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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26 . 3平方公里的济南国际金融城正拔地而起，气势雄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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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产业挑大梁，新旧动能转换初见成效

省会崛起变强，何为支撑

历史机遇难逢

发展思路也更清晰

之﹃
强
﹄篇

自4月15日至5月9日，孙立成
已会见11位来济“企业家朋友”，
他们之中有央企、有世界500强大
企业，各个实力雄厚。

会见中，孙立成不止一次提
到，当前，全国新旧动能转换综合
试验区、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等重大战略在济南交汇叠
加，发展机遇千载难逢。

而企业家们均认可济南的营
商环境，并看好济南当下三大国
家战略叠加所拥有的市场潜力。

营商环境是城市的名片，济
南近年来尤为重视。营商环境的
优质、完备的政府服务之外，还离
不开这所城市的文化软实力。

在外界看来，与宁、杭等长三
角副中心城市相比，虽同为省会
城市，但济南总少一点文化底蕴。

而济南显然也注意到此。如
今济南正在打造“山水圣人”中华
文化枢轴，加快泉·城文化景观申
遗打造文化传承，让济南文化更
加自信。

“不只是机遇难逢，从山东省
到济南市对当下济南的发展思路
也越来越清晰。”吴学军认为，面
对三大国家战略叠加的重大机
遇，济南做大做强必将出台一系
列重大政策，重大改革，以此促进
产业发展。

3月26日，济南市发布《济南
市精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的政策措施（试行）》。济南市将打
造“京沪会客厅”，建设央企和跨
国公司基地，主动对接京津冀和
雄安新区建设。

4月22日，济南市“重点工作
攻坚年”推进大会上，孙立成更是
强调，“我们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
气，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旧立
新、推陈出新，激发高质量发展的
内生动力。”

有产业发展目标，有了改革
的决心，有热迎八方来宾的诚意，
更有千载难逢的机遇加持，“大强
美富通”的济南，令人期待。

葛延伸阅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杰

产业结构在逐步优化
新旧动能转换初见成效

产业是城市经济的灵魂，产
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城市
强。济南实现“大强美富通”，离
不开产业发展实力变强。

自2000年以来，济南市经济
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一直持续

“三二一”的发展趋势，日趋合理
化、高级化。

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由
2000年的10 . 2%下降到2019年
的3 . 6%，但增加值由2000年的
95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343 . 06
亿元。

第二产业比重也是持续下
降，由2000年的43 . 9%下降到
2019年的34 . 6%，增加值由2000
年的418 . 6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
3265 . 22亿元。

第三产业的比重在三大产
业结构最高，且呈现持续上升趋
势，由2000年的46 . 1%上升到
2019年的61 . 8%，这一比重在山
东省内城市中第三产业比重最
高的，增加值由2000年的438 . 6
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5835 . 09亿
元，增加了12倍之多。

不只是三产的产业结构在
持续优化，产业内的结构也在持
续优化。

近三年来，济南市规模以上
工业重点行业增加值增长情况
来看，对城市发展起战略推动作
用的新兴产业，增长速度正在逐
渐赶超汽车制造业、金属制品业
等传统行业。

参照济南市公布2020年一
季度GDP数据，以现代互联网信
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兴服务业表
现活跃，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138 . 77亿元，增长16 . 1%，向上
拉动GDP增幅1 . 1个百分点，这
也是济南一季度经济运行中最
大的优势和亮点。

济南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所长王征曾表示，原来以为济南
的金融、电子产业不强，但它们
经受住了考验，新兴产业的带动
力也在增强。“新兴产业要看贡
献值，体量未必很大，但要看增

量，现在新兴产业正在挑大梁，
侧面说明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初
见成效。”

城市的做大做强
产业项目至关重要

1月5日，济南发布了《济南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指标体系》和

《济南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三年行
动计划(2020-2022年)》。

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引领济
南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创建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根据规划，
到2022年，济南争创“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由此
拉起新一轮城市间综合实力比
拼，更彰显出济南实现“大强美
富通”的决心。

光有决心，远远不够；取长
补短，认识差距，才能实现弯道
超车。

4月3日，伴随着郑州官方公
布2019年GDP数据，2019年国内
前20大城市排名尘埃落定。参照
各大城市所公布的GDP数据，这
20大城市座次，青岛和济南分别
以11741 . 31亿和9443 . 4亿位于
14位与20位。

合肥虽未排入前20名，但紧
随济南其后。2019年合肥GDP是
9409 . 4亿元，和济南9443 . 4亿元
相比，只差34亿元。而郑州则“紧
咬 ”青 岛 ，和 青 岛 G D P 仅 差
151 . 61亿元。

回顾合肥和郑州的晋级之
路，就会发现产业项目的重要
性。

2008年，屏幕显示器生产的
世界级龙头企业——— 京东方科
技落地合肥，合肥开始进入快车
道；随后，合肥又投资128亿元的
招引集成电路龙头企业——— 晶
合晶圆制造。自此，合肥打造了
一个世界级的芯屏产业集群。

2011年，合肥家电产业产值
一举突破千亿元，更是一举成为
全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到
2017年，市场份额连续8年居全
国之首，更被誉为“家电之都”。

至于郑州，2011年，富士康
落地郑州；随后华为、中兴等厂
商纷纷落户郑州，形成产业集
群。电子信息产业成为郑州的主
导产业之一。得益于此，2018年，
郑州市外贸出口额和进口额均

占全省总额的70％以上，居中部
六省省会城市的第一位。

战略性产业项目
将带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一座城市的做大做强，产业
项目至关重要。正因为此，济南
市正在超前布局，赢得高质量发
展的先机。

4月2日，2020年全市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举行，当天集中
开工树兰（济南）国际医院项目、
中欧智造港项目、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济南分部等6个项
目，涉及医疗健康、高端物流、新
能源等领域。

对于这6个项目，山东省委
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孙立成说，
产业层次高、市场前景好、带动
能力强，必将对优化全市产业结
构、提升产业能级，发挥积极的
促进作用。

众所周知，今年是济南实现
“GDP过万亿”目标的关键之年。
济南更是安排重点建设项目270
个，总投资1 . 38万亿元，年计划
投资3047 . 3亿元，为历年之最。

而在这270个项目中，产业
项目199个，占比接近总项目七
成。即便是名单之后的100个重
点预备项目，产业项目（73个）也
占了七成以上。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
的产业结构，体现着经济发展的
方向和发展后劲。”济南市社会
经济调查中心主任唐军说。

此外，通观这199个产业项
目大都聚焦大数据、智能、生物
医疗、金融等新兴行业。其中，大
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项目有
10个，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项目
为50个，生物医药项目为8个，先
进材料项目为11个，产业金融项
目为47个，现代物流项目为12
个，文化旅游项目为16个，科技
服务项目为22个。

“这些产业项目都具有战略
性意义，而且反映了政府的超前
布局。”济南市委党校经济学教授
吴学军表示，上述产业项目未来
投入使用，将大幅带动济南经济
高质量增长，有效促进济南经济
发展动能的转型升级，“旧动能在
有序淘汰，但新动能起主导作用
的产业集聚效应正逐步显现。”

当前，省会济南
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
历史起点上，千载难
逢的历史机遇让济南
朝着做大做强省会城
市目标奋力迈进。

产业是城市经济
的灵魂，济南要想变
强，离不开产业发展
实力变强。

自2000年以来，济南经
济结构日趋合理化、高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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