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 10 . 18 星期五 0531-85193700读者热线：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中中国国大大运运河河··江江北北水水城城文文旅旅大大会会
暨暨第第五五届届运运河河论论坛坛今今日日拉拉开开帷帷幕幕

本报聊城10月17日讯(记者
谢晓丽) 中国大运河·江北

水城文旅大会暨第五届运河论
坛于10月18日在聊城举办，为

期三天。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保
护、传承、融合、创新。

10月18日上午将举办开幕
式、运河论坛及招商推介会，下
午将举办运河论坛分会场专家
研讨活动，包含了纲要论坛、复
航论坛、文旅论坛、经济论坛四
个分论坛。

此外，中国大运河·江北水

城文旅大会暨第五届运河论坛
举办期间，17日晚举办江北水
城欢乐小镇大型演唱会，以及
运河主题晚会、江北水城欢乐
小镇授牌仪式、江北水城运河
美食节等系列配套活动。

本次大会由文化和旅游部
指导，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中共聊城市委、聊城市人民政

府主办，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
究中心、聊城市委宣传部、聊城
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共东昌府
区委、东昌府区人民政府承办，
聊城市运河保护开发委员会办
公室、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聊城市旅游发展集团、江北水
城欢乐小镇协办。

聊城是京杭大运河山东段

重要城市，运河文化遗产极为丰
富，近年来，聊城市在运河资源
的保护开发利用中也取得了显
著成果。第五届运河论坛的召
开，将对聊城市做好大运河“保
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三篇文章，
充分利用经济项目、文化产业项
目支撑新旧动能转换、促进高质
量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京杭大运河聊城段：

打打造造世世界界级级影影响响力力的的运运河河文文化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谢晓丽

聊城以“江北水城·运河古都”而著称。京杭大运河聊城段是古代会通河的一部分。聊城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节点城市市，是大运河申遗城
市联盟35个成员之一。大运河聊城段开凿于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全长97 . 5公里，属于会通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运河
见证聊城的辉煌历史，彰显聊城的深厚文化底蕴，是聊城历史记忆和聊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聊城下一步将切实加强强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最终将京杭运河聊城段打造成为“文化的河、流动的河、美丽的河、繁荣的河”，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遗产保护护利用亮点工程。

◇ 缘起

“南有苏杭，北有临张”

京杭大运河自阳谷南入
境，在聊城市蜿蜒百公里，自南
向北穿过阳谷、聊城、临清，这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会通河。明
清时期，聊城是运河沿岸最重
要的地区之一，出现过数百年
的繁盛，尤以其发达的商业著
称于世，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南有苏杭，北有临
张”，指的是临清市和阳谷县的
张秋镇，东昌府又被誉为“漕挽
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
都会”，聊城人文旅游资源主要
分布在京杭运河沿岸附近。

京杭运河哺育了两岸地区
的人民，并为聊城留下了众多
的古建筑、历史遗迹、人造自然
景色等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的各
类资源。如有与黄鹤楼、岳阳楼
齐名的光岳楼、建设精美的山
陕会馆、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
之一的海源阁、具有宋代建筑
风格的舍利塔，宋、元年间的铁
塔，全国著名的清真寺以及大
码头、鳌头矶等名胜古迹。

特别是古代京杭运河水运
发达时期的临清市，当时被誉
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素有“小
天津”之称，市区至今保留着当
年的历史特色，是运河文化极
好的载体。历史文化名城聊城，
除有众多的国家级和省、地(市)
级的历史古迹外，还有宋代就
开始修建开挖的北方著名的人
工湖──东昌湖(又名环城湖)。
此湖与京杭运河相连，碧湖环
抱古城，湖城一色，构成了北方
平原特有的“水城”胜景。

◇ 保护

打造运河

文化旅游产业隆起带

为充分利用好运河历史文

化遗产，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
始，聊城市委、市政府就对聊城
市区的运河进行了保护性开
发，通过河道开挖整修、沿岸绿
化，形成了融观光、旅游、生态、
居住为一体的景观带，建设了
运河沿线第一座以运河为主题
的博物馆，进而叫响了“江北水
城·运河古都”的城市品牌。
2015年8月第22届国际历史科
学大会聊城卫星会议在聊召
开，会议的主题是“运河文化和
世界遗产保护利用”，这是大会
首次在亚洲国家举办，来自全
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余名
历史学专家参加大会，奠定了
聊城在运河城市中的地位。

2015年以来，聊城市委、市
政府确定将运河文化作为聊城
文化旅游业的主打品牌，将运
河的保护开发作为推进聊城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努力
打造运河文化旅游产业隆起
带。成立了由市政府主要领导
任组长的聊城市旅游改革发展
和运河开发领导小组，2017年，
又成立了聊城市运河保护开发
委员会；组建了聊城市重大决
策委员会运河旅游开发专家
组，为运河旅游开发和全域水
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
撑；成立了聊城市旅游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成为聊城大
型旅游投融资发展平台，该集
团负责的京杭运河聊城段保护
与开发项目，先期进行湖南路
至南外环段约3 . 3公里运河段
的示范工程建设。

