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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经开区由周村区北郊
镇移师至淄博主城区南部，一
大初衷就是解决主城区吸引
力、承载力以及竞争力不足的
问题。

作为组群式城市的主城
区，张店区无论是在城建水平、
商业业态、医疗水平等方面与
先进城市存在较大差距，而这
恰恰是招商引资和吸引人才的
关键。

主城区辐射带动作用不
足，是制约淄博转型升级的一
大关键问题。

根据《2020年淄博市统计年
鉴》的官方数据，2019年张店区
与高新区常住人口之和仅为
98 . 41万，而同期潍坊主城区户
籍人口为196万、济宁主城区常
住人口亦达到141 . 61万。

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淄
博城市结构的实质，实际上已
经由原先的组群式城市逐渐转
变成为以张店区为中心的单核
城市。

“这种城市结构下，张店区
的发展状况决定了淄博在省内
甚至全国的城市竞争中所处的
位置。”淄博本地时政公号《淄
博观察》认为，基于“主城提质
增容、全域融合统筹”的思路，
淄博市委、市政府功能区管理
范围调整最终的目标指向是：
提升主城区首位度、破解组群
式城市“组而不群”以及打造转
型升级的强力产业引擎。

就此，《淄博观察》当时发
文判断：作为那次调整的重中
之重，经开区移师淄博主城区
南部，其意义远非开辟产业新
战场、扩展城市新空间这么简
单。更为重要之处，还在于为淄
博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想象空
间。

一个客观现实是，淄博经
开区原先所在的周村区北郊
镇，腹地仅有56 . 23平方公里，
其在推动淄博主城区西进方面
承担着“城扩”的重要使命，产
业发展的空间非常有限。

淄博主城区南部区域既是
淄博现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
也是淄博传统的老工矿区，具
备较为厚实的产业基础。将淄
博经开区的管理范围调整至
此，一方面是考虑到趋于饱和
的北郊镇本身存在的承载力问
题，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产业目
标的发展需要。

而调整后的淄博经开区管
理区域总面积达到147平方公
里，达到原先的两倍有余；从人
口来看，新经开区有27万常驻
人口；从企业数量来看，规上企
业达到265家，有记录的纳税企
业则在2万家左右。无论工业总
量、税收总量、还是财政收入总
量，已经达到能和一般区县“掰
手腕”的程度。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一
年前的那次大会上，淄博市委

书记江敦涛在讲话中特别强调
了一个残酷现实：当前，淄博发
展面临经济总量下滑、产业结
构不优的双重矛盾、双重制约，
发展形势十分严峻。

事实上，履新淄博伊始，江
敦涛就展现出尤其重视产业发
展的一面。“工业是支撑淄博经
济发展的看家本领和定海神
针。”在2019年8月20日首次对产
业发展情况调研时，江敦涛就
透露了其产业发展的思路：以
创新绿色、动能转换优存量；以
着眼未来，高端引领扩增量。

思路有了，项目落在哪？调
整管理范围后的淄博经开区，
正是淄博产业发展的有效载
体。

定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发现，
淄博对主城区南部这片区域发
展的寄望由来已久。

早在2015年12月，为加快推
进主城区南部区域产业优化升
级，淄博就专门成立了主城区
南部区域优化升级工作领导小
组，当时共涉及张店区南定镇、
傅家镇、沣水镇、湖田街道以及
淄川区双杨镇、罗村镇。

而2020年4月7日经开区移
师之后，外界对此便有了更高
的期望。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
功能区调整得到了市委市政府
的高度重视。

在2020年4月7日召开的动
员大会上，江敦涛特别指出了
功能区调整的意义：有利于打
破行政壁垒、整合资源要素、推
进产城融合，有利于加快动能

转换、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高
质量发展重大增长极，将极大
改善提升这些区域的基础设
施、生态环境、城乡面貌和民生
事业。

公布调整方案9天之后的4
月16日，江敦涛在淄博市重点
改革攻坚动员会议上强调，我
们整合张店、临淄、桓台的经
济开发区和淄博高新区交界
区域，设立淄博先进制造业创
新示范区，同时对淄博经济开
发区进行移址就是着眼于生
产力发展需要，顺应经济规律
和产业演进趋势，聚力消除行
政壁垒和区域发展“碎片化”
问题，促进要素资源整合、产
业协作配套，加速培育新的重
大增长极。

