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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建设‘大强美富
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着力
打造科创济南、智造济南、文
化济南、生态济南、康养济
南。”4月28日，省委书记刘家
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李干
杰到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
区调研时强调。

从2003年的“东拓、西进、
南控、北跨和中疏”的十字发
展方针，到“发展省会经济”

“建设美丽泉城”的表述，从建
设现代化省会城市和区域性
中心城市，到“打造四个中心，
建设现代泉城”，再到建设“大
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济南的定位及发展思路适
时进行调整。

“济南的定位一直是动态
的、与时俱进的，这是一种新
的升华，定位更科学更准确，
更符合城市和产业发展的规
律和趋势。”山东财经大学区
域经济研究院院长董彦岭教

授认为，新提法和之前的并不
矛盾，根据情况动态调整，保
持原有的定力与节奏，也保持
政策的连续性。

5月8日上午，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孙立成会见山东省
港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霍
高原一行时说，济南正紧紧咬
定“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的目标不放松，着力打
造科创济南、智造济南、文化
济南、生态济南、康养济南，为
全省新旧动能转换蹚出路子、
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当好引
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作出示范。

济南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
部主任、教授吴学军认为，面临
新的发展机遇，济南新的优势
要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与国家
战略息息相关，通过发展城市
群、都市圈抓住重点产业，通过
康养、生态、科创等实现集聚，
促进济南加快发展。”

首位度不高一直以来是济
南的短板。2019年济南GDP总
量在副省级城市中排第9位，济
南的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为
13 . 3%，在省会城市中排名最
后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
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研
究员牛凤瑞说，作为人口大省
和经济大省的省会城市，济南
的城市地位是与山东省省会的
地位不相匹配的。“我们也关注
济南的发展，也希望济南的位
置有更大的提升。”

扩大城市能级，提高首位
度在不同场合被多次提到。“以
时不我待的状态，昼夜兼程推
进，加快工作进度、加快发展步
伐，推动省会尽快做大做强。”
孙立成明确表示。疫情过后开
工率位居全国主要城市第一、
全国复工进度TOP10城市第6
位等排名也足以证明济南正在
按下发展“快进键”。

今年济南市计划安排重点
项目270个，总投资达到1 . 38万
亿，是近年来投资力度最大的
一年，为济南冲刺“万亿俱乐

部”打下了坚实基础。不过，有
研究者分析，济南提出今年
GDP要达到万亿的目标，为什
么这么多年来济南没有到万亿
级？

“济南不够前卫，在科技创
新能力上、在产业链培育上做
得还不够。比如浪潮的服务器
做得那么好，济南就没能产生
像阿里巴巴这样的电商来，所
以济南现在围绕着最尖端、最
前沿的技术来培养产业链。”上
述研究者指出。

在刚刚结束的济南市“重
点工作攻坚年”推进大会上，孙
立成的话语中也鼓足了干劲，

“要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力破
思想积弊，敢于打破条框束缚，
只要有利于发展，就要‘法无禁
止即可为’。”

“济南进一步提高首位度，
在按照省里的部署上，还需要
从总部经济、搭建平台、吸引生
产要素上来下大力气，并形成
一定的规模。”吴学军认为，作
为省会城市，在双招双引、优化
营商环境上也应该提升。

◎“济南的定位
一直是动态的、与时
俱进的，这是一种新的
升华，定位更科学更准
确，更符合城市和产业
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加强济南与沿
黄城市与区域的联系，
通过区域一体化进行
扩展，能够保持济南与
其他城市要素与产业
的畅通。随着产业的发
展，内陆城市的重要性
也提升了，之前很多城
市都希望对接沿海，现
在内陆城市一体化发
展也是一个方向。”

◎“济南不够前
卫，在科技创新能力
上、在产业链培育上做
得还不够。比如浪潮的
服务器做得那么好，济
南就没能产生像阿里
巴巴这样的电商来，所
以济南现在围绕着最
尖端、最前沿的技术来
培养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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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作出示范。”这是省
委书记刘家义在济南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调研座谈会上，就济
南发展的思路方向指
明的道路。面对“群山
无峰”的局面，扬起省
会龙头，提高省会首
位度，建设“强省会”，
济南将如何布局未
来？

