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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戚云雷 通讯员 刘如嫣

700多株樱花绽放
滨湖广场成网红之地

受疫情影响，想去南方看早
开樱花的市民恐怕要失望了。不
过不用担心，济南就有一处赏樱
花的好去处，那就是天桥滨湖广
场。天桥滨湖广场位于明湖北路，
距离大明湖北门仅100多米。

3月22日，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在滨湖广场看到，广场上
700余株樱花已竞相开放，广场上
传来细声笑语，花瓣在春风中优
雅飘舞，空气中弥漫着淡淡清香，
引得市民和游客纷纷驻足观赏，
合影留念。

据天桥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副主任黄宝昌介绍，天桥滨湖广
场于2018年11月开始建设，经过
济南园林集团近3个月的施工，共
栽种700多株樱花，“新栽植的植
物3-5年效果是最好的，现在主
要是养护管理，让樱花更好地展
现花姿。”

作为济南市第一个樱花主题
城市广场，滨湖广场在植物的选
择搭配上，突出樱花主题景观，为
尽可能保证较长的观花季，精心
选栽了染井吉野、关山樱、普贤象
樱、阳光樱四个优良的观赏品种，
四种不同花期的樱花，从三月中
下旬相继开放，花期可一直延续
至4月中下旬。如今这处樱花广场

已成济南网红之地，每天都有慕
名而来的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绿化提升29条重点道路
打造“百里花廊”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天桥区
以“建绿透绿”“绿城”“花城”三年
建设行动等为契机，按照“一路一
特色，一路一景观”，对经一路、济
泺路、小清河北路、天桥滨湖广场
等29条重点道路及重点区域进行
了生态绿化提升，提升道路长度

近100里。
3月24日，记者在经一路上看

到，数千株樱花已尽数盛开，俨然
成为一条“樱花大道”；在蓝翔中
路，道路两侧栽种有北美海棠和
银杏，道路中央有藤本月季，预计
五一就能开花。

经一路、明湖西路、明湖北路
的樱花大道和月季墙；清河北路
的美人梅、榆叶梅和海棠；师范路
的玉兰花和红叶石楠柱；汽车厂
东路的榆叶梅；济泺路的北美海
棠和藤本月季；北园大街的榆叶

梅和连翘，各种花卉植物随季节
更替竞相绽放，天桥区“百里花
廊”景观初步形成。

据了解，今年天桥区还计划
把少年路、顺河西街、经一路、历
山北路、济齐路、纬十二路、无影
山路、站前街等12条道路打造成
特色街区。同时，对二环北路（无
影山北路至二环西路）、药山南
路、创业路等适时开展道路绿化
工程建设。此外，经一路、明湖西
路、明湖北路的月季墙也在紧张
建设中，预计四月中旬，济南市将

又增加一处可赏花的景观大道。

重点打造洋涓湖公园
推进“千园之城”建设

在打造“百里花廊”的同时，
天桥区还将继续推进“千园之
城”、花卉景观大道、花漾街区建
设，打造点、线、面相结合，生态效
果和景观效果并重的城市绿地系
统。同时，重点打造洋涓湖综合公
园、6处社区公园、5处口袋公园等
共计12处公园，形成以山体公园
为基底、城市综合公园为基干、以
社区公园为基础的城市公园体
系。

记者了解到，重点打造的洋
涓湖综合公园，将挖掘药山历史
文化和恢复洋涓湖相融合，突出
历史文化景观建设，致力打造市
级综合性公园，绿地面积约10万
平方米，目前正在项目立项。

另外，作为“千园之城”项
目中第一个开工建设的游园，
创新园将秉承“文化-多彩-创
新”的理念，满足周边市民聚
会、活动、健身娱乐等需求。目
前，园区已完成清渣 8 5 0立方
米，回填土700立方米。下一步
计划栽植造型苗木，营造出空
间中丰富的立体色彩。

“目前我们正在施工的是经
一路和历山北路，进行花卉景观
大道的改造。全年计划包括8条花
景大道和4条花漾街区，以及8-
10个公园的建设，预计到10月底
全部完成。”黄宝昌表示。

本报讯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
展以来，济南市天桥区南村街道
纪工委主动担当作为,投身防疫
一线，切实减轻社区的工作压力。
及时成立疫情联防联控检查小
组，明确职责范围，细化工作措
施，采取随机抽查、定期检查等多
种形式全面跟进。重点对疫情卡
口值守人员在岗在位、责任落实、
过往车辆台账登记及人员监测等
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并
对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强纪
律保障。

本报讯 自疫情发生以来，
济南市天桥区南村街道纪工委纪
检监察干部全部下沉到社区网格
一线，在集中精力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积极引导干部“充电
蓄能”，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
纪委四次全会精神，结合党纪处
分条例、监督执纪规则等应知应
会重点内容学习不放松，及时查
漏补缺，做到防疫、学习“两手抓”