2020年8月4日，江敦涛到经
开区调研规划发展情况并主持
召开座谈会，听取经开区规划
发展以及与中铁建合作情况汇
报。

在座谈会上，江敦涛指出，
经开区是淄博城市形象的未来
所在、城市功能的未来所在、产
业空间布局的未来所在，是融
入省会经济圈的先行区、对接
区和试验区。基于此，他强调，
要倍加珍惜要素资源，敢于善
于为淄博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
年留白。同时，他还要求，要着
力扩大对外开放，以国际视野
确定目标定位、重点任务及配
套政策，将经开区打造成全市
对外开放的重要板块和新增长
极。

“敢于为淄博未来留白，这
是一个开创性的提法；重要板
块和新增长极，则凸显了新的
淄博经开区未来的重要角色。”

对于江敦涛的表态，淄博舆论
给出了高度评价。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
3月20日，在新经开将满一周年
之际，江敦涛主持召开专题会
议，听取淄博经济开发区空间
规划、产业规划和淄博保税物
流中心规划设计汇报，强调要
高标准、高起点规划建设经开
区，聚力打造淄博的未来之城、
绿色之城、活力之城和产业新
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梳理
发现，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官方
对新经开区登上历史舞台后的
战略定位不断提升，这表明了
经开区在淄博凤凰涅 、加速
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
要，而这也势必将对未来淄博
的转型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深
远影响。

征途

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
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获
知，一年来，淄博经开区主要
围绕功能区划转、规划编制、
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建
设、基层党建和社会事业等方
面展开工作。

涉及三个区县乡镇的整
合，虽然划转工作自然纷繁复
杂，但在高效推进之下，根据
应交尽交、应接尽接原则，经
开区的各项工作全部交接到
位，内设机构和垂直机构也已
组建到位。

空间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
规划，是影响区域发展的两个
核心要素。淄博经开区的两个

核心规划的编制工作均委托全
球顶尖公司操刀。目前，上述
两个核心规划的法定程序已经
完成。

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淄博经开区在今年2月通过招标
方式确定了4个产业园区和包括
淄河大道在内的10条道路的改
造提升与建设项目，而加上下
半年开工的项目，这个数字将
会变为23条。

此外，生态环境提升也是
淄博经开区基础设施配套的重
要一环。今年，淄博经开区将
启动孝妇河、漫泗河、猪龙
河、涝淄河等水系的河道治
理、生态恢复和景观提升；同
时对唐家山公园、青年公园、
山铝赤泥堆生态公园进行景观
改造、生态恢复。

上述工作之外，老旧工矿
区的拆迁也是淄博经开区基础
设施配套的重点任务。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梳理发现，淄博
经开区目前正在进行12个片区
共计10000亩土地的拆迁，而下
半年会再启动10000亩老旧工矿
区拆迁。

对于这20000亩“净地”来
说，将按照“留白”的要求予
以控制，为淄博经开区未来的
高质量发展留出空间。

产业是未来经开区的重中
之重。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获
知，今年淄博经开区列入市区
的重大项目的154个正在积极稳
妥向前推进。而按照淄博市委
市政府要求，目前经开区正对
这些项目进行重新梳理审定。

“按照宁缺毋滥的原则，
坚决压缩掉一般性项目”。这
背后透露的是淄博经开区按照
市委、市政府反复强调的为未
来留白、为历史留白的开发要
求所保持的耐心和定力。

一方面是疾步推进，另一
方面是深思熟虑、谋定后动。
对于分寸的拿捏，凸显了淄博
经开区的功底。

尽管尚处于起步阶段，但
淄博经开区所迸发出的活力却
不容忽视。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按照区县口径，淄博经开
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 . 16
亿元，增长72 . 39%，其中税收
收入完成3 . 79亿元，同比增长
64 . 32%，税收占比91%；预计固
定资产投资15 . 69亿元，同比增
长106%；预计限额以上批发业
销售额23 . 33亿元，同比增长
85 . 29%；限额以上零售业销售
额 1 6 . 1 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4 . 1%。

一年前，在卫星地图上，
淄博经开区的很多地方还是废
旧厂房。但一年后，这些曾经
的废弃之地，正在变成平整宽
阔的道路和新兴的重点功能性
片区。

热气腾腾的经开区，将会
带给淄博怎样的希望？一切还
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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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未来之城疾进一年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文珂

4月的孝妇河畔，碧波荡漾，绿意渐浓，焕发着无限生
机。

2020年4月7日，淄博经开区正式从周村区北郊镇移师
至淄博主城区南部区域。新的历史使命下，经开区以老工
矿区转型升级先行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制造业集聚区、
产城融合示范区、绿色生态涵养区和生态产业新城“四区
一城”为定位，正奋力扛起重任——淄博急需寻找新的发
展动力，以此推动城市的转型，并最终实现凤凰涅 、加
速崛起的目标。

如今，4月7日又悄然而至。一年间，这座未来之城被
寄予了怎样的厚望？同时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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