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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约510亿元
串联多片区枢纽

“加快建设济南中央活力
区。”在今年的市中区政府工作报
告中，建设“中央活力区”的表述
多达6处。

这并不是市中区第一次提出
“中央活力区”。早在2021年10月
12日，市中区委常委、副区长孟庆
顺现场察看城市展厅建设工作
时，就首次调度了中央活力区的
推进工作。在2021年济南市重点
项目建设观摩评议活动中，中央
活力区更是作为市重点项目接受
考察。

中央活力区在哪儿？据了解，
中央活力区的核心区位于党家片
区，总投资约510亿元，总建设量
约500万平方米。“党家片区的区
位非常优越，连接了西部各个功
能组团，包括西客站片区、国际医
学城、白马创智谷、长清大学城。”
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规划二分院高级工程师高明
邹曾在公开场合表示。

通过位置不难看出，中央活
力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处于“中优”“西兴”“南美”战略交
会点，也成为串联国际医学科学
中心、长清大学城、创新谷的枢纽
板块，定位为全市“西兴”助推区、

“东强”传导区、“中优”扩展区。
坐拥“黄金”位置，市中区为

何要花大力气打造中央活力区？
“中部区域要有自己新的生长点，
老城区也要焕发出它的活力来，
因此建设中央活力区，济南势在
必行。”在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
研究院院长董彦岭看来，济南经
过多年来的沉淀，在业态发展的
过程中逐渐积累经验，也到了改
造升级的时间节点。

董彦岭表示，中心城区的布
局上是有一定优势的，从“中疏”到

“中优”，济南逐渐意识到，未来应
该做优产业、做优业态，把原来一
些片区进行改造提升。“优化环境，
布局产业业态，重视创新创业，这
是一种迭代升级的概念。”

做优业态、迭代升级，这也与
许多公开场合中对中央活力区的

定义和展望不谋而合。“济南中央
活力区地处‘西兴’‘南美’‘中优’
战略交会点，统筹西客站发展板
块，充分利用交通通达的便利优
势，全面依托现有产业基础，以先
进制造、总部商务等龙头企业为
节点，突出数字信息技术、绿色智
能制造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在7
月13日举办的2022年重点招商引
资项目签约活动中，济南市委常

委、市总工会主席、市中区委书记
刘科表示。

填补区域空白
形成强省会战略支撑

建设中央活力区，济南有着
自己的实力和底气。济南中央活
力区，以服务全市“西兴”战略、做
强做优实体经济为目标，让济南
西部有了站位更高、格局更广、路
径更清的发展指引。

济南市委副书记、市长于海
田在济南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西兴”重
点加快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建设，
完善西客站片区功能业态，建设
中央活力区，推动长清城区、平阴
城区建设发展。

被多个重要会议频频提及的
中央活力区，究竟要打造什么？今
年市中区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三
个“城”点出了中央活力区的发展
定位。“济南中央活力区的建设着
力构筑区域发展新格局，打造产
学研融合发展的创新创业之城、
数字化转型的现代智慧之城、绿
色低碳和谐的生态人文之城，有
助于形成东有中央商务区、西有
中央活力区的强省会战略支撑。”

根据定位，中央活力区致力
于打造“科创智慧+文化生态”，
就目前市中区的着力点来看，中
央活力区的发展方向填补了市中
区在该区域的空白。“在区域竞争
日趋激烈的今天，济南加快建设

济南中央活力区，能够让未来市
中区的差异化发展优势尽显。”董
彦岭表示，中央活力区会同中央
商务区一起形成多个增长点和亮
点，进行新的升级，焕发新的活
力，使支柱更加平衡、业态更加多
元、疏密度更好，环境和建筑之间
的关系更加和谐，最终中央活力
区会成为一个有自己功能和特色
的新区。

打造中央活力区，济南也有
明确的路线图。市中区城市规划
协调服务中心主任王伟在“再造
新市中——— 2021济南中央活力区
区域发展高峰论坛”中对中央活
力区战略实施行动方案进行了解
读。据了解，未来中央活力区将按
照“一年打基础、三年见成效、五
年立新城”的总体计划安排，到
2025年基本建成现代智慧、活力
宜居的新城区框架，全区科技创
新力、产业竞争力、综合承载力将
明显提升。

对于中央活力区的建设已经
开始推进。7月26日，济南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对市中区中央活力
区一期市政道路选址进行批前公
示，中央活力区将建成9条新道
路。据了解，未来市中区还将全力
全速推进济南中央活力区建设，
统筹区域内产业发展、工厂搬迁、
综合交通、山体修复、城市天际线
打造等工作，积极引导资金、项
目、人才等资源聚集，打造“创新
创业、现代智慧、生态人文、集约
高效”的未来城市新样板。

“举全区之力高标准推进‘中
央活力区’‘中央商埠区’‘山东能
源互联网产业集聚区’三大市级
战略，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尽快
出形象、出规模、出效能。”刘科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带动东西协同发展
中央活力区应更具内涵

济南并非唯一一个提出中央
活力区的城市。放眼全国，随着城
市竞争的加大，打造中央活力区，
建设更有活力、更具内涵的城市
中心区，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升
级目标。

2015年8月，青岛西海岸新区
更名为“青岛中央活力区”，成为
中国首个以“中央”命名的活力
区。通过建设活力区，打造新区中
心化的区位交通环境、复合化的
城市功能、集聚化的公共服务设
施、多元化的文化活动组合、高质
量的娱乐体验品质、高档次的服
务设施等级。

2017年，成都在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中提出，要努力建设多元
化、高品质的中央活力区。借助锦
江水生态、水文化、水经济的打
造，增强产业经济与文化生活互
动，构建“双十汇心五片区”的城
市空间结构。

