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范
佳 喻雯） 21日，济南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闭幕。

济南市第十五届人大五次
会议应出席代表502人，21日的
会议出席453人，符合法定人
数。

大会首先表决通过了会议
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随
后，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以无
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孙积港、
李华贤为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委员；王铁志、刘晓钟、
唐忠、滕静为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委员。

邹世平同志达到任职年龄
界限，大会决定接受邹世平辞
去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十五届人大法制委员会
主任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主
任委员职务的请求。宋玉国同
志达到任职年龄界限，大会决
定接受宋玉国辞去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十五届人
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
农村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的请求。

大会还表决通过了市十五
届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补充人选名单，李华贤为市
十五届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
员，许强为教科文卫委员会主
任委员，孙积港为市人大财政
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文进
为市人大农村经济委员会主任
委员；刘晓钟为市人大教科文
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唐忠、滕
静为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

济南市第十五届

人大五次会议闭幕

南山北水，让济南成为一座有着独特韵味的北方城市，但同
时也促使城市建设东西两翼展开，形成目前一种东西狭长的发展
格局。这种格局不仅给交通带来极大压力，更重要的是限制了城
市发展的空间。如何让济南变得更宽？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
十三五规划中已经给出答案。

携河北跨 东西提升

过过河河免免费费，，狭狭长长济济南南变变宽宽了了

今年是十三五规
划开局之年，在刚刚结
束的济南两会上，济南
市政府工作报告和会
上通过的“十三五规
划”，绘制了一幅济南
发展蓝图。

从全省、全国、世
界维度来看济南，去
年，省委常委、济南市
委书记王文涛曾用三
个维度给济南定位，由
此，提出了打造“四个
中心”、建设现代泉城
的总目标。目标变现
实，需要具体的指标体
系。“十三五规划”出
炉，一项项的指标清晰
起来。新维度济南，我
们期待你。

1月18日下午，车主郝先生正
像往常一样在济南黄河大桥收费
处等待着交10元钱的过路费。“前
几年黄河大桥北侧免费了一部分，
我很是羡慕。”郝先生是外地人，因
为工作关系车牌挂的鲁A牌照。他
指着车牌说，同样是鲁A，为何就
不能免费。

羡慕归羡慕，郝先生已经习惯
了过桥交过路费的生活，不过每年
花费两千多元对他来说也不是一
个小数目。“免费后一年能省下两
千多元钱，对来往市民来说确实是
好事。”郝先生说。

1月18日，省委常委、济南市
委书记王文涛在参加济南市两
会时表示，今年3月16日，鲁A牌
照小汽车通过黄河大桥将免费。
19日，济南市交通局局长刘程华
再次确认，济南黄河大桥、济阳
黄河大桥以及建邦黄河大桥将

在3月16日同步免费。
如果说三座黄河大桥同时打开

了济南北跨的风口，2016年有望立
项的穿黄隧道则为北跨注入了一股
强心剂。18日，济南市人大代表、济
南市发改委主任王宏志说，目前穿
黄隧道项目正在做预可行性研究，
为项目立项提供依据，确定隧道的
具体建设形式、建设规模等。

据悉，穿黄工程通车时速在每
小时60公里至80公里，这样算下
来，4 . 5公里长的隧道穿行只需要
4分多钟。

“地铁穿黄，也是这项工程
一大亮点。”根据济南轨道交通
规划，远期建设的南北向的M2线
最北站就在泺口附近，未来也有
北延计划，此次地铁穿黄也是与
轨道交通的有效衔接。该工作人
员透露，如果项目可以落地，修
通工期计划为3年。

一直以来，黄河大桥俨然成了
济南的“北大门”，济阳人往往觉得
到了黄河大桥就到了济南，市区市
民总觉得出了黄河大桥就出了市
区。在不少济南市区市民的心里觉
得济阳属于济南的郊区，黄河大桥
也成了济阳与济南的屏障。

