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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起办泰山游年卡
济泰市民享同等利好

泰山虽令济南市民向往，却
也让不少市民有一种“那么近，却
又那么远”的距离感。

眼下，这种距离感正渐渐消
散。8月11日，济南—泰安省会经
济圈合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宣布
自9月1日起，济南市民办理泰山
游览年卡，与泰安市民同等待遇；
而且两城还将打造半小时生活
圈，加快推进济泰高速公路等工
程、开通济泰东部公交线路……

“以后爬泰山能办年卡，而且
交通也更加便利，简直太棒了。”
济泰同城化的一系列实质性进
展，让不少省城市民颇为憧憬并
感慨，“济南正在一步步地做大做
强，省会的龙头正在扬起。”

而这只是一个方面。自6月8
日省政府发布构建“一群两心三
圈”的区域发展格局之后，省会
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可以说是动
作频频：

7月2日，省会经济圈一体化
发展工作部署会暨第一次联席
会议召开。会议标志着省会经
济圈一体化发展正式拉开大
幕。会后一个多月时间里，济南
作为“省会经济圈”的龙头城
市，接连“东拓西进”，与圈内成
员推进对接。

最先对接的是淄博。7月9日，济
南—淄博省会经济圈合作推进会
在济南召开。济淄在深度合作上提
出“全力打造更加紧密的区域协调
发展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念。

聊城紧随其后。7月21日，济
南—聊城省会经济圈合作推进会
在济南召开。

8月1日，沿着黄河水的方向，
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孙
立成带队赶赴东营考察，济南—
东营省会经济圈合作推进会由此
召开。

8月7日，济南—滨州省会经
济圈合作推进会召开。根据《大众
日报》相关报道，记者梳理发现，
截至8月16日，除了德州，济南已
与“省会经济圈”中的5个兄弟城
市完成对接，并签署了一体化战
略合作协议。

以黄河为联系纽带
吸纳东营重组“1+6”

2019年，济莱行政区划调整、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此前以济南为核
心，连同淄博、泰安、莱芜、德州、聊
城、滨州构成的“1+6”省会经济圈也
因此有所调整，吸纳东营市这一新
成员加入，重组“1+6”。

为何选择东营？从空间地域
上看，东营位于山东东北部，与济
南并不接壤。但东营作为山东省
内黄河入海口，从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角度看，
将其纳入“1+6”省会经济圈可谓
意义重大。

今年以来，济南一直将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全
市发展的关键词持续推进。年初，
济南出台《济南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提
出将推动建设黄河下游城市群。

2020年济南《政府工作报
告》，更是将这一关键词进行细致
明确，提出在创新沿黄区域协作
机制、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
动沿黄产业合作、带动黄河流域
对外开放、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
化等五个方面做出示范。

而在前不久，济南市党政代表
团前往郑州和西安这两个黄河流域
国家中心城市去学习，这无不彰显
出济南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黄
河下游城市群的决心与动力。

“力争在国家和省黄河战略
规划中体现更多的省会经济圈元
素。”8月1日，济南—东营省会经
济圈合作推进会上，省委常委、济
南市委书记孙立成说。

“充分说明了沿黄6市正抢抓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国家战略机遇，也让省会经济
圈具有了鲜明的黄河特色。”济南
社科院研究员刘新军说。

刘新军分析，山东沿黄7市除
菏泽纳入鲁南经济圈，聊城、德
州、济南、淄博、滨州5市此前已是
省会经济圈中一员，如此一来也
就不难理解东营加入省会经济圈
的必要性，“依次为契机，更加有
利于城市间一体化进展，抱团共
建黄河下游城市群”。

以各城市市情为基础
实现产业协调发展

“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全国动能转
换区域传导引领区、世界文明交
流互鉴新高地。”为实现这一目
标，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省会经
济圈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中
也着重指出，省会经济圈各城市
间产业的协调发展。

“济南市重点发展新一代信
息技术、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
医疗医养医药等产业集群……淄
博市重点发展新型功能材料、先
进结构材料等产业集群……”

“各城市的经济规模、发展阶
段、发展特色路径都不一样，这就
要求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合作共
赢。”刘新军认为，此次省会经济
圈一体化尤为注重市情和城市个
性，利于各城市优质资源的对接
和整合，形成错位发展。

在《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
展2020年工作要点》中提出，山
东给省会经济圈指导的产业方
向是重点发展教育医疗康养、
高端装备、量子超算等产业，打
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全国动能转换区
域传导引领区、世界文明交流
互鉴新高地。

“上述产业是济南正着力发
展的新动能产业，通过与各个城
市之间的产业协调发展，建立以
济南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刘新军
认为，相对于2013年《山东省会城
市群经济圈发展规划》，省会经济
圈一体化发展的圈层产业布局此
次更进一步。

省会经济圈2 . 0版本也将在
不久后出台。目前，济南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启动“济南市国土空
间综合交通战略规划采购”，研究
范围为“1+6”济南都市圈及更大
层面范围，重点为济南都市区，包
括主城区、先行区、外围城市组
团。

济南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也
表示，接下来将采用“大联盟套小
联盟”的形式，七市攥成一个拳头
出击，推动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各
领域、各行业全面协作发展。

本报讯 近日，单县把文
明实践银行和垃圾分类工作有
效结合，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激
励办法：凡是村民自觉进行垃
圾分类且检查合格的，每次奖
励10元文明钞票；坚持一个月
以上的，奖励50元文明钞票；
主动宣传并带动亲属及周边
邻居进行垃圾分类的，带动一
户奖励10元，最高奖励100元文
明钞票。

