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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喻雯 蒋龙龙

八里桥与道德街片区：
围绕和谐广场商圈
规划公共中心

片区北起小清河，南至兴济
河，西至二环西路，东至纬十二
路。片区将打造成以现代商贸、
商务、居住、休闲于一体的多元
复合的城市功能区。

片区将围绕和谐广场商业
圈，规划公共中心，依托济南森
林公园规划绿化核心。以二环西
路、经十路为城市发展轴线，串
联小清河滨水景观带和兴济河
滨水景观带。

片区内有津浦铁路济南机
车场旧址。现存最有代表性的建
筑是第一任德国籍厂长道格米
里的寓所，在济南机车厂里还有
几座典型日耳曼风格的老建筑。
根据规划，这些文物也将被保存
下来，并加强保护。

两河片区：
世纪大道建轨道车场

片区南至经十东路，北至济
南中心城区与章丘界，西至西巨
野河，东至东巨野河及济南中心
城区与章丘界。

该片区将形成西巨野河居
住社区、黄金谷居住社区、济南
药谷—生物医药产业园、综合产
业园和林海生态园区等五个功
能片区。未来该片区将打造成为
济南的药谷。

齐鲁晚报记者从规划图上
看到，在世纪大道北侧的徐马村

西侧，有轨道停车场的规划。

美里湖片区：
沿二环西打造商业服务

片区北至黄河、南至小清
河，西至京福高速，东至二环西
路。该片区将被打造成为生态型
城市新区。

美里湖片区将沿二环西路
重点打造商业服务带，沿美里
路—博览园东路城市发展轴布
局商业商务、娱乐康体功能，沿
济齐路发展完善文化休闲和生
活居住功能，形成非遗文化展示
体验区、工业园区、商业康体服
务区、生态培育保护区、生态居
住区五大功能区。

北绕城高速公路以北规划
为生态培育保护区，不做任何城
市建设规划。现状黄河与北绕城
高速公路之间分布着十几个村
庄以及部分鱼塘，未来仍然是农
用为主。

七贤片区：
规划建设腊山热源厂

片区北起二环南路，东、西、
南以山脊为界。片区将打造为以
商贸服务和生产生活为主导功
能，公共设施完善、生态特色突
出的现代化城区。

该片区的规划还将强化沿
大涧沟、文庄沟、九曲沟三条河
道的绿色开敞走廊，控制沿济微
路、二环南路和二环西路两侧的
绿化交通走廊，并依托城市道
路，规划多条绿化联系走廊，与
马武寨山体相呼应。

二环南路附近将规划建设
腊山热源厂。片区还将规划建设
多座幼儿园和小学，建设一座
48 个班的高中。还将规划建设
市级综合医院一处，并规划建设
一座区级文化体育中心。

孙村片区：
重点打造 3 个产业园区

孙村片区的规划范围北至
胶济铁路，南至经十东路，东至
西巨野河，西至围子山。

该片区将打造以科研创新
和现代服务为驱动，先进装备制
造、电子信息和新能源等新兴产
业集聚，配套完善、生态宜居的
齐鲁科技绿城。

片区将以彩虹湖公园为中
心，周边规划商务办公、商业服
务、文体休闲、高端公寓等现代
化服务业集聚的生活性综合服
务核心。该片区还将重点打造 3
个先进产业园区，其中三个产业
园指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园区、世
纪大道北以新能源设备为主的
综合产业园区和世纪大道南以
电子信息为主的综合产业园区。

王官庄片区：
沿兴济河和龙窝沟
建绿化景观带

王官庄片区北靠兴济河与
兴济河北路，南邻二环南路，西
接京沪高铁，东侧与阳光新路及
郎茂山路毗邻。

该片区被定位为济南市西
部的地区级公共服务中心，以居
住为主导发展功能的复合型城

本报6月21日讯（记者
喻雯 蒋龙龙） 21日，济南
市规划局向社会公布白马
山、王官庄等11个片区的控
制性详细规划方案，并向社
会征求意见。市民可通过电
话、信件、电子邮件或12345
热线提出意见和建议，截止
日期为7月20日。

21日上午，济南市规划
局召开新闻通报会，公布白
马山、王官庄、党家、大学园、
七贤、美里湖、八里桥、道德
街、长岭山、孙村、两河11个
片区控规修编方案并公开征
求社会各界意见。

本次公布的11片区主要
分布在中心城西南部、西北
部和东部，片区控规修编充
分考虑各片区的区位、建设
现状、发展潜力、环境风貌等
因素，结合现状实际和总规
要求，对片区发展目标和功
能定位进行了科学规划。