“还有部分市民总觉得‘河北’
的市民家庭条件较差，甚至出现了
不让孩子嫁给‘河北’小伙的情
况。”济阳开发区招商局相关负责
人说。

如今黄河大桥免费已经打通
了济南和济阳的交通瓶颈，而未来
济南（黄河）新区的划定，必将加快
黄河北岸融入济南的步伐，让黄河
北的小伙子也成为“香饽饽”。

1月18日，济南市人大代表、
济南市发改委主任王宏志表示：

“黄河新区已经申报到了省里，
暂命名为济南新区，省政府研究
通过后将上报国家。未来有了国
家新区，政策上会更加优惠，济
南的发展会更快。”

济南新区规划总面积为800平
方公里，其中黄河北岸包括天桥区
桑梓店镇、大桥镇，济阳县崔寨镇、
回河镇、济阳街道、济北街道全境，
共500平方公里。

据悉，济南将黄河新区计划申
报国家级新区，跨河发展变为携河
发展，向黄河北要空间，变黄河为
城市内河，城市发展由大明湖时代
向黄河时代过渡。

济南新区跨过黄河

孩子嫁到“河北”不憋屈

对于老家章丘的的哥王师傅
而言，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章丘
何时能真正成为济南的一个区。以后
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济南
人”，而不是被认为是章丘人。

“我每个月都回济阳老家一
次，虽然一南一北，离家就一个
小时。但还是差别比较明显，感
觉自己不是济南人，而像是乡下
人。”济阳的哥孙师傅盼望，老家
济阳能快速融入济南，成为济南
的一个区。

王师傅和孙师傅的愿望或许
在不久将会实现，就在刚刚闭幕的
济南两会上，济南市对城市布局进
行了规划，其中非常引人注意的就
是推进章丘撤市设区，推动济阳撤

县设区。
根据济南十三五规划，推进章

丘撤市设区，以章丘城区为核心，
带动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绣源河
等片区，形成东西互动的发展格
局。在对济阳发展的定位中也提到

“济阳被定义为卫星城市，加强济
阳与中心城区的对接”。

章丘、济阳设区后，济南市
行政区划格局将由目前的六个
市辖区、三个县、一个县级市变
为八个市辖区、两个县。目前济
南主城区户籍总人口约350万，
章丘人口100余万，济阳人口50
多万。按照目前数据计算，章丘、
济阳融入济南后，济南城区人口
将达到500万左右。

推动章丘济阳设区

城区将迎150万新“济南人”

小汽车过桥一年省两千多元
未来穿黄隧道通车，过河只需4分多钟

编者按：

济南不断长大的同时也在努力长高。CBD片区超高层地
标，今年年底就要开工了，大济南又长高120米。在济南“四个
中心”建设的大潮中，高新区也变身省会发展的另一个高
地——— 济南产业发展和创新驱动的新高。未来的日子里，在

“两大高地”的带动下，泉城百姓的日子过得也将越来越好，
生活标准也将越来越高。

420米刷新高 高新区赛中关村

两两大大高高地地有有颜颜值值还还拼拼内内涵涵

超高层就要动工

创造泉城新地标

今年年底，中央商务区420米
的超高层建筑就要动工了，这也再
一次刷新了济南的天际线。这个消
息让沾了CBD光的房地产项目偷
着乐起来。

“我们真是庆幸有个好邻居，
SOHO公寓一点不愁卖，价格也是
高高的。”华润悦玺SOHO公寓的
客户经理笑得合不拢嘴，现在正面
向内部团购，可供选择的户型是
35 . 5平的平层和45 . 9平的loft，平
层的单价为1 . 2万元，loft的价格到
了1 . 4万元至1 . 5万元。“我们的客
户也都是‘高精尖’人才，整体的档
次就是高。”

“高大帅”的CBD，要打造成为
济南的“华尔街”，高度是最“显而
易见”的因素。在核心区域将建设5
栋建筑高度220米至420米的标志
性建筑群，创造泉城新地标。

“齐鲁新海拔，泉城真活力”，
CBD的发展愿景里还有跟高度“匹
配”新高产业。未来CBD将瞄准新
总部经济、金融+、现代商务服务
业、“创新、创业、创意”的三创产业
等。策划十大金融招商项目，推进
花旗银行、港通融资租赁等总部入
驻，打造高端业态和总部经济集聚
区。为了提升CBD的活力，片区主
打“功能复合”：不仅只包含着办
公，还包含商业、居住、SOHO、学
校等等一系列的服务设施，将成为
全天候的复合化的现代活力中心。