省委书记刘家义提出，济
南要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做出示范，在创新
沿黄区域协作机制、全面加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动沿黄
产业带合作、带动黄河流域对
外开放、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
化上发挥示范作用。

从区位上来看，黄河流域
涉及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
部。新世纪开始后，随着西部
大开发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
实施，中西部地区发展势头很
猛，山东乃至济南已经意识到
了与中西部联系的重要性。

2015年，中部地区实现生
产总值147000亿元，经济总量
占全国的比重为20 . 3%，2019
年生产总值增至218738亿元，
占全国GDP的22%。2000至
2019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
17276亿元增加到205185亿
元，占全国比重由17 . 5%提高
到20 . 7%。

从我省战略布局看，鲁南

高铁将进入兰考，并入陇海线
不必再绕行徐州。而济郑高铁
将加强济南与郑州的联系，为
省城打通一条连接中西部的
大通道。当然，也为郑州新添
了出海口。

济南市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分析，郑济高铁连接山东和
河南两大省的省会城市，建成
后将加强中原城市群、山东半
岛城市群联系，同时通过郑州
市向西南方向连通“郑万高
铁”(郑州到万州)，打通去昆
明的通道，通过郑西高铁(郑
州到西安)打通到新疆的通
道。

“加强济南与沿黄城市与
区域的联系，通过区域一体化
进行扩展，能够保持济南与其
他城市要素与产业的畅通。随
着产业的发展，内陆城市的重
要性也提升了，之前很多城市
都希望对接沿海，现在内陆城
市一体化发展也是一个方
向。”董彦岭认为。

打通中西部的通道
济南争夺腹地优势

全面融入国家战略
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蹚路子

5月6日，济南市落实省委
主要领导到先行区调研讲话精
神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会议提出，要正确处理济
南全域发展与先行区局部发展
的关系，不等不靠、主动作为，
全力支持先行区破解阻碍发展
的束缚和问题，尽快实现新的
更大突破。

早在新世纪之初，杭州开
始实施“拥江”发展，钱江新城
诞生，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
江时代”。2011年，合肥、芜湖、
马鞍山“三市分巢”，合肥扩容
40%，合肥从滨湖时代迈入环
湖时代，合肥越入强省会，有了

“单挑”国家中心城市的底气。
济南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

长王征认为：“济南携河北跨，
但是没有放眼全国。一提黄河
流域，大家就想到郑州、东营。
为什么先想到郑州呢？郑州实
际离黄河很远，济南跨黄河到
济阳很近的。”

不得不提的是，随着绿地

国博城会展经济科创园、先进
动力研究所等项目落户先行
区，总部经济、智慧物流、数字
经济、会展经济等现代服务业
类的项目成为了主流，但引领
性、标志性、支撑性的高端制造
业项目相对缺乏，“先行先试”
成色不足。

董彦岭教授认为：“携河发
展是济南重要的战略之一，在携
河发展中，先行区就充当了重要
角色，未来也将带动整个北部地
区的发展。无论是在产业、生态保
护，还是城市建设等各方面，先行
区实际上是对旧城区的迭代。”

跟郑州类似，济南是典型
的沿河单侧集中型城市，但相
比于郑州，济南北部的济阳和
商河都是济南的下辖区县，而
郑州北部的新乡则是地级市。
把单侧集中型城市变为像武汉
那种拥河两岸均衡性城市，济
南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再加上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的“加
持”，“强省会”呼之欲出。

先行区是对旧城区的迭代
助力“强省会”时代来临

扩大能级提升首位度
“敢于打破条框束缚”

破题起势，剑指“中心城市”
济南扬起省会龙头 当好半岛城市群引领

航拍下的济南高新

区，高楼鳞次栉比。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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