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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城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闯关的淄博为什么选定这条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梓博 张文珂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
4月9日，在淄博经开区唐家

山公园的施工现场，各类机械正
在紧张地施工，一片忙碌的景象。
按照规划，3年后这里将变成一座
大型生态公园。这是经开区优化
调整后，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之
一。

这样的场景，不仅在淄博经
开区，在淄博大学城、在淄博先进
制造业创新示范区(下称淄博先
创区)、在齐鲁化工区的建设工地
同样忙碌而热闹。

一年前的4月7日，淄博官方
围绕推进“四位一体、组群统筹、
全域融合”的城市发展思路，加快
把淄博建设成务实开放、品质活
力、生态和谐的现代化组群式大
城市，作出了对经开区、文昌湖旅
游度假区等功能区进行优化调整
的战略性决定。

从表面看，这是一次“云淡风
轻”的功能区调整，但本质是一次
做大淄博发展“蛋糕”的眼光长远
的决断。

处在命运十字路口的淄博为
什么选择这样一条路？一年间，淄
博功能区优化调整被寄予了怎样
的期许？对于未来，这座城市又该
抱有怎样的期待？

战略考量

对于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
的淄博而言，其所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不曾经历过的。

2020年2月20日，淄博市统计
局公布了经省统计局重新核算修
订后的经济数据，2 0 1 8年———
2019年，核减后的淄博GDP数据
分别为3573亿元、3642 . 4亿元，在
全省的排名由第5位下滑至第7
位。而比位次更重要的是2019全
年GDP增量仅为69 . 4亿元……

数据的背后，传递的是外界
对于城市未来前途和命运的焦
虑。

淄博真的走到了一个“十字
路口”，真的到了需要重新选择发
展方向的时候——— 部分功能区和
机构设置的调整优化便应运而
生。

作为淄博功能区优化调整的

“首席构架师”，彼时的市委书记
江敦涛深切意识到，淄博的凤凰
涅 和加速崛起不仅仅是简单的
提升，而是要对淄博的产业结构
和城市框架进行彻底的高标准顶
层设计。

对于此次功能区的调整优
化，外界普遍用“大思路、大魄力、
大手笔”等赞誉有加的词汇来加
以形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注意到，
在2020年4月7日的动员会上，江
敦涛对功能区优化调整给出了这
样的定位：

落实“主城提质增容、全域融
合统筹”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打破
行政壁垒、整合资源要素、推进产
城融合。有利于加快动能转换、拓
展发展新空间、培育高质量发展
重大增长极，将极大改善提升这
些区域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城
乡面貌和民生事业。

江敦涛反复强调，优化调整
所涉及区域，是淄博城市形象的
未来所在、城市功能的未来所在、
城市竞争力的未来所在、高端产
业的未来所在、生态环境的未来
所在，必将为淄博长远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显然，这是以全新的视角审
视淄博的发展，为淄博未来谋划
新的蓝图。

此番功能区优化调整一个不
容忽视的现实背景是，过去几年，
淄博作为老工业城市，面临着较
大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压
力，由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加之受
制于现实条件，淄博在全省经济
发展中显得“后劲不足”，与青岛、
济南、烟台、潍坊等省内第一梯
队、第二梯队城市的差距不断拉
大。

淄博人也因此有了“失落
感”。

另一方面，淄博在城市规划
和建设上，也显露出保守的一面，
整个城市布局和发展并没有形成
集约和规模效应，给人一种“土”
的感觉。这与年轻人所向往的时
尚与活力相差甚远。这些情况的
存在导致了城市经济活力的下
降，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本地年
轻人的流失。

除此之外，原先的功能区划
分，有的受各种因素制约，开发建
设面临瓶颈；有的还需要进一步
完善提升发展思路、加大开发建

设力度。
而去年的那次功能区调整优

化，就是为更好地满足淄博城市
发展需要，更好地统筹整合资源
要素，更好地为城市发展拓展空
间、释放动能。

从这几个因素看，几个功能
区的调整优化本身就肩负着沉重
的历史使命，且势在必行。

产业优先

淄博的兴盛源于110多年的
工业发展历程。工业是淄博城市
发展的灵魂之根，同时也是淄博

“凤凰涅 ，加速崛起”的核心要
素。

一年前的那次功能区调整优
化，涉及淄博经开区、淄博先创
区、齐鲁化工区、大学城园区、文
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及淄博新城
区共6个功能区。从面上看，6个功
能区中，至少有经开区、先创区、
齐鲁化工区3个功能区涉及产业
问题。而放大来看，淄博新区、大
学城园区和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
区亦同样背负金融、科教、文旅等
现代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命。

产业优先的意图，显而易见。
以最受关注的淄博经开区为

例，过去一年时间，其在完成复杂
的划转工作后，着力点之一便放
在了产业规划及招商储备上。

“经开区将围绕‘四区一城’
的发展定位和建设未来之城、绿
色之城、活力之城、产业新城的战
略目标，着力做好产业和空间规
划。坚决不能把经开区按照一般
的区域来建设，所有规划和建设
必须体现淄博未来城市形象、城
市功能、高端产业、生态环境的未
来之城。”淄博经开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张承友4月7日在
谈及新的一个年度起点的工作时
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
谋划好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淄
博经开区将按照第三代城市形态
发展要求，集中打造几个全市重
点功能性片区。

