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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的巨轮行驶过三千六百多个日
夜，生活在太白湖畔的人们正见证着这片
土地上的沧桑巨变，从“一片茅草丛生、水
雾茫茫的荒滩沼泽”嬗变到“一个水清岸
绿、政通人和的活力新区”，十年光阴，一
座现代化生态新城正崛起在太白湖之滨。

回首来时路，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
华秋实；探寻未来，崭新起点，一核引
领，霞映太白处。站在十年的节点，太白
湖新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
奋斗历程给予我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
的力量。从十年一剑筑新城的发展之路，
到项目建设一马当先的引领之路；从坚持
以民生福祉为先的共享之路，到生态环境
不断优化的绿色之路；从城市建设不断完
善的品质之路到文化建设蒸蒸日上的内涵
之路，十年光景，和着二次创业的主旋
律，新区人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奋进之歌。

发展之路：

十年一剑筑新城

湖湾正兴贺酒，赞新城碧顾。行走在
这座湖滨新城，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里每天
都在演绎精彩，处处都可读到神奇，时时
都有点点温馨。无论街心绿地的鸟语花
香，还是湿地的清鲜空气；无论湖滨河畔
的秀美景色，还是城区街道的洁净卫生；
无论住宅小区的和谐可人，还是生态新城
的畅达舒适；济宁人无不为这片土地在短
短十年内发生的巨大变迁而赞叹不已。

自2008年2月太白湖新区正式成立以
来，十年里，太白湖新区以“行政商务中
心，科教文化基地，休闲度假胜地，生态
宜居新城”精确定位在这座古城中风发泉
涌。十年间，这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落在
了新区建设者们的肩上，向着一年拉框架、
三年成规模、五年出新城的总体目标阔步前
行。十年间，新区人坚守初心、牢记使命，
团结一致、披荆斩棘，全面聚焦项目、全力
攻坚项目、全员服务项目，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奇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十年艰苦创业，而今奋发有为。创立
十年来，新区累计实施项目230个，总投资
超过60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较建区之初增
长50倍，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幅均高于济
宁市平均水平。新区筑巢引凤，引进万众
金服创新创业街区、济宁新城大学科技园
等“双创”项目落地。通过出台系列优惠
政策，已有102家企业进驻新区，实现税收
超过5500万元。新区就金融商贸、餐饮住
宿、娱乐购物等产业，与济宁银行、富力
地产、上海世贸等17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
意向，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老城区的醇熟，品忆岁月时代的芳
华；新城区的繁华，展未来市井雄姿。经
过十年的建设，在从无到有中太白湖新区
完成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构建并走在全省前
列。十年间，这片土地先后修了路、架了
桥、铺设了地下管网，架起城市交通的快速
通道。实施了29条城市主次干道路，55座桥
梁，10处雨污水泵站的建设，铺设各类管线
长度超过1258千米，综合管沟29 .8公里，城市
基础承载力进一步提升；济宁体育中心、市
规划展示馆、新城发展大厦等重点工程先后

投入使用，36个商住开发片区、600余栋楼
宇拔地而起。此外还完成了三大回迁安置
片区建设，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11834户
村民搬迁入住，居住环境大为改善。

引领之路：

项目建设开启加速度

今年，“一核引领”战略的实施让太
白湖新区的发展尤为受人瞩目。作为城市
引领发展的主中心，新区以政务服务、高
端商务功能为主线，以居住生活、休闲度假
为支撑，建设市级行政、教育、文化、商务
功能核心区。

“一核引领”战略意义重大，是城市
发展所需，更是人民群众期盼。太白湖新
区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越，基础设
施完备，完全有条件承接城市核心区功
能。十年建设发展，太白湖新区圆满完成
了济宁市委、市政府交付的建设任务，行
政商务中心建设初具规模，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一致认可。科教文化基地、旅游度假胜
地、生态宜居新城的建设成效明显，完全符
合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回应了群
众的热切期盼，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成
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有力抓手。