“两不误”。此外，确保上级重要讲
话精神吃准吃透，业务学习入脑
入心，不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提
速增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 王国青 通讯员 孙晓丽）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吕
琳） 23日，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对济南市市区村庄布局规划

（2018-2035）进行社会公示并征
求意见。规划对象为市区范围内，
城镇规划建设用地以外的乡村区
域，共涉及1134个村，383个村拟
搬迁撤并。

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此次规划力图将济南市市区乡村
地区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乡村
振兴的泉城样板。

规划明确了村庄分类体系。
按照“对接乡村战略，明确村庄分
类，因村施策引导，实现全面振
兴”的总体思路，本次规划按照

《山东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试
行)》将农村居民点划分为集聚提
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
搬迁撤并类和其他类五大类型。
村庄具体分类情况由各区县组织
公示。

规划提出对村庄新型生活
圈进行构建，确定济南市域村
庄生活圈按全镇域、中心型和
基本型三级进行划分，其中，一
级即村庄高级生活圈，以镇区
为依托，为全镇提供公共服务。
二级即村庄拓展生活圈，以94
个中心型为依托，服务周边村
庄。功能以小学、幼儿园综合超
市等较高级别服务设施为主。
三级即村庄基本生活圈，除中
心型以外的657个村庄，配置服
务本村的基本生活服务设施。

在产业目标方面，规划提

出大力推动农业新旧动能转换，
积极发展“农业·新六产”，推进现
代都市农业、品牌农业、智慧农
业、创意农业，培育农产品加工
业、旅游业、商贸物流等新产业新
业态，构建泉城特色乡村产业振
兴体系。

根据市区地形地貌特点以
及现状乡村空间分布特征，将
市区乡村地区划分为四个不同
的风貌板块，西南部结合长清
区田园风光和历史文化特色，
形成田园文化风貌区；东南部
依托南部山区良好的山水、林
地资源，形成山水生态风貌区；
沿黄河地带形成滨河湿地风貌
区；中部依托中心城区形成城
镇村融合风貌区。

在实施保障方面，规划明
确以镇街为统筹市区乡村建设
的基本单元，制定“三图一表一
要求”的管控文件，进一步夯实
村庄管控内容，便于基层管理
人员调阅、查询及管理，有效促
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镇街图
表、行动指引，落实规划实施保
障抓手。

据了解，此次规划范围包
含五区两管委会三十四镇街，
共涉及1134个村，其中市中区
56个村、天桥区125个村、槐荫
区48个村、历城区142个村、长
清区527个村、高新区管委会50
个村、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186
个村。本次规划期限为2 0 1 8 -
2035年。其中，近期2018-2022
年；远期为2023-2035年；远景
展望至2050年。

济南拟对383个村庄搬迁撤并
市区村庄布局新规划征意见，将划分为四大风貌板块

经一路变身樱花大道，滨湖广场成网红打卡地

29条路“一路一景”，天桥打造“百里花廊”

南村街道纪工委

为疫情阻击战“护航”

防疫学习“两手抓”

1134个村将分为五大类型

阳春三月，正
是踏春赏花的好时
节。近日，济南市天
桥区滨湖广场的
700多株樱花开得
正盛，成为新的网
红打卡点。此外，经
一路、明湖西路的
樱花和月季，师范
路的玉兰花和红叶
石楠柱，济泺路的
北美海棠和藤本月
季也竞相开放，29
条重点道路“一路
一景”，天桥区“百
里花廊”景观初步
形成。

天桥滨湖广场樱花绽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戚云雷 摄

集聚提升类
共119个，是指资源禀赋丰裕、生态环境友好、产业支撑
较强、地理位置优越、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的村庄。

城郊融合类
共120个，主要指城市近郊区的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

特色保护类
共181个，具备特色资源、产业基础较好，尤其是文化底蕴
深厚、历史悠久、风貌独特的村庄。

搬迁撤并类

共383个，综合发展条件较差，生态敏感性较高或因城市
建设、重大工程影响等需要进行搬迁调整的村庄。
包括城镇提升搬迁型、地质灾害搬迁型、地形限制搬迁型
和小型村庄搬迁型根据村庄发展实际以及相关规划等情
况，可对村庄分类进行相应调整。

其他类

共331个，综合发展条件一般，生态限制性因素皱少，既无
明显特色又非重点发展，目前看不准需改造提升的村庄。

集聚发展类：是指农村新型社区，或规模较大、具有中心
服务功能并重点建设的村庄，共94个；存续提升类：是指
村庄综合实力较强应重点培育发展的村庄，共2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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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吕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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