善配套设施，提升档次水平。策划旅
游精品线路，强化宣传推介，引领济
南市“旅游向北”新选择。

区区县县两两会会·济阳

济济阳阳将将建建新新城城农农贸贸市市场场
提升老城农贸市场

本报记者 蒋龙龙

25日，记者从济阳县获悉，2015
年济阳将做大商贸物流产业。相关
部门将建成新城农贸市场，改造提
升老城农贸市场，并对曲堤、垛石等
专业批发市场进行提升。

2015年，济阳县将优化商业空
间布局，着力打造核心商圈。好又多
商圈重点实施交通畅通工程和周边
环境综合治理，提升消费环境；五金
建材城商圈重点加快银座商城、写
字楼等新型商业集聚区建设；安大
广场商圈完成地下商铺主体工程，
打造购物、餐饮、休闲、娱乐、健身等
多业态并存的地标性商业综合体。

济阳县今年将建成新城农贸市
场，改造提升老城农贸市场，满足居
民日常生活需求。完善市场流通体
系，提升曲堤、垛石专业批发市场，
鼓励大型商场、超市到镇（街道）、社
区建设直营超市、便民网点。

集中建设4个

市级示范村

济阳县将统筹使用政策资金，集中建设
市级示范村4个、县级示范村18个、镇（街道）
级示范村80个。扎实推进乡村扶贫解困工
作，落实大棚蔬菜产业发展等扶持政策，对
确定的贫困村、贫困户实施精准扶贫，努力
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效。

国道104线将改建

省道249、239将大修

抓好济乐高速绿色通道、大寺河水系
生态绿化等工程建设，新增造林面积1 . 5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5%以上。大力推进济
东高速建设，实施国道104线改建和省道
249、239线大修工程。落实镇、村责任，继续
强力推进村级公路网化工程，全面完成规
划建设任务。

启动农村产权流转

交易市场体系建设

启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建设，
探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土地
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开展农田水利设施产权制度
改革试点。

兴阳热源厂将扩建

徐家商业街将拆迁

启动县城片区改造，实施徐家商业街拆
迁，加快菅家社区（二期）建设，完成第一百
货片区（一期）安置楼主体、积极推进二期拆
迁。完善功能配套，加快文体中心综合场馆
和全民健身广场建设，实施兴阳热源厂二期
工程，完成澄波湖路（北段）等市政道路建
设。

实施20项新型

城镇化工程

加快崔寨、孙耿、曲堤3个镇建设，实施
20项新型城镇化工程，打造在全市乃至全省
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强镇。稳步推进新型农
村社区建设，着力破解启动资金、拆迁安置
等难题，加快5个在建社区建设，接续做好8

个建成社区的配套完善、日常管理工作。

建立物业公司

考评机制

持续推进住宅小区专项整治，健全社区
居委会机构，发挥业主委员会作用，强化物业
企业星级管理，建立考核评议机制，创造优美
舒适小区环境，提高居民幸福感，让居民愿意
在小区居住生活。开展“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
动”，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保障建筑工程质量。

实施扬尘治理与渣土整治等大气污染防治
“八大行动”，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启用农民工

综合服务中心

济阳县今年将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全
面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扩大小额担保贷
款发放规模，启用县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
新增城镇就业3400人，农村劳动力转移8600

人。

今年将建设3处

社区老年人照料中心

积极稳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加大社会救助力度，逐步提高城
乡低保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构建更完善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3处城市社区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20处农村幸福院，启动县
级养老机构建设。

启动城区公益祠堂建设

帮助困难群众改造房屋

帮助200户农村困难群众实施危房改
造。启动城区公益祠堂建设。发挥慈善总
会、红十字会、残联等各方力量，完善临时
救助制度，帮助群众应对突发性、紧迫性、
临时性生活困难，织密织好社会保障安全
网。

启动回河中学项目

建设残疾人康复中心

济阳县将加快澄波湖学校建设，扩建第
二实验小学，启动回河中学建设；深化教育
教学管理创新，提升学校内涵，通过全国义
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验收。建设县级残疾
人康复中心，加快县中医院病房综合楼建
设。

完成可移动文物普查

加快数字档案馆建设

相关部门将完成可移动文物普查，推进
卢永祥故居修复保护工作。深入开展公益文
化和全民健身活动，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
加快数字档案馆建设，实现资源共享、互联互
通。

整治“四小”食品

加快诚信体系建设

在2015年，济阳县将完善监管机制，实
施“四小”食品专项整治，开展国家食品安全
城市创建。“四小”食品专项整治就是对小作
坊、小食品店、小餐饮、小食品摊贩进行专项
整治。加快诚信体系建设，严厉打击非法集
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确保实现为期三年的
目标任务，维护县域金融秩序稳定。

25日，记者从济阳县两会获悉，2015年，济阳县将着力抓好“工业经济、三产发
展、美丽乡村、城镇建设、民生改善”五项重点，加大民生投入。在2015年，济阳县将
启动徐家商业街拆迁工作，实施国道104线改建，并进行省道249、239大修。济阳县
还将启用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同时济阳县在2015年还将
建设3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并启动城区公益祠堂建设，将继续加大教育和
文化事业投入，启动回河中学建设。

今今年年将将建建33处处老老年年人人照照料料中中心心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四四区区一一中中心心””今今年年将将完完工工
本报记者 蒋龙龙

25日，记者从济阳县两会获悉，
2015年济阳县将完成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园北园“四区一中心”建设任务，打
造都市型现代农业园区。