6月19日，太白湖新区建设指挥部正式
成立。指挥部立足城市主中心定位，以太
白湖新区为主要空间载体，全面启动“一
核引领”战略，济宁市文化中心、济宁市
儿童公园、济安桥路南延、市立医院等一
批社会民生、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建设得
到有力推进。

“项目建设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产业
转型的载体、加速发展的抓手。指挥部的
建立，就是为了给项目解决困难，攻克难
题，让项目推进快、工作落得实。”太白
湖新区建设指挥部专班副主任张繁翔表
示。目前，指挥部承担的总投资额352亿元
的38个项目，已开工建设20个，已完成投
资26亿元，按照济宁市总指挥部进度和保
障节点要求，各项工作进展总体顺利。

太白湖新区全面实行挂图作战，围绕
38个重点项目，在“怎样挂图、挂什么
图，怎样制图”上动脑筋、想办法，明确
工作目标，倒排时间工期，细化责任分
工，层层压实责任，迅速掀起项目快推
进、工作快落实的热潮。美好愿景的实
现，关键要靠实干。太白湖新区以“说了
算、定了干、按期完”的实干之风，不断
对照要求，扑下身子、真抓实干、狠抓落
实，在成立第十个年头再次踏上新征程。

未来，围绕突破“一核引领”战略，
太白湖新区将实现三个破题。国家旅游度
假区将破题，新区将牢牢把握方特项目落
户机遇，统筹推进奥体公园功能提升、太
白湖景区牡丹园、白衣尚书纪念馆等文旅
项目建设，以大项目带动基础设施大飞
跃，着力提升新区旅游品质和档次。中央
商务区建设将破题，要按照“总体谋划、
分步推进、市场导向、高端引领”的原
则，坚持政府主导推进，聘请顶尖咨询和
规划设计机构，制定完善中央商务区发展
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
合理确定中央商务区规模、范围和功能布
局，打造新区新地标。乡村振兴要破题，
要围绕乡村旅游、特色种植、生态养殖、

皮毛加工等方面，策划包装一批项目，点
燃石桥发展破题起势的燎原之火。

共享之路：

夯实民生之基

太白湖新区下大力气推动民生事业持
续改善，启动功能提升、乡村振兴、棚户
区改造“三大民生保障攻坚战”，城投商业
综合体、中南珑悦大厦、恒大时代广场等项
目开工建设，爱客多、联华超市等一批便民
购物中心先后投入使用，西南片区二期、石
桥镇压煤搬迁社区等棚改项目快速推进，城
市承载能力和群众生活水平不断增强。

济宁医学院、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济
宁一中和北湖一小、二小及北湖中学相继
建成使用，备受瞩目的济宁学院附中附小
太白湖校区也在今秋投入使用……2018
年，济宁太白湖新区教育成果处处开花。

2018年，新增校舍面积5 . 8万平方米、
新增城乡学位4840个。济宁学院附中附小
太白湖校区于2018年8月落成开学，总建筑
面积约48050平方米，中小学各规划40个教
学班，是太白湖新区解决大班额问题的一
项重点工程。济宁学院附中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太白湖校区校长姜炳让说：
“济宁学院附中太白湖校区将利用附中教
育集团的优质资源带动、引领济宁学院附
中太白湖校区教育均衡、优质、同步发
展，打造济宁市教育发展新高地。”

不断推进的“放管服”改革让群众办
事更加方便。新区成立了太白湖新区推进
“放管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党政
主要领导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
组长、各改革牵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
员，实行区级领导到政务服务中心值班制
度，每天一名区级领导带领分管部门主要
负责人到大厅坐班督导，形成了全区齐抓
共管工作推进格局；建成了1万平方米的政
务服务大厅，配备了电子叫号机、电子查
询机、免费复印、免费邮寄、免费充电等
一系列便民设施；加大“一次办好”工作
力度，实行“三十一证合一”、“一照一
码”、“先照后证”、限时办结等举措，
推进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和电子营业执
照，压缩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时限，全部法
定办结时限压缩78 . 98%；制定“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标准，严格落实“三集中
三到位”要求，目前，新区25个部门、55
名工作人员已进驻，可办理政务服务事项
637项。自中心启用以来，累计受理事项
18392项，满意率99 . 2%。

