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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印发《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

“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建设”升为国家战略
继《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

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获国务院
批复后，国家发改委近日正式印
发《方案》，明确指出山东作为全
国首个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
的试验方向、主要目标等内容，确
立了“济青烟三核引领，区域融合
互动”的试验区布局以及产业发
展规划。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
验区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山东经
济结构与全国相似度高，在全国
的典型示范性强。此前，李克强总
理曾提出，山东应该在国家发展
中继续挑大梁，在新旧动能转换
中继续打头阵。

现在山东的经济发展正处于
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升级的
关键阶段。在这种基础上，《方案》
提出，山东要继续推进化解过剩
产能、发展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
业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试验区由济南、青岛、烟台三
市全域和其他 14 个设区市的部
分特定区域组成。其中在济南打
造全国重要的区域性经济中心、
物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在青
岛打造东部沿海重要的创新中
心、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在烟台
打造先进制造业名城，建设面向
东北亚开放合作新高地。

试验区，既是区域概念，又有

明确的功能定位，更重要的是确
立了特定的发展目标。例如深圳、
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是主要围绕“对外开放”这一定位
开展工作的试验区。山东新旧动
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梳理借鉴了
18 个国家级新区、11 个自贸区、
17 个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及京津
冀、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原经济区
等的政策，并结合山东发展实际，
提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的全国范
围内首创性的政策举措。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
验区建设总体方案》获批，意味着
山东的“新设想”升至国家战略，
将以国家姿态“全力打造”新时代
的新山东，也意味着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有了重点的培育标杆和检
验标本，为未来“十四五”、“十五
五”打造一个“新旧动能转换”成
功典范。

综合自《大众日报》、大众网

□记者 郝小庆

“济南先行区的建设包含着
济南‘携河北跨’和国家新旧动
能转换战略实施这两层含义。”
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工
作人员介绍。

济南南边是山，北边是黄
河，过去的老城就是位于黄河和
南山之间一个狭长的城市。最近
二三十年来，整个城市东西向发

展较快，“东拓西进”格局已经
基本成型，但“北跨”迟迟未能
有实质性的开展。目前济南城区
东西长 99 公里，南北 12 公里，
400 万人口“挤”在这样的狭长
城市里，如果没有新的发展空间
来疏解，只会越来越拥挤。济南
总是被说省会首位度不高，除了
经济发展平缓，还有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城市发展空间没有得到
扩展。

早在 2003 年，济南就确定
了“东拓西进南控北跨中疏”的
发展方针，但是“北跨”受多种因
素制约。一方面，那时候“东拓西
进”的格局还没形成，小清河还
没“跨过去”，跨黄河有点远；另
一方面，黄河行洪问题也没有解
决，不敢“跨”。

2008年国务院正式批复《黄
河流域防洪规划》，取消了沿线
多个蓄滞洪区，济南“北展区”由

此得以“解放”，而这一区域也正
是现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
区管委会驻地所在区域。

2009 年小浪底水库投入使
用，把黄河的防汛能力提升到千
年一遇的水平。作为地上悬河的
黄河济南段，洪水隐患基本解
除，也意味着济南北跨最大的制
约因素不复存在。

2015 年，国家提出“新旧动
能转换”概念。由于山东经济结
构和全国相似，山东多次被点名
要做全国新旧动能转换的表率，
要起到打头阵、挑大梁的作用。
2017 年 4 月，“新旧动能转换”正

式被山东省确立为经济发展的
“牛鼻子”和“总抓手”。

济南作为山东省会城市，具
有和全省相似的经济发展状况，
同时拥有许多开展新旧动能转
换的优势。国家明确表示山东要
建设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
同时支持在济南建设先行区，这
与济南市“携河北跨”战略规划
正好能“无缝衔接”。

在这样的基础上，2017 年 6
月，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
委会(筹)成立，对先行区所在区
域进行摸底排查，为先行区总体
规划编制做准备。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的前世今生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是山东“排头兵”

到底啥叫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把先行区理解为
一个国家级新区”

对于济南来说，新旧动能转
换包含着三方面的由“旧”转

“新”。一方面是产业转换，指经
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
转变，通过化解过剩产能、淘汰
落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以及提
升传统产业来实现经济集约型
增长，这就是新旧动能的转换。

