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新区·看点 2021年1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邓超 组版：曾彦红 校对:孔茜

“面子”更靓“里子”更美
太白湖新区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生态新区

太白湖新区作为济宁市最高品质、
最高档次、最具特色的区域之一，承担
着引领济宁城市发展主中心和带动辐
射作用的城市新区的重要使命。经过十
多年的耕耘，太白湖新区各项配套设施
日益健全——— 区域大交通基本成型，主
干路网全面建成，片区路网基本完善，
内环高架建成通车，环湖大道东段正在
紧张建设中，医疗卫生设施建设提速，
文体设施加快集聚，济宁大剧院和济宁
博物馆、济宁市图书馆等一大批标志性
项目相继落成；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市
民公园落成，儿童公园盛装迎客，洸府
河治理成效显著……从城市的“面子”
到“里子”，新区发生了许多有深度、有
品质的变化，一帧帧美丽画面展示着城
市品质提升带给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文/图 本报记者 邓超

大手笔美化城市环境
绿色融入居民生活

湖面波光粼粼，草木随风
摇曳，道路曲径通幽……新年
伊始，记者在市民公园看到，
不少市民正趁着晴好天气散
步、休憩、感受“岁月静好”的
美好愿景。家门口突然多了个
公园，家住太白湖新区风韵荷
都社区的李宁总觉得跟做梦
似的。如今，几乎每天，李宁都
会和妻子到市民公园散步。他
告诉记者，市民公园是基于原
采煤塌陷区波及建设的城市
滨水公园。如今，改造后，这片
曾经被人嫌弃的塌陷地成了

“香饽饽”。
穿行在太白湖新区的大

街小巷，目之所及，一条条城
市道路宽阔通畅、干净整洁，
绿地里各类灌木郁郁葱葱，
将城市装扮得分外美丽。近
年来，太白湖新区日益成为
越来越多济宁市及周边地区
市民购房、买铺的首选地。依
托原有的生态资源，太白湖
新区下足功夫做好生态环境
保护和城市环境提升，高标
准 打 造 高 品 质 宜 居 生 态 环
境。在这里，林木郁郁葱葱，
天空湛蓝深远，空气清新香
甜 ,可谓是城在林中、林在城
中、人在景中。

市民能够享受到城市发
展的红利，得益于太白湖新区
的“花满新城”行动。近年来,济
宁太白湖新区围绕“花满新
城”主题，着力打造了多条特

色道路:常兴路的五角枫、三角
枫 ,济安桥路的黄栌、美国红
枫,运河路的白蜡,火炬路的榉
树以及奥体路的栾树……一
道道雄浑壮美、色彩斑斓的风
景，装点着这座蓬勃发展的新
城区。2020年太白湖新区启动
了城市园林绿化提升工程，以
街头绿地和小区绿化为点,道
路绿化为线,公园、广场、游园
为面，全力建设“点、线、面”相
结合、城市景观与自然景观相
协调的园林城市。增建花池、
花架、小品等街道景观，形成

“一街一景、一路一色、三季有
花、四季常绿”与“高低结合，
错落有致”的绿化格局，提升
了城市颜值。2020年，太白湖
新区主要完成市民公园二期
建设、市民公园南部栈道平台
建设等重点工作，新增绿化面
积12万平方米，共计种植各类
乔灌木4300余株，老运河口袋
公园完成新建绿地3 . 5万㎡，
完成升级改造1 . 5万㎡。目前，
太白湖新区全区绿化面积达
到2411万平方米，城市绿化覆
盖率达到4 5%、绿地率达到
44%。

多条“民生路”打通
为畅通生活“加速”

在建设高品质新区的过
程中，道路交通建设无疑是重
要的一环，它一头连着发展，
一头连着民生，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支撑。2020年12月
31日，济宁主城区内环高架主
线通车，标志着济宁跨入“立

体交通时代”。从济安桥路到
东外环，内环高架由西向东横
贯新区，沿途设置了济安桥
路、运河路、火炬路等多个匝
道。对于太白湖新区来说，内
环高架就像一条交通“大动
脉”，对外与新机场高速相联，
对内与主城区骨干道路相通，
进一步提升新区道路交通承
载能力。“以前(回家)得绕道
孟子大道或者济邹路再回到
火炬路，得相差十多分钟，现
在太便捷了。”在高新区工作
的太白湖新区市民王先生以
往上下班要在市区堵一个小
时甚至更久，内环高架通车
后，上下班通勤效率提升了不
少。

内环高架作为打通城市
的主动脉加强了太白湖新区
与老城区的连接，而作为畅
通城市“微循环”的断头路，
太白湖新区的建设者们同样
将其当作打破民生堵点的头
等大事。2020，太白湖新区新
河路、会通路南延、泰山路南
延、接石路、诗圣路东段、农
场路东段、滨河大道(大孟村
段)等道路工程相继完工。谭
岗路北延、运河西路北段、圣
贤路西延、石佛路东延、北湖
新河西段贯通项目正在有条
不紊建设当中。