◇ 规划

多规合一，多业融合

聊城编制了《京杭运河聊
城段旅游发展及水生态体系规
划》，规划站在全国的角度对聊
城运河段现阶段发展情况进行
了分析，对省城镇体系规划、省
会城市群经济圈发展规划、京

杭大运河旅游总体规划等相关
规划进行了解读。并通过对流
域水资源和水利现状、京杭运
河及周边用地现状，以及区域
旅游市场、区域旅游环境和旅
游需求的研究分析，确定了聊
城市古运河总体定位、旅游品
牌及设计愿景。总体定位为世
界的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旅游
目的地、国际自行车赛基地；中
国的运河：国家步道、国家级水
利风景区；山东的运河：聊城运
河经济带、乡村旅游综合体。旅
游品牌：会通古运河，聊城故事
多。设计愿景包括四大篇章：文
化的河、流动的河、美丽的河、
繁荣的河。该规划为多规合一
的运河保护开发总体规划，项
目建成后将形成多业融合的文
化旅游经济带。

编制了《京杭运河(聊城段)
旅游产业综合开发区域控制性
详细规划》，该规划在上位规划
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完善，对
两城七镇的空间布局进行优
化，通过保、创、承、扬对两岸用
地布局进行了控制规划，规划
了旅游道路交通、旅游服务设
施、文化风貌保护用地，更加强
调城、镇、村之间合协作，将京
杭运河廊道式旅游拓展成为具
有纵深的“叶脉型”的旅游区
域，促进聊城全域化旅游目标
的实现，推动城市整体发展；统
筹安排规划范围内的土地使用
和各项建设，指导下一步修建
性详细规划，为运河开发建设
提供依据。

据介绍，京杭运河(聊城段)
沿线生态水系项目总投资120
亿元，将沿京杭运河聊城段建
设旅游道、国家步道及旅游厕
所、标识系统等配套设施。河道
长度110公里、旅游路长度154
公里、国家步道长度152公里、
沿路绿化带宽度20—50米，将
建设一级旅游服务驿站4处、二
级旅游服务驿站10处及若干三
级驿站、自驾车房车营地8处，

远期建设125公里的轨道交通。
该项目得到上级政府和大型市
场主体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已
被列为全省重点预备项目、全
国优选旅游项目。目前，先期投
资5亿元、约3 . 3公里的样板段
工程已经启动建设，河道基础
工程已完工，部分附属设施已
建设完成85%。

◇ 开发

做好“通、联、灵、秀”文章

聊城下一步将切实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稳妥推进合理开
发利用。严格落实运河保护开
发规划，整合市内主要旅游资
源，集成运河文化、河湖水系、
美丽乡村、现代农业等各类要
素，形成富有代表性的运河文
化体验带、富有活力的旅游产
业发展带、富有韵味的河湖景
观风情带、富有特色的新型城
镇化和现代农业展示带。具体
将做好“通、联、灵、秀”四篇文
章。所谓“通”，就是实现聊城境
内97 . 5公里的运河全部通水、
通航、通路，将淤塞的河道开挖
蓄水，两岸修建旅游道路。所谓

“联”，就是以运河为纽带，连通
境内主要湖泊、河流、湿地等，

把沿线的旅游资源关联起来，
形 成 大 线 路 、大 景 区 。所 谓

“灵”，就是挖掘城市文化底蕴
和内涵气质，实现自然环境、景
区景观和历史文化的交互融
合 ，彰 显 城 市 的 灵 气 。所 谓

“秀”，就是搞好运河沿线绿化
美化，形成风光秀美、多姿多彩
的“百里画廊”。最终将京杭运
河聊城段打造成为“文化的河、
流动的河、美丽的河、繁荣的
河”，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亮点工程。

建设生态全域水城。立足
“河湖秀美大水城、宜居宜业新
聊城”的城市定位，以聊城境内
97 . 5公里的运河为纽带，以东
昌湖、徒骇河和县市河湖为主
要节点，聚点成线、连线成面，
形成河湖相连、水系相通的水
生态系统，构筑起水上交通游
览线路，建设全域水城。

积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大力发展运河沿线观光农业、
休闲农业和现代农业庄园，建
设森林人家、美丽乡村、旅游小
镇等特色旅游景区，形成田园
艺术景观。策划系列文化主题
活动，设计具有地方特色的各
类旅游产品，促进旅游与农业、
林业、水利、文化、体育、工业等
产业的深度融合。

卫运河人工湿地，不远处就是临清舍利宝塔。(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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