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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段婷婷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针对全市住建工作，济南市人

大代表、市住建局局长陈勇表示，今年，将完善
住房供给体系，解决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完成住
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任务，三年新增房源12 . 4万
套。全年发放租赁住房补贴不低于7800户，筹集
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6万套(间)，筹集人才租赁
住房5万套(间)。

同时，推动产业升级，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
系。发展建筑业总部经济，2021年建筑业总产值
力争达到4500亿元，增加值达到1060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7%、6%。2021年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
500万平方米，完成绿色建筑面积850万平方米。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编制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创新项目大片区
统筹平衡、跨片区组合平衡、小区内自求平衡等
改造模式，加快棚户区、城中村改造。2021年底
前，完成省棚改安置房新开工任务7555套，基本
建成任务10107套，计划改造老旧小区49个(以国
家、省批复为准)、约600万平方米。既有住宅增设
电梯200部。开展绿色社区创建行动，到2021年底，
全市30%以上的城市社区达到创建要求。

市人大代表、市住建局局长陈勇：

今年将改造老旧小区49个

□ 本报记者 赵国陆 申红

1月12日，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
力打造科创济南、智造济南、文化济南、生态
济南、康养济南，加快建设“大强美富通”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蹚出路
子，为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当好引领，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示范。抢抓黄
河战略和强省会战略机遇，到2025年，“五个
济南”基本建成。

大院大所助推科创济南建设

科创济南位列“五个济南”之首，打造
“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离不开科
技创新的支撑。作为省会城市，济南科创基础
良好。特别是近年来，济南的科创集聚效应明
显增强，高新技术企业突破3000家，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55%，独角
兽、准独角兽、瞪羚企业数量居全省首位。

据济南市科技局局长吕建涛介绍，中科
院、山东省、济南市三方签约共建中科院济南
科创城，目前已落地14家“中科系”科研机
构，一批中科院重大项目顺利推进，电工所、
理化所、工程热物理所等项目正在加快施工建
设和产业布局，一批科技成果快速转移转化。
济南科创城分三期规划建设，一期位于齐鲁科
创大走廊未来产业创新圈内，占地约5平方公
里，主要落地“电磁驱动”“载人航天”“大气环境
模拟系统”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二期规划
由一期向东拓展约11 . 5平方公里，主要用于配套
设施和成果转化基地建设；三期规划向南拓展
到雪野湖片区，主要布局未来新的重大项目。

济南的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新增省级
技术创新中心12家，新备案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48家，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350亿元。山东产业

技术研究院等一批“四不像”研发机构落地扎
根。这些创新平台正在陆续发挥战略支点作
用。以山东产研院为例，目前已凝聚87个高水
平创新团队，创立64家科研机构，实施300多项
发明专利，转化研究200多项前沿产业技术成
果，孵化99家高新技术企业。

坚持工业强市打造智造济南

济南的制造业有着良好的基础和较强的实
力，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被列为十大千亿级产
业之一。2020年11月，中国重汽智能网联(新能
源 )重卡项目竣工投用，新一代黄河重卡下
线，标志着山东重工(济南莱芜)绿色智造产业
城的第一个项目投产。这是济南实施“工业强
市”战略，打造智造济南的代表性大项目之
一。莱芜区委书记朱云生表示，今年将在建设
智造新城、优化产业体系上聚焦聚力，尽快形

成20万辆高端重卡、10万辆新能源叉车生产能
力，培育出一个千亿级产业“航母”。

济南市工业与信息化局局长汲佩德表示，
围绕大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与高
端装备、精品钢与先进材料、生物医药四大支
柱产业，济南正实施建链强链补链延链工程，
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信息技术装备、软件与信
息技术服务、汽车及零部件、高端数控机机器
人、精品钢、先进晶体材料等37个产业链条和
40个产业集群。为此制定出台了“工业强市19
条”，聚焦重点产业推行“链长制”，持续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领跑全国主要城市。

今年，济南推动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产业
突破发展，壮大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
在氢能源、智能电力装备、激光装备等领域发
力，产业规模争取达到4500亿元。同时实施绿
色智造工程，新增绿色工厂30家。

战略机遇叠加，“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风头正劲

2025，基本建成“五个济南”

□ 本报记者 段婷婷 王健

建设“科创中国”试点城市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2021年，济南将全力推进齐鲁科创大走廊、中
科院济南科创城建设，加快建设超高速电磁驱
动试验装置、大气环境模拟系统等科技基础设
施；积极推进首个国家实验室济南基地建设，
加快网络空间安全、微生态生物医学、粒子科
学与应用技术山东省实验室建设；积极推进
“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做大做强山大国
家大学科技园、山东数字经济产业园；全面实
施市校融合发展战略工程，推进山大创新港、
校友产业园等项目规划建设，做大做强“山大
系”“第一医大系”“齐鲁工大系”品牌；积
极筹建空天信息大学。

人才是第一资源。2021年济南市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济南常住人口突破900万人。而近
日，根据住建部公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
年鉴》，国内常住人口500万人-1000万人的特
大城市增至10个，济南成功晋级。