第二方面，城市空间的拓展
是新旧动能转换的空间载体，济
南过去的发展集中在黄河以南，
东西狭长布局，城市发展空间有
限。“北跨”可以为济南发展注入
新动力，也是一种经济发展动能
的提升。第三方面，体制机制创
新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制度保障，
可以为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提
供更加宽松、高效的发展环境。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是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
的‘排头兵’，也就是国家‘新旧动
能转换’战略实施的‘排头兵’。”
济南先行区工作人员说，可以把
先行区理解为一个国家级新区。

先行区是一座产业和城市融合的新城

济南先行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8 年是先行区建设元年。
先行区初步规划范围 1030 平方
公里，其中黄河北 730 平方公
里，过去没有纳入城市总体规
划。“先行区建设可以理解为在
黄河北建设一座新城区，而且是

一座产城融合、体现城市未来发
展方向的新城区。”先行区工作
人员介绍，未来先行区将承载先
进产业，通过提前规划和布局，
让产业和城市融合发展。

“去年 6 月下旬先行区管
委会成立后，首先对黄河北的

730 平方公里区域进行了现状
摸底调查，测绘完成了黄河北
1:2000 地形图，为先行区总体
规划编制做准备。”工作人员
说，总体规划将于今年 3 月份
进入论证公示阶段，到时就能
直观地看到先行区以后的发
展蓝图了。

启动总体规划的同时，还
要开始编制交通、市政、产业、
生态等重要专项规划，并按照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山东优
势、泉城特色”的要求，形成空
间战略规划。“总规编制完成
后，下一步会按照市委、市政府
要求，加快生态空间、绿色市
政、综合交通、产业、教育、医疗
等70余项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人员介绍，今年1月份就会启动
先行区3个片区的城市设计，优
先满足先行区引爆区和启动区
的建设需要。

10平方公里的核心引爆区6月底开工
在先行区核心范围内，基本

确定了10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
引爆区选址范围。“这一范围包
括两大区域，一个区域靠近现有
配套相对较好的片区，以便使建
设工作迅速展开；另一区域则沿
黄河北岸布局，交通便利，以便
形成窗口让社会各界更方便、直
观地了解引爆区的建设进展。”
工作人员介绍，一方面，引爆区

要完善基础设施，启动城市主干
道路、桥梁、地下快速路、综合管
廊等建设，预计今年6月底可以
开工。先行区道路建设时，将充
分利用地下空间，把重要枢纽交
通组织尽量布置在地下，地面则
修成“窄街道、密路网”的布局，
避免未来城市建设成型后重现
济南市区的交通拥堵；建筑建设
时，在高度上严格限高，不超过

华山，把鹊山、华山之间的视觉
廊道全部留出来。“目前先行区
已经与中国电建、中国交建、中
国中铁、中建八局等企业达成战
略合作关系，初步约定投资规模
4000亿元。”

另一方面，先行区将积极
引进一些企业总部和科研总
部，打造CID，即科创中心，与
中央商务区遥相呼应。“目前
已经与数家单位达成总部落
户意向。”

“以后过黄河像过
小清河一样方便”

先行区建设必须结合“携
河北跨”，想要“北跨”，就要加
快过河通道建设。目前济南已
经启动“三桥一隧”建设，“黄
河第一隧”泺口穿黄隧道于去
年 11 月 30 日破土动工，预计
2021年8月竣工；齐鲁大道黄河
大桥和凤凰路黄河大桥也已
开工，预计分别在2021年6月和
12月通车；济南黄河大桥改建
计划将于今年上半年开工。

与“三桥一隧”建设同步，
先行区将启动“三桥一隧”北
延线建设，确保同步通车、无
缝衔接。据了解，三桥一隧延
长线共计54公里，包括齐鲁大
桥北延线；济泺路隧道北延
线；凤凰大桥西延线和黄河大
桥北延长线。

“未来先行区将进一步建
设更多过河通道，让市民过黄
河像过小清河一样方便。”工
作人员说，届时先行区将结合
国省道改线，全面建设先行区
引爆区及起步区内骨干路网
16条，共计108公里，让黄河北
的骨干路网和黄河南的骨干
路网衔接，实现横跨黄河的路
网格局，把黄河变成城中河。

此外，先行区已启动黄河
生态景观风貌带建设的前期
相关工作。黄河生态景观风貌
带一期示范段自建邦大桥至
石济客专区段，总规划面积约
47 . 5平方公里。目前正在进行
“蓝绿空间”等专项研究，未来
将建设成展示济南形象的新
名片，市民可以在两岸和空中
等各个方位更加亲近黄河。

□记者 郝小庆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作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
建设的“排头兵”，备受全国瞩
目。它是一个国家级新区，也是
一座产业和城市融合的新城。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去年 6 月已建成（管委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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