济南又长高120米

CBD将变绝对市中心

420米，随着这一新高的刷新，
也意味着济南又长高了120米。

越来越高的楼，远远就能看
到。但作为城市地标，还不止是高
这么简单。济南市政协委员黄淑玲
在发言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城市地
标的看法，“作为地标，要看里面装
的什么内容，不在于楼的高低，在
于内容是否充实。”省委常委、济南
市委书记王文涛也在“两会”中表
示，“真正的城市地标不在于多少
高楼，而在于多少知名企业，这才
是真正的城市地标。”

的确，城市的长高，不仅仅是
楼宇的高度，楼宇中的内容才是关
键。目前的第一高绿地中心实现的
不只是高度，更是视野、科技、实
力。作为济南最高的写字楼，这里
汇聚了山东、华东乃至全国的总部
中心和金融中心，成为济南“现代
服务业”的风向标。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
铁岗教授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不断推进,城市密度会增大,土地资
源稀缺,土地价值上涨,城市“向上”
发展是一种趋势。

城市长高是必然趋势,但是必
须要健康地长。济南就是这样因地
制宜地慢慢长高。目前济南举全市
之力打造的中央商务区也将变身
济南绝对的市中心，这也将成为体
现省会优势、辐射带动周边、充满
发展活力的第一新高地。

创新驱动新高

高新区向中关村看齐

在济南“四个中心”建设的大
潮中，除了中央商务区，高新区也
变身省会发展的另一个高地。她将
成为济南产业发展和创新驱动的
新高：建设标准要向中关村看齐。

曾经，高新区面临着发展空间
不足的问题，但这一问题也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创新谷目前
由高新区来代管，这也是对全市一
个产业及科技创新布局的重大调
整。”王文涛说。除创新谷外，章丘
的崔寨部分区域也纳入高新区代
管，至此高新区由原先的中心区、
孙村新区和综保区三大片区变为
了总面积近200平方公里的五大片
区。

有了更广的空间，高新区发展
更能伸展拳脚。作为济南打造科创
中心的主战场，高新区自己也在进
行着改变。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
高新区为自己定义为“再次创业”。

如今高新区行政管理体系将
改为产业项目发展量身定做。改为
大部制管理，打造“大建设”体系，

“大经济”体系，“大审批”体系……一
系列变化让人看出高新区改革的决
心。此外，高新区将打破现有的人员
身份区别，实行能上能下的全员绩
效考核制度，建立激励机制。

“这样来看，我当时选择把公
司开在这里是对的”，胡先生在高
新区经营着自己的一家公司，“我
打算再把公司壮大一把。”

宽度

高度

除了CBD，高新区将变身济南发展的另一高地，成为济南产业发展
和创新驱动的新高：建设标准要向中关村看齐。图为济南高新区软件园。

（资料片） 本报航拍记者 刘军 张中 摄

2016年仅市区开工

棚改项目就达26个

济南十三五规划把旧改棚改
（包括征地拆迁）连同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作为未来济南投资的三大
重点任务。同时，2016年政府工作
报告也提到，新开工五里牌坊、泺
口、海宴门、刘智远、大庙屯、二药
厂片区等58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完
成国家和省下达的45204户安置房
开工任务。其中，2016年仅市区开
工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就达到26个。

棚户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主
要部分，根据济南的相关规划，旧
城区应该在延续城市原有肌理的
基础上，由单纯大拆大建逐渐向持
续有机更新转变，实现综合效益最
大化。更新规划应承续城市原有肌
理，协调好目前与将来、自然与历
史、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个体与
整体的关系。

而近日济南新成立的城市更
新局，则将把这一规划变成现实。
经过“换装”，一个更靓的济南将呈
现在人们面前。

绿化26座山体公园

新建15处山体公园

冯先生来济南工作已经有四

年，住在槐荫区的腊山附近，但从
没有上去爬过。“一直以为腊山是
座荒山，今天上来爬爬后很是吃
惊，没想到家门口有这么一个好地
方。”他说，只知道这里最近在绿化
荒山，没想到进度这么快，以后每
天都上来锻炼一下。