据介绍，济南市中心城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工作进
展顺利，55 个片区中已有
39 个片区控规成果完成市
区协同审查、部门联审、专家
论证，28 个片区控规成果进
行了社会公示，22 个片区已
报济南市规委审议通过。

济南市规划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规划部门将高度重
视公众意见的梳理落实，组

织编制单位对公众意见建议
进行汇总分类和调查分析，
逐项研究，分类提出落实方
案，再通过局网站、新闻通报
会及时公布。对好的合理意
见建议予以采纳落实。

当天，济南市规划部门
前期对千佛山、北湖、药山、
堤口路、济泺路、华山、黄台、
九曲、七里山、英雄山、双井、
柏石峪、山大路、茂岭山西、
科技城、农科院等 16 片区控
规成果公示后，共收到反馈
意见建议 285 条。济南市规
划局在规划编制中进行统筹
考虑，逐一进行了落实反馈。

本次公示的 11 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方案在济南市
规划局网站、济南市规划展
览馆（经十路 19288 号，全民
健身中心西邻）、片区所在地
现场同步公示，欢迎市民通
过电话、信件、电子邮件或
12345 热线提出意见建议。
意见受理日期：2016 年 6 月
21 日至 2016 年 7 月 20 日。
意见受理电话：66605336
66605352
电子邮箱：jnkgxb@163 .com
通讯地址：济南历下区龙鼎
大道 1 号龙奥大厦 F 区 614
室
邮编：250099
1 1 片 区 公 示 网 址 ：
www.jnup.gov.cn

1111片片区区规规划划征征求求市市民民意意见见
截止日期为7月20日

市片区。
依托兴济河与龙窝沟的自

然水体，构建主要的生态绿化景
观带。围绕青龙山、丁字山、白马
山等山体，打造兼具山水特色的
景观区域。沿南辛庄西路和刘长
山路形成两条城市景观主轴，同
时形成多级景观节点。

王官庄片区内还将建设污
水处理厂，具体位于二环南路和
白马山西路附近。

白马山片区：

刘长山路打通最后一段

片区北起机床二厂路，南至
二环南路，东至津浦铁路线，西

至腊山、米山、克朗山。片区将打
造以创意产业为引领，生态休闲
为特色的城市综合片区。

在规划片区内，将形成多个
公共服务设施点，其中在西红庙
区域形成一个居住区级的公共
设施服务中心，在刘长山路西
段、联发职工公寓东形成一个居
住区级公共设施服务中心，在后
魏华旧村西侧规划一处居住级
公共设施服务中心。

刘长山路将打通最后一段，
与卧龙路相接，成为市区直达长
清的交通大动脉。刘长山路、二
环西路、津浦铁路线、二环南路
合围的区域内将建设大面积的
带状公园和防护绿地。

大学园片区：
打造西部城区核心

片区东至长清区界，西临文
昌片区,北接农高片区，东北与
党家片区部分相接,南至中心城
区南边界。该片区将打造成产城
融合、配套完善、生态宜居的西
部城区核心。

大学园片区没有一家综合
医院。此次规划特地为综合医院
留下了空间，医院位于海棠路和
大学路路口附近。

该片区将打造山、水、城、人
和谐共生的片区环境，沿北大沙
河片区主轴线两侧纵向发展。

党家片区：
建设文庄和党家立交

片区北至刘长山路延长线，
西至长清边界，西北至市中区边
界；南至马鞍山山脊；东至马武
寨山、围子山一线。

规划还提出将加强凤凰山、
大青山、小庄山、老虎洞、三王
寨、橛子山山体的保护，这些山
体将组成环状自然山体林带。规
划还提出加强对省级文保殷士
儋墓的保护。

轨道交通线将通过该片区，
并规划轨道交通首发站。该片区
随着二环西路南延的进行还将

规划建设文庄互通立交和党家
互通立交。

长岭山片区：
规划市政用地
杜绝污染危害

蓝光煤气迁至长岭山片
区的消息引发不少市民的关
注。此次长岭山片区的控规
中，原本规划的蓝光煤气新
址已经去掉，目前的规划是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并且要
求没有污染没有危害，具体
的用途将由市政部门决定。

该人士说，蓝光煤气肯定会
搬迁，但是具体搬到哪里，目前
还没有明确的意见和规划。

■城市蝶变·规划详解

11个片区规划出炉，看看你家附近啥变化

两两河河片片区区打打造造济济南南药药谷谷，，蓝蓝光光煤煤 气气不不再再迁迁往往长长岭岭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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