不难发现，在打造中央商务
区的过程中，区位优势已经成为
众多城市关注的关键点。“济南的
中央活力区处于衔接区位，能够
把中心城区提供的各种便利、公
共服务辐射，结合成为较好的环
境。”董彦岭认为。

如今，济南正在全力打造新
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会，在
中央商务区蓬勃发展的同时，也
需要中央活力区的抓手，带动东
西片区协同发展。“一部分拿出来
布局各类比较高端的产业，另一
部分来配合一些居住区和公园，
这也响应了片区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打造一个就业高品质、住
宅方便舒适、环境优美的新格
局。”董彦岭说，中央活力区的打
造注意到了产业布局、支柱平衡
的问题。在未来，市中区同样应当
注意业态的支柱平衡与城市产业
的特点，构建一个更有活力、更具
内涵的城市中心区。

记者 张国桐

尝试点关注拿红包
被诱导下载软件

今年6月份，家住济南历城港
沟街道的王梅（化名）突然接到一
条短信，内容显示其名下一快递包
裹在运输途中破损，因此快递公司
按照程序询问王梅是否继续运送。

王梅急忙添加对方微信询
问，结果对方竟然将她拉进一个
拥有40多人的微信群中。王梅表
示，这个微信群其实是一个任务
群，群内有人发布给淘宝店铺或
微信视频号点关注的任务，只要
添加关注，并将加关注截图发送
到群里，就可获得十几元的红包。

看到群内不少人因此而得到
了红包，王梅就打算尝试一把。于
是她按照任务发布者的要求，下载
了一款名为“IPO”的聊天软件。在
该软件中，王梅添加了发布者为好
友，并被对方拉入专门发布加关注

任务的群。之后，加关注得红包的
任务失效，接着推出一种新任务。

王梅说，这种新任务就是在一
个平台里帮助一些商家刷单。在按
照对方要求注册并添加自己的银
行账号后，王梅就开始了操作。

看到累积了13万元
想提现反被骗入局

初来乍到，王梅尝试选择了
一款价值2000元的商品，在对方
指导下，王梅的账户很快就收到
几百元的利润。按照之前的方式，
王梅又分五次购买了价值更高的
商品，当第五次完成任务后，王梅
的账户中本金和利润已达到了13
万元。但她准备提现时，遭到了平
台拒绝，理由是因其操作失误。

为尽快拿到钱，王梅联系平

台客服人员。客服人员告知她，想
要提现就必须向平台内充入账户
显示金额对等的钱。

就此，王梅按照要求向平台
内充值十余万。本以为充值后就
可提现，结果平台再次拒绝了王
梅，而这次被拒的理由变为因违
规操作造成网络链接失败。

王梅无奈再次找到客服，接
下来她又按照客服的指导向平台
打款。可没想到，完成操作后，不
仅提现再次失败，账户还被冻结。

为了解冻，王梅又向平台内
打款数万元，可提现依然被拒。冷
静下来的王梅意识到遭遇了骗
局。此时，她已转款30余万元。

抓获的四名嫌疑人
只是洗钱帮凶

“在接到报警后，我们会同港
沟派出所等部门迅速展开侦查。”
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刑警
大队三中队中队长梁克表示，
通过对王梅名下银行流水的调
查，他们发现，有两笔大额资金
分别进入了一张姓男子和一乔
姓男子的银行账户。不仅如此，
仅在款项进入账户不到一分钟
的时间，这两笔资金便被迅速
转出。“资金快进快出，符合电
信网络诈骗的洗钱特征。就此，
我们围绕该线索展开了进一步
侦查，最终锁定藏匿在重庆和江
苏的张某和乔某。”

确定嫌疑人藏匿地点后，7月
中旬，梁克等人兵分两路展开抓
捕行动。到重庆的一路民警在重
庆警方的配合下，在一建筑工地
内将正在上网玩游戏的张某抓
获。赶到江苏的另一路民警则在
乔某租住地将其抓获。通过审讯
警方得知，今年4月份，张某在网
上无意中看到了一则“想挣钱速
来”的消息，经过与信息发布者沟

通得知，只需将自己名下银行卡
出借，供他人洗钱使用就可获得
报酬。就此，在利益的驱使下，张
某与信息发布者在重庆市一地铁
站见面，并将银行卡出借。

“根据张某供述，我们和港沟
派出所迅速锁定张某的上线沈某
和丁某，并在一宾馆和一网吧内
分别将丁某和沈某抓获。”梁克
表示，经审讯，沈某和丁某交
代，今年3月份，沈某在网上找
了这份给电诈分子提供银行卡
的“工作”。后来，沈某找到发小
丁某加入进来，并结识了张某。

“在数月内，该犯罪团伙共计非法
获利数千元。”

目前，该团伙已被警方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打款换取“提现”，被骗30多万元
女子被拉入“刷单群”后执迷不悟，把钱一次次打给平台直至账户被冻结

近日，济南一名30多岁的女子接到一条莫名奇妙的短信，然后
被拉进一个微信群。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就因为这条短信致使
她被骗30多万元。

地处“西兴”“南美”“中优”战略交会点黄金位置

济南中央活力区如何借势突围

“济南将全力全速推进
中央活力区、济南国际医学
科学中心建设，打造产业集
聚、生态优美、宜居宜业、医
疗康养的活力之城，带动西
部地区加快振兴。”在《济南
市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
2035年）》中，中央活力区再
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济南中央活力区在哪儿？
为何要将其作为带动区域振
兴的重要抓手？如何建设？

中央活力区一期市政道路建成后，党家片区的出行路网加密，居民通勤更加便利。

中央活力区建成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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