绿色之路：

一座新城半城绿

又是第一！在济宁市10月份各县市区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考核结果中，太白湖新
区以97 . 40分位居第一名。如今的新区，生
态环境已经成为济宁市最靓丽的名片。新
区始终坚持把生态环境作为立区之本，先
后实施了北湖湾、新运河、老运河人工湿
地等重点项目，打造了风景秀丽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太白湖景区。推进道路景
观绿化。走进太白湖新区，首先映入眼帘
的就是郁郁葱葱的树木，目光所及，尽是
深深浅浅的绿意。全区绿化总量突破59558
亩，目前，新区林木绿化率达到42 . 38%，
其中城区许庄街道辖区36150亩，石桥镇

23408亩，被评为“山东省首批绿色生态示
范区”。

风光秀丽的太白湖景区，总面积22平
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8 . 9平方公里，拥有
岛屿七座，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流淌千
年的大运河，160余米的宽阔河面，沿岸
200米的景观绿化，给居民提供了一处景色
绝佳的河畔公园。此外，新区随处可见的
绿地公园，各色景致点缀其间，让行走都
成为了一种享受

太白湖生态环境优越，是鸟类精灵良
好的栖息地。目前，太白湖野生鸟类已达
130多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东方白
鹳、中华秋沙鸭、长耳鹗、白尾鹞等都在
太白湖繁衍生息。天鹅、白鹭近年来更是
成了太白湖的常客，成为翱翔在太白湖上
的生态名片。

内涵之路：

城市品位不断提升

“整个小区现在很绚丽，在灯光下跳
着动感的广场舞，别提多带劲了。”家住
京杭佳苑的张阿姨是一名广场舞爱好者，
细心的她发现，当晚小区的灯全亮了，并
且以流线形不停变换颜色，在灯光的映衬
下，她和舞伴心情也好了许多。

让张阿姨心情舒畅的是太白湖新区正
在建设的“光耀新城”项目，其主要包括
洸府河以西、石佛路以北、日菏铁路以
南、京杭大运河以东，总面积约37平方公
里，对主要道路、道路景观节点、行政办
公类建筑、居住类建筑、河湖水系等进行
亮化，形成点、线、面交相辉映的城市夜
景照明体系。项目全部完成后，流光溢彩
的千番图景将勾勒出一个年轻的城市主中
心的独特魅力和别样气质。

如果说过去的太白湖新区建设拉起了
城市的框架，而如今，光耀新城、花满新
城、智慧新城的建设在完善着太白湖新区
功能的同时，也在丰富着城市的内涵，提
升新区的城市品位。

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成为太白湖新区一
张崭新的名片。在前不久的济宁市新旧动
能转换现场观摩会上，位于太白湖新区的
济宁市文化中心群众艺术馆被评为城建基
础设施项目第二名，文化高地正崛起于太
白湖新区。

坐落于太白湖新区太白湖湾东侧的济
宁市文化中心是一座集群式综合体的文化
建筑，规划用地面积35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13 . 7万平方米，由群众艺术馆、图书
馆、博物馆、美术馆以及与之配套的文化
产业园和高地公园组成。

10月30日，济宁太白湖新区文化发展
促进会正式成立。太白湖新区河湖文化、
渔家文化、太白文化、廉政文化等文化等
交相辉映，形成了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
源丰富的独特优势。这些历史和自然文化
的见证与沉淀不仅是人文精神的源泉，更
能够推进新区城市建设、旅游事业，提升
城市知名度。

不忘初心，继往开来，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旅游开发、城乡统筹、改革创
新，让太白湖新区在魅力新区、创业新
城、幸福新城、智慧新城和活力新城的道
路上跨步向前。

风雨十年，太白湖人从未如此自豪。
迈向新征程，新区人更加自信坚定。

一核引领谱新篇 二次创业勇争先

现代化生态新城崛起在太白湖之滨

①太白湖景区风光
②新城发展大厦
③车站南路跨老运河桥项目效果图
④济宁市文化中心群艺馆效果图
⑤济宁市立医院效果图
⑥圣贤桥
⑦荷映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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