改造完成后，曾经杂草丛
生的道路彻底变了样，有效
解决了市民的出行难题。这
些交通工程贯穿太白湖新区
东西南北，进一步打通了与
周边区县连接的大动脉，大
大拉近了与相邻区县的交通
距离，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
交通网加快了新区“一核引
领”战略的步伐，拉近了民生

“距离”。

家门口能上好学校
教育成果处处开花

山东师范大学太白湖新
区实验小学(冠鲁小学)投用，
太白湖新区尚书中小学正在
建 设 、石 桥 中 学 改 扩 建 完
成……2020年，太白湖新区教
育事业再结硕果，各个项目遍
地开花。尚书中小学项目小学
部现场，机械的轰鸣声响彻天
空，高大的塔吊正运送钢筋、
水泥等建筑材料，项目建设现

场忙而有序，有条不紊地进
行，施工人员正在热火朝天的
为重点民生工程忙碌着……
为缓解济宁北湖小学、北湖二
小、济宁学院附小太白湖校区
的校舍压力和学位压力，济宁
太白湖新区高标准规划建设
尚书中小学项目，该项目西侧
为进士路和运河，南侧为规划
路，东侧济安桥南路，北侧为
圣贤路。建成后，将有力缓解
周边小区就近入学的难题。去
年，石桥中学新建了3799平米
的新教学楼，石桥镇各小学、
中学都先后完成了地面硬化、
墙面美化、校园绿化等整体提
升设计建设。

目前，太白湖新区共有初
中4所、小学7所、幼儿园30余
所。2020年，高标准新建学校2
所，累计投入5 . 36亿元；改扩
建石桥中学，累计投入2644万
元。高标准完成民生实事幼儿
园建设，新建石桥回迁社区幼
儿园，投资近2000万元，新增
学位270个。依托山东理工职
业学院和济宁医学院等院校，
高等教育也实现了由精英教
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继实
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实
现了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的新跨越，高中阶段入学率达
到48%(高中和职业教育入学
率能达到85%)。教育经费保障
投入逐年加大，2019年教育总
投入2 . 48亿元，比2018年增加
0 . 25亿元；完成校舍改造8 . 97
万平方米，校舍楼房率达到
99%。教师队伍年龄结构、知识
结构、学科结构不断优化,五年
来充实本科以上教师339名，
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12名，中
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提高到
100%。

京杭路商圈初现
打造便捷生活圈

2020年，太白湖新区围绕
“一核引领”战略定位，聚焦居
民生活，推进餐饮、娱乐等重
大配套项目落地。1月1日，济
州老街开街迎客，当天就吸引
了众多市民前去“尝鲜”。济州
老街的盛大开街，将直接新增
就业500余人，预计实现年服
务业收入5亿元，今后，这条复
兴运河商业、融汇古今文化、

实现传统与现在相融合的商
业街区，将打造成全国全省知
名夜经济特色示范街，成为

“网红打卡处，夜游示范街、城
市新地标、市民会客厅”。

去年9月，太白湖新区首
座大型商业综合体——— 永润
广场开业，项目体量5 . 4万方，
地处京杭路商圈核心区域，山
东理工职业学院和太白湖景
区的必经要道。周边路网通
达，中高端社区环伺，优质教
育资源集结，辐射多维客群，
全角度满足新区居民、高校师
生的生活、社交需求。“这座商
场开业解决了附近多个社区
百姓的生活所需。”家住荷韵
花园李俊华对记者表示，永润
广场的开业，对周围居民有不
小的吸引力，自己每天都会来
这里买菜。

永润广场地处的京杭路
因京杭大运河得名，贯穿了老
运河、新运河和京杭大运河，
全长约4900米，东西穿行太
白湖新区，并串联火炬路、车
站南路、运河路、荷花路、济安
桥路，一直延伸至滨湖大道。
作为继太白楼路核心商圈、金
宇路核心新商圈之后的济宁
第三个核心商圈，京杭路核心
商圈定位为商业品牌强、业态
数量多、带动消费能力大，具
备成为核心商圈的条件和基
因。

目前，京杭路汇聚了众多
档次高端、形态各异的业态，
既有吾悦广场等现代商业综
合体，也有济州老街、城投·星
城广场等商业街区，还有永润
广场、京杭新都汇等新型邻里
中心，业态比较丰富。而且，整
个商圈通过提升消费平台，将
成为济宁“时尚新高地”，这也
为更多的“首店”带来了无限
可能，通过聚焦品质消费、时
尚消费、创新消费等重点领
域，在济宁打造高端商品集散
地、时尚新品首发地、最佳购
物体验地。“从无到有，我见证
了一座宜居新区的诞生。”市
民薛兆友告诉记者，几年前刚
到这一片区生活时感觉很不
方便，“现在这里变化翻天覆
地，商业日渐繁荣，道路宽敞
畅通，教育医疗资源齐备，内
环高架也通车了，住在新区很
幸福。”

优势教育资源集聚成为越来越多人选择在新区置业的理由。

新区路网密布，四通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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