据济阳县相关负责人介绍，济阳县
将壮大瓜菜、奶牛等优势特色产业，发
展种苗产业，提高农业综合产出效益。
完成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北园“四区一
中心”建设任务，打造都市型现代农业
园区。加快推进省农科院试验基地、旺
旺奶牛养殖等农业项目建设，积极培育

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和种
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成长。

济阳县将重视农业品牌建设，支
持创建“三品一标”农产品；整合品牌
资源，探索建立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实施农田水利建设、粮食基地建设、水
稻机械化推广、土地整治等11项重点
工程，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济阳县还将加强标准化体系建
设，建立健全农产品生产技术操作规
程、质量管理标准、农资管理等制度，
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确保农产品
质量安全。

外地人到济阳收购西红柿等蔬
菜。 本报记者 左庆 摄（资料片）

济阳食品工业城的路牌上标注了食品企业的位置。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后后花花园园””名名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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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张尊尊连连二二胡胡师师生生音音乐乐会会上上演演
——— 名师携众弟子2月14日“情人节”浪漫奏响历山剧院

2月14日，由齐鲁晚报和山东
演艺联盟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的“张尊连二胡师生音乐会”将在
历山剧院上演。据了解，本场音乐
会由我国著名二胡演奏家、教育
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尊连先
生携其优秀学生刘媛蕙、刘宇、穆
瑞雪、邓昌、赵禹纶为大家带来精
彩演出，另有青年扬琴演奏家张
侠加盟，将在情人节为泉城观众
带来一场视听盛宴。记者了解到，
本场音乐会仅有约1000张门票，
泉城喜爱二胡国乐的市民需尽快
抢购，同时，只要购买本场音乐会
一张门票，加10元钱将免费获赠2

月13日、2月21日、2月22日“历山
艺享汇”任意一场相声门票，数量
有限，赠完为止。

2月14日是西方传统的情人节，
记者在曲目单上看到音乐会特为节
日做了精心准备，以一首《送我一支
玫瑰花》作为开场，这首曲子是张尊
连教授专门委托戚浩笛先生为本次
情人节专场音乐会而作，根据同名
新疆民歌改编而成。

同时，音乐会既有极具民族风
情的《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和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又有名
家代表作、曾斩获“20世纪华人音
乐经典作品奖”的《二泉映月》，值

得一提的是，本次演出曲目加入了
2014年火遍亚洲的韩剧《来自星星
的你》的主题曲，这首曲子是高韶
青先生移植整理成的胡琴四重奏
版本，展现了胡琴类乐器极富歌唱
性的表现特点，令人耳目一新。

张尊连教授是我国著名二胡
演奏家、教育家。现任中国音乐学
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国乐系主
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胡琴专
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家协
会二胡学会副会长。（刘芳芳）
演出基本信息：
演出全称：张尊连教授二胡师生
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5年2月14日19:30

演出地点：济南历下区历山路112

号历山剧院
票价:50/80/120/180/元
票务总代理：演艺联盟票务中心
www.lmp5 .com

票务热线：0 5 3 1 — 8 1 9 3 9 5 8 6
0531—82627277 4000099566

大寺河风景美不胜收。

济阳将建食品展销中心

加加多多宝宝以以后后将将有有““济济阳阳造造””

多家台资企业的代表来济阳台湾工业园访问。 本报记者 赵伟 摄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蒋龙
龙） 25日，记者从济阳县两会获
悉，2014年康师傅、印尼迈大等知
名食品生产企业落户济阳县，国内
首个引进台湾人才智力试验区正
式落户济阳。2015年，济阳县还将
建设济阳食品展销中心，推动多个
食品项目落地投产、其中丹夫食
品、加多宝饮料等一批项目将投产

达效。
据济阳县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济阳举全县之力发展食品工业
的效果开始逐步显现。济阳县目前
共有142家食品工业企业、产值超过
70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1/4、
占济南市同类行业总产值的1/3。

“在2014年，还签约落户了康师傅
饮品、印尼迈大等世界知名食品企

业。”
记者了解到，2014年2月19日，

总投资1 . 28亿美元的康师傅控股
有限公司济南饮品项目在山东济
阳举行了签约仪式，“这标志着统
一、旺旺、耐斯、康师傅台湾四大食
品巨头齐聚济阳一县，这在大陆为
首例，康师傅的落户也将成为济阳
争创‘中国食品工业城’的有力砝

码。”
随着企业的聚集效应，济阳

的食品企业的种类已经越来越
多，目前已经涵盖了农副食品加
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
食品包装业等行业。“食品制造
业、饮料制造业在全国具有很强
的竞争优势。”随着济阳食品工业
的发展，济阳的食品工业产业链
也越拉越长，推动了济阳农业、奶
牛养殖业、印刷包装企业、物流企
业在济阳的集聚和发展。

2015年，济阳县将大力实施
食 品 项 目 攻 坚 ，提 高 项 目 开 工
率、投产率，确保康师傅饮品、迈
大食品等一批项目如期开工，上
好佳食品二期、耐斯爱之味食品
等 一 批 项 目 加 快 建 设 ，丹 夫 食
品、加多宝饮料等一批项目投产
达效。

济阳县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4年5月，国内首个引进台湾人
才智力试验区正式落户济阳。“济
阳将成为台湾高层次人才聚集地，
食品工业发展的人才储备将更加
雄厚。”

食品工业名城的建设不仅需
要科研生产硬实力，也需要食品
文化建设软实力的支撑。据济阳
县相关负责人介绍，2015年济阳
县还将建设济阳食品展销中心，
宣传济阳的食品工业，发展济阳
食品文化，“济阳县打造国家食品
工业名城的底气将更足。”

民生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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