2021年，济南将加快人才强市建设，加大
量子、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人才支持力度，精
准引聚各类高层次人才；建立健全普惠性青年
人才政策体系，吸引大学毕业生来济留济落户
就业创业，打造青年友好型城市；加快建设人
才特区，积极构建全生命周期人才创业创新服

务体系，打造人才生态最优城市。

推动数字经济占比超过45%

2021年，济南将新建5G基站1万个，推动
5G网络深度覆盖，实现规模化商用和行业场景
化应用；积极推进IPv6规模应用，提升用户普
及率和网络接入覆盖率；推动山东未来网络研
究院落地建设，打造工业互联网确定性网络；
加快建设国家星火链网超级节点，申报国家级
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提升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服务能力和应用水平。

推动创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大力推进数据、算力、场景、平台开放，推动
数字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占比超过45%；着力
打造“中国算谷”，推进超算产业化发展，加
快算谷科技园和产业园建设，构建完善的数字
产业生态；统筹推进人工智能“双区”建设，

规划建设人工智能岛，加快建设华为三大创新
中心、百度“一基地两平台三中心”，实施应用示
范项目40个，引进培育一批行业领军企业。

国际康养名城谱写新篇章

2021年，济南锚定国际康养名城建设，将
积极推进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建设，推动质
子临床研究中心建成投用，加快医疗硅谷、树
兰(济南)国际医院、山大国际医学中心、精准
医学产业园等项目建设进度，争创国家医疗健
康产业综合试验区；壮大“齐鲁医学”品牌，
积极争创区域医疗中心；规划建设中医药国际
科技园、扁鹊康养生态城等项目，加快智慧中
药房和扁鹊互联网中医院项目建设。

作为成长性好、带动性强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生物医药产业也是济南的优势产业。今
年，济南将聚焦突破抗肿瘤药物、医美抗衰、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特医食品、中医中药、医
疗器械等六大领域，加速壮大生物医药产业规
模；积极推进齐鲁国际生命科学城及特医食品
城、国际医药港等规划建设；加快山东大生命
科学院建设，打造研发中试公共服务平台；规
划建设生物医药(械)超级工厂；鼓励引导华熙
生物等龙头企业向产业链下游延伸，推动美妆
产业做大做强。

轨道交通6号、8号线一期开工

2021年，济南还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
快济郑、济莱高铁建设，开工济滨、济枣高
铁，推进德商高铁前期工作，规划济南至济
宁、莱芜至临沂、淄博至莱芜高铁项目，谋划
推进经济圈市域铁路项目；开工建设轨道交通
6号线、8号线一期，规划建设机场快速通道，
启动旅游路东延、省道103改造提升工程。

同时，加快济南东站至济阳区有轨电车建
设进度，规划至远郊区县轨道交通线路，增加
连接县域的快速通道；突出制造业强县，实施
县域经济发展三年攻坚行动；加快打造莱芜绿
色智慧交通装备制造、钢城精品钢与先进材
料、长清节能环保装备、济阳食品制造、平阴
医药食品、商河生物医药化工等产业集群，推
动区县错位发展、特色发展；深化开发区体制
机制改革，激励开发区加压奋进、争先进位，
推动莱芜高新区、明水经开区更好发挥国家级
开发区作用。

打造人才生态最优城市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锚定国际康养名城建设

济南快速迈向新时代现代化强省会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济南贯彻落实黄河重大国家战略、

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省会的起步之年。2021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聚
焦“五个济南”“五个中心”，聚力“七个新跨越”“十个新突破”，推动
新时代现代化强省会建设开好局、起好步。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市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济南“15箭”齐发，快
速迈向新时代现代化强省会。

□记者 段婷婷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

快济郑、济莱高铁建设，开工济滨、济枣高铁，
推进德商高铁前期工作，规划济南至济宁、莱芜
至临沂、淄博至莱芜高铁项目，谋划推进经济圈
市域铁路项目。济南市人大代表、市发改委主任谢
堃介绍，济枣高铁将于2021年上半年开工建设；济
滨高铁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技术审
查，正在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计划2021年开
工建设；德商高铁已通过可研技术审查。

济南市发展改革委正在编制省会经济圈轨道
交通线网规划，主要是谋划省会经济圈干线铁
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发展。2020年12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推动都市圈市域（郊）铁路加快发展
的意见》，对市域（郊）铁路的规划审批、技术
标准等提出新要求。济南市发展改革委正根据最
新国家规范，研究论证市域（郊）铁路规划方案。

谢堃表示，除了已开工的“三隧一桥”，
2021年，济南还计划开工建设G308公铁两用桥，
结合济滨高铁一并实施。同时，济南还规划了
S241章济黄河大桥和G105平阴黄河大桥等跨黄桥
梁，计划“十四五”期间实施。