同时，为建立垃圾分类长
效机制，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
实践银行的行为激励作用，单
县还积极在农村集市组织开展
有奖问答活动，让垃圾分类工
作在群众中落地开花，形成了
广大村民在学中比、在比中学
的新气象、新风尚。

（通讯员 谢丽）

省会经济圈并不是新概念。早在2013年，山东省政府便提出以济南为核心的“1+6”省会经
济圈发展规划。时隔7年，山东省政府6月8日出台《关于加快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意
见》，发布构建“一群两心三圈”的区域发展格局，省会经济圈也被重新注入活力与内涵。

那么新的发展背景下，省会经济圈有何新特点？“1+6”的重组模式，如何一体化发展？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为此推出系列报道，带您了解。

接连“东拓西进”
省会经济圈为何动作频频

济南已与5个兄弟城市签署一体化战略合作协议

城市间要协同发展，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先行。

目前，省会经济圈内部济南
和泰安、淄博、德州已通过高铁、
高速公路、铁路骨干交通网络联
系，基本形成了“一小时”生活圈
和工作圈，联系相对密切，一体化
发展趋势明显。

同时，连接济南到聊城的济
郑高铁已开工，济南—滨州—东
营高铁前期工作进展顺利，将和
京沪高铁二通道连接，对济南来
说有了便捷的出海通道。

“串联省内沿黄城市，建设黄
河国家文化公园，打造黄河入海
文化旅游线路……推出小清河沿
线精品文化旅游线路……挖掘齐
鲁文化、泰山文化、儒家文化、黄
河文化、孙子文化等传统文化，探
索推动主要景区门票联动优惠。”
7月11日，《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
展2020年工作要点》提出了省会
经济圈的主要任务。

济南—淄博省会经济圈合作
推进会后不久，7月17日，济南、淄
博两地举行文旅同城化战略合作
签约。济淄两市联合开发小清河
沿线精品游等产品，联动淄博文
旅资源纳入“山水圣人”中华文化
枢轴产品营销体系。

在济泰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
协议中，济南将与泰安共建“大泰
山”旅游圈，两市进一步整合天下
第一泉景区、千佛山风景区、泰山
景区、徂徕山景区、东平湖景区等
旅游资源，打包推出一体化精品
旅游线路，面向全省、全国进行品
牌运营。

“文旅事业的融合，可以为城
市间一体化的纵深发展蹚出一条
合作路径。”济南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吕荣斌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山东将省
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及城市间协
调发展上升到体制机制的高度，刘
新军说，“通过联席会议等方式，由
济南牵头、各城市携手参与，有利
于推动一体化长远发展。”

骨干交通网加强

推动景区联动优惠

葛延伸阅读

历黄路最晚

9月15日前拆迁完
11月底前有望完工

单县奖“文明钞票”
助推垃圾分类开展

自6月8日省政府发布
构建“一群两心三圈”的区
域发展格局之后，省会经
济圈一体化发展可以说是
动作频频。记者梳理发现，
截至8月1 6日，济南已与

“省会经济圈”中的5个兄
弟城市签署一体化战略合
作协议。七市攥成一个拳
头出击，将推动资源要素
合理配置有机发展。

编
者
按

建设中的济泰高速公

路等给省会经济圈的联系

“加速”。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刘飞跃 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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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问政

本报8月16日讯（记者 夏
侯凤超） 16日，“直面问题
践行承诺”大型电视问政节
目———《作风监督面对面》再度
开问。问政关注了中标五年却
一直没能开工的历黄路。

天桥区滨河左岸的业主反
映，小区东侧的历黄路从2015
年中标开始，就迟迟没有动工。
从2015年12月发布的《济南市
历黄路（新黄路—清河北路段）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的招标信
息显示，项目招标人是济南市
小清河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项目分两个标段，共计780
米，中标工期为180天。但从去
年恒大滨河左岸交房以来，业
主已经入住一年，这条路仍旧
没有动工迹象。

“城建集团最近答复我们，
说是因为这条700多米的道路
上，天桥区政府未完成几个节点
的拆迁，造成排污不畅，消防通
道没有按原规划完成。”附近居
民说，滨河左岸小区位于水屯路
以东，如果历黄路不打通，小区
业主开车只能走水屯路，从南往
北的车辆都会积压到清河北路
路口。开通这条路，是关系到附
近几千户居民的民生大事。

另外，安全也是一个大问
题，一旦失火，消防车根本无法
通过历黄路进入，“上一次有个
生病的，救护车进不来，好歹进
来了，出去费劲了”。

“历黄路的确是中标5年
了，没有建成，群众意见很大。
按照群众要求和期盼，我也到
现场看了看，实地走了走，的确
是不堪入目。”天桥区委副书
记、区长亓伟表示。这条路这么
长时间没有通，区政府肯定是
有些不担当。

亓伟说，这个月初，和相关
的业主单位进行了现场研究，
对道路拆迁户发布了拆迁公
告，这个月底之前就要全部签
署拆迁协议，最晚9月15日之前
拆除完毕。

“我们也积极和中标单位进
行沟通，一旦把地上物全部拆
除，他的队伍马上进场。如果进
展顺利的话，可望在11月底之前
基本完工。”亓伟介绍，在强化应
急管理方面，对于排水不畅等群
众不方便的问题，责成市政部门
在拆迁和建设过程中，如果出现
积水，一定进行强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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