记者了解到，腊山公园是济南
目前20多座山体公园中的一个。这
些山体公园大都紧邻居民生活区，
部分山体公园中的洗手间、景观
灯、指示牌、健身器材等公共设施
基本投入使用。山体公园除了大面
积栽植火炬树、刺槐、松柏等绿化
观赏树木，还有不少亭台楼阁、艺
术雕塑以及历史遗迹。

为了继续让市民感受绿色，亲
近大自然，2016年济南政府工作报
告明确提出，划定山体保护红线，
完成26座城区山体绿化提升和山
体公园建设，实施万灵山、西蒋峪
等矿山地质地貌景观恢复工程。

而在2016年政府公布的为民
办的十五件实事中，除了完成26座
山体公园的绿化任务外，济南市林
业局和园林局还要负责新建15处
山体公园。

在今年的“两会”上不少代表
委员也建议加强南部山区景区的
保护力度，制定相关景区管理的有
关惩罚制度，以保证生态环境不受
损坏，保持景区的原貌，促进济南

告别棚户区，4 . 5万户“老济南”要搬新家

北北湖湖已已开开挖挖，，一一船船游游济济南南

旅游事业的发展。
为此，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专

门提到了加强南部山区生态保护
的问题。完善管理体制，组建专门
管理机构，实行以生态保护为主导
的绩效评价考核机制。同时，实施
生态富民工程，高标准规划建设一
批旅游、养老、休闲产业和农家乐
项目，促进南部山区绿色发展、有
序发展。

未来一船畅游济南

鹊华秋色图将重现

去年国庆节，潍坊市民张先生
带着妻儿来济南玩，在游览黑虎泉
的时候看到了护城河上的游船。

“没想到济南护城河里还有游船。”
张先生说。不过让张先生不太尽兴
的就是游船就那么几站，没多长时
间就下去了。“如果坐着船能看看
小清河多好啊，小清河离大明湖那
么近。”

为打造泉城特色水环境，2016
年济南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
济南将启动名泉博物馆规划建设，
加快泉水申遗，推出一批水文化产
业项目。

根据济南市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济南将加强保泉工
作，推进大明湖——— 小清河连通
工程，打造天下第一泉景区与济

西湿地、北湖、华山湖、遥墙清荷
湿地有机连通的水上观览线路。
根据规划，济南市民可以坐着游
船实现从护城河、大明湖、济西
湿地、北湖、华山湖、清荷湿地一
站式游览。

这一幕已经不远了，大明湖与
小清河连通工程和北湖片区已经
开始启动片区的拆迁工作，北湖已
经开挖，连通大明湖和北湖的中泺
河将在片区拆迁完毕后开挖。

记者了解到，小清河湿地公园
内正在进行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
济南西城投资开发集团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小清河湿地和小清河水
源将互通，但是目前还不能行船。

“目前小清河湿地和小清河的水系
互通计划已经规划好，将根据济南
市规划来推进，实现游船通游小清
河湿地和小清河。”

华山湿地公园将着力恢复“鹊
华秋色”美景，重新恢复唐代华山
湖湿地地貌。华山湿地公园将华
山、驴山、南卧牛山和北卧牛山包
围起来，打造成“湖心岛”，将来在
二环东路高架上就能遥望华山湖
的碧波万顷。

今后，随着华山湖的开挖，小
清河将和华山湖互连互通，实现从
小清河到华山湖的游览线路，未来
遥墙清荷湿地也将实现与小清河
互连互通。

靓度

两会上传来的消息让家住五里牌坊棚户区的张先生高兴坏了，他家正好在十三五规划划定的棚改
征收拆迁计划范围内。“改造以后我们也换个房子住，给儿子也准备个结婚的好房子。”在张先生心中，棚
户区改造能给他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济南也将随着一个一个的棚户改造项目变模样，城市更
新让济南更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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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带来新深度

济南“地宫”也在成长

和长高长大相比，济南变深
则难得多。1998年，我省知名交通
专家许云飞在山东省两会上首次
提出“济南应该修地铁”的提案。
但济南能不能修地铁的争论却持
续了多年。

去年，R1线正式动工。这段
连接长清和市区的地铁线，建成
后从长清仅需8分钟就能抵达市
区。济南将第一次有地铁线。它有
四个车站是地下的，现在已经动
工，除了西客站是地下三层的外，
其他三个都是地下两层，像这种
岛式的车站，挖深一般在12米到
14米左右。