产业是淄博经开区的重中之
重，对淄博先创区亦是如此。

面积134 . 77平方公里的淄博
先创区，包含张店、临淄经济开发
区的全部及桓台经济开发区的一
部分。在功能区调整前，这三个地
方行政边界错综复杂，缺乏统一
规划且产业同质化比较严重。将

三者整合进淄博先创区，便可实
现整片区域的规划“一盘棋”、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资源有机整合
以及产业融合发展。

根据官方定位，淄博先创区
是淄博主城区“北联”“东优”的重
要支撑，是淄博高端产业发展的
新高地。一年来，围绕发展高端产
业的战略部署，淄博先创区已高
标准规划建设了四大产业园
区——— 在南部规划建设占地7200
亩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在中部策
划建设占地9800亩的绿色能源产
业园；在西部建设占地2000亩的
新材料产业园；在北部打造万亩
特色数字农业示范基地。

淄博高新区工委委员，先进
制造业创新示范区党组副书记、
管委会副主任郭成告诉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下一步，先创
区将做强做精特色产业，全面提
升发展生态，将先创区打造成淄
博高端产业发展的新高地。

而齐鲁化工区代管张店东部
化工区后，对标国内化工园区综
合实力排名第一的上海化工区，
由国内石油化工资质最高的北京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编制完
成了“一区十园”的一体化发展规
划。力争到2025年中高端化工达
到70%，主导产业集聚度、产品关
联度均达80%以上。

“产业，还是产业，必须是产
业。”各功能区依照各自定位，聚
力发展优势产业，形成规模优势，
发展“园区经济”，这体现了功能
区调整优化之后，淄博在产业上
发力的巨大决心。

城之未来

在经开区、先创区、齐鲁化工
区承担产业高端化重任的同时，
淄博新区及大学城园区则被赋予
了产与城的双重重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发现，江
敦涛在多个场合谈到淄博城市未
来发展时，都不回避淄博在城市
能级上的劣势。他曾公开坦陈，虽
然淄博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但短板也很明显。如
主城区对资源要素的吸引力、承
载力不足，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
动力不足。

基于此，江敦涛提出了通过
“东优、西融、南拓、北联”做大主
城区的思路，即主城区提质增容。

他认为，主城区提质增容更重要
的是提质，就是主城区城市功能
布局、各种业态布局更加优化，城
市发展更有活力、更有品质。

这种情况下，淄博新区和大
学城园区在主城区提质增容方面
的戏份，突然加重。

张店区委常委、淄博新区建
设发展办公室党组书记潘清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功能区调整
优化后，淄博新区已全面转入产
业培育、建设提升、功能配套、管
理服务阶段，目的是进一步强化
淄博新区在主城区、在全市发展
大局中的中心地位，提高新区的
城市品质、活力、承载力、集聚力、
带动力，力争成为落实淄博市委、
市政府“打造公园城市、主城提质
增容、全域融合统筹、交通快速通
达”城市工作发展思路的生力军
和主战场。

而接下来，淄博新区将围绕
建设和发展两个主题，突出加强
城市建设，着力打造精致城区。同
时，淄博新区还对产业进行高水
平规划，着力打造会展、文旅、科
创、金融、医疗颐养、教育、高端商
业等“七大产业”，积极培育高端
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同样是主城区“西融”的重要
板块，大学城园区目前已布局各
类院校8所，其中淄博职业学院、
齐鲁医院学院、山东农业工程学
院(一期)已建成投用；青岛科技
大学淄博教科产融和基地即将开
工建设。“大学城园区现有在校生
约4 . 2万人，其中常驻教学科研人
员和各类实用型人才约2200人。”
淄博大学城发展中心党委委员、
副主任牛俊波说。

除将加快构筑教育医疗、商
务金融、文体旅游及淄博特色文
化标示地，塑造青春活力、时尚健
康、文化凸显的“城市会客厅”外，
大学城园区也在强化与科教相关
的产业布局，规划建设了齐鲁数
谷等10个产业园区，形成互联网
大数据和智能制造两大产业。

可以说，淄博新区与大学城
园区在产业格局上也互为补充，
二者的任何探索和尝试，对淄博
主城区“西融”都将别具意义。而
放大至整个淄博来看，以功能区
调整优化为代表的深层次探索，
其意义不仅仅体现于当下。

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辉煌的
淄博，现在总有不甘。其凤凰涅
与加速崛起的愿望，在当下已是
无比强烈。

“我们沉默的时间太久了，作
为淄博人，我希望我们的城市能
够重新振作起来。”作为一名长期
关注淄博城市发展的淄博人，在
肯定功能区调整布局的基础上，
李文龙还表达了这样的期待。

李文龙的期待，也是更多淄
博人的希冀所在。

公 告

●宋楠馨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0372239911）丢失，声明挂失

因2021山东高青第五届天鹅

湖国际慢城全国马拉松赛需要，为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对309田高线
(开泰大道至滨莱高速公路)、黄河

大堤(道堂李路口至清河浮桥)、旅

游路(黄河大堤至刘杨路)实施交通

管制，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请通行此路段车辆和行人(2021年4

月24日05时—14时)选择绕行路线，

给群众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高青交警大队

高青县教体局
2021年4月15日


	Y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