除了R1线，在高大帅的CBD
还有一个1 9 3万平米的“地下世
界”，这里既有轨道交通、地下环
路，也有商业开发、停车配套、综
合管廊。

这里的地下环路能服务一万
辆车，分散周边超高写字楼的车
辆。美国SOM公司芝加哥城市规
划副总监Sean Kinsie说，他们从
北京中关村和武汉王家墩长约2
公里的地下道路得到灵感 ,希望
将这种模式分享给济南CBD。它
的服务范围是一万辆车 ,这样的
范围是比较经济、合理的。同时还
设置了一系列的坡道，和周围的
道路联系起来。

配合着地下环路，还有结合
车道统一设置的地下市政共同
沟。在这样的配套下，地下的步行
和商业街沿着人们步行的路线和
地铁的轴向，主要分布在地铁换
乘的站点，在地下形成非常宜步

的空间。
济南的“地宫”不再只有地下

人防商场，还会有地铁商圈。济南
市政协委员、济南市国土资源局
局长韩晓光接受采访时曾说，济
南将出台一个全市综合节约用地
方面的意见，鼓励二环以外的城
市建设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当然
必须在保泉的基础之上，所以需
要在二环以外进行。”

深度带来加速度

变深也需要加速

深度带来了速度。长清市民
王先生经常来济南公干。他说，

“从长清到济南出租车需要上百
元，半个多小时，轻轨建好后，我
去济南西转公交很方便，而且花
费也少。”

到了2016年，地铁的“梦想开
车”将全面加速：R3线确保6月底
开工建设，R3线力争年底前开工。
更让人欣喜的是，36 . 4公里的中
心城骨干线将实现“地铁环城”，
CBD作为环线的试验段也计划在
10月份启动土建。中心城的另外6
条普线M1—M6，作为第二轮建
设规划中的重要线路，也将力争
在上半年取得国家发改委和住建
部的批复，在不远的将来，泉城特
色的地铁网将真真实实地“织”在
济南的大街小巷，地铁快车也将
出现在百姓家门口。

在济南政协第11组分组讨论
会上，济南市副市长王新文说，预
计到2020年环线和三条R线能运
营通车。四条M线，争取明年后年
逐步开工，最晚到2025年开始运
营。

济南的深度还需要速度。王

新 文 说 ，济 南 轨 道 交 通 建 设 到
2025年基本成网，通车里程是300
多公里。其他城市建设到200多公
里的时候花了30年的时间，济南
则要用10年的时间干他们30年的
活。

3条快线和7条普线，10条线
路构成了济南的轨道交通网。未
来5年，济南城市空间将加快形成
中心、次中心、卫星城梯次分布、
互相衔接的格局，轨道交通无疑
是它们之间最便捷的交通联系方
式。

变深得靠科学规划

地上地下配套发展

济南的地下不只将有地铁，
已有的人防工程、地下综合管廊、
地下管线都会随着城市地面的成
长而不断增多。长高、长大有规
划，变深也不能少了规划。

今年，济南市政协委员、济南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伯之
的提案就建议济南市要科学开发
利用地下空间。

地下城要科学成长，就要有
科学的规划。王伯之委员说，城市
空间开发具有不可逆转性，一旦
建成，要想重建和改造将非常困
难。所以，他建议，济南要尽快启
动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现
状调查。尽快形成轨道交通周边
地下空间综合配套开发建设规划
方案，与轨道交通建设同步推进。
在布局上，以轨道交通网络为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骨架，以站线
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发展轴和
发展源，形成依托轨道交通线网，
以城市公共中心为重点建立地下
空间体系。

地地铁铁撑撑起起地地下下城城
济南地下不再只有人防商场，还会有地铁商圈

深度

多年前说起城市深度的话题，身为省会城市的济南只能一声叹息。但今年和刚
过去的2015年，济南的深度在飞速地成长。地铁R1线已经开工，R2线、R3线也都有了
具体的开竣工时间。高大帅的CBD地下也是一座城。地铁给老济南带来了新深度。

《济南新维度》采写 本报
记者 刘雅菲 喻雯 王皇
范佳 刘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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