市人大代表、市发改委主任谢堃：

谋划省会经济圈

“四网”融合发展

□记者 段婷婷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强化PM2 . 5与臭氧协同控

制”“持续推进土壤污染防治”“推进污水处理
提质增效”……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济
南提出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济南市人大代表、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侯翠荣
表示，2021年在“气质”改善方面，将持续推进
VOCs治理攻坚，强化PM2 . 5与臭氧协同控制，
继续推进机动车污染治理，持续落实国三非营运
柴油货车淘汰补助，积极应对重污染天气。在水
环境治理方面，强化国控断面水质保障工作，开
展入河排污口的溯源整治，强化工业企业废水管
理，确保实现国控断面地表水水质稳定达标；强化
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确保城镇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的比例保持100%。

同时，加强农业源、工矿源、生活源管理，
减少新增土壤污染；对安全利用类耕地管理采取
安全利用措施，严格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再
开发利用的准入管理，组织污染地块开展治理修
复。并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编制应对气候变化十
四五规划，推进碳中和路径研究和路径规划编
制，继续开展济南市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开
展碳排放达峰方案编制工作。

市人大代表、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侯翠荣：

强化PM2 . 5与臭氧

协同控制

□记者 段婷婷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年来，全市上下勠力攻

坚，‘山水泉城’的颜值与气质发生了日新月异
的变化，‘面子’与‘里子’实现双提升。”济
南市人大代表、市城管局局长孙世会说，今年，
济南市城管局将运用系统思维，加强统筹，推动
城市品质实现新跨越。

2021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1年要
“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从城市家具保洁、绿化
亮化美化、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提出了目标任务。

“《济南市生活垃圾减量与分类管理条例》
也将于2021年5月1日起实施。”孙世会代表表示，

《条例》实施之前，市城管局将重点做好宣贯以及
设施的配置工作，力争实现广大市民知晓率100%、
宣传覆盖率100%的“双百”目标。《条例》实施之后，
重点做好检查督导、管理执法工作。

2021年，济南市城管局将融合快车道机械化
保洁、人行道辅道人工清扫及守岗捡拾、城市家
具“人机结合”全覆盖保洁三大项目为一体，作
业由平面向立面延伸，由局部向整体扩展，形成
城市道路墙根至墙根“一体式、全覆盖、精细
化”的保洁新体系。

市人大代表、市城管局局长孙世会：

推动城市品质实现新跨越

□记者 王健 段婷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坚持拥河发展，促进产城

河共兴共荣，全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
标杆和高质量发展核心增长极，为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奠定坚实基础。”2021年济南市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加快完成起步区发展规划编制和
报批，绘制黄河两岸南北呼应、协同发展的现
代化城区新蓝图；加快中科新经济科创园、数
字经济和智慧物流产业园建设，推动新一代信
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现代物流等产
业集聚发展；高水平打造绿色建设产业园，培
育“新城建”全产业链。

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已列入国家《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济南迎
来拥河发展最佳机遇，今年将推动新旧动能转
换起步区全面起势。济南市人大代表、济南新
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
国祥表示，2021年，先行区将加快打造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具体来说，
先行区将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齐鲁风
韵、泉城特色，高标准编制完善“1+4+16+N”
规划体系，综合交通、蓝绿空间、综合能源等
16个专项规划上半年全部形成规划成果，到
“十四五”末，黄河北岸初具绿色智慧宜居的
未来新城风貌，初步形成两岸交通畅联、功能
互动、要素共享、产城河一体化发展的城市发
展新格局；牢牢把握“崛起北部”的目标要
求，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的北部新城，全力
推进跨河桥隧、骨干路网、水电热气等基础设
施建设，聚力导入高端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
资源，拓展黄河北岸主城区承载空间；始终坚
持“核心示范、集约集聚”的发展路径，加快
导入高端优质产业资源，聚焦高端优质产业项
目，科学谋划建设时序，努力打造产城融合、
智慧宜居的“未来产业社区”。

聚焦黄河战略，济南也迎来了争先进位的
好时机。济南必须全力塑强发展新优势，高水
平编制全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
施规划，精心谋划落实路径，为推进黄河重大
战略破题起势提供强力切入点，为全流域开篇
布局提供示范蓝本。

“我们将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在落实黄

河重大战略中作表率、当标杆。”济南市人大
代表、历城区委书记吕涛表示，历城区将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纲要》，服从服务省市发展大局，主动
融入黄河流域“一轴两区五极”发展动力格
局，统筹生态综合治理和产业体系发展，推动
建设“知本黄河”“动力黄河”“生态黄河”
“人文黄河”“数字黄河”，打造沿黄创新融
合发展示范区，确保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在历城

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落实。
章丘是黄河流域重要区域，黄河街道是黄

河流域唯一以“黄河”命名的行政区域。在谈
到深入落实黄河战略时，济南市人大代表、章
丘区委书记马保岭表示，章丘将以活化龙山文
化为魂，以讲好沿黄流域济南故事为要，以发
展文旅产业为基，突出“重在保护、要在治
理”，加快完善防洪减灾综合体系，系统推进
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奋力扬起黄河文化

章丘品牌。章丘将建设沿黄生态走廊，串联辖
区沿黄水域，建设“三湖湿地”，打造复合型
生态廊道样板；聚焦黄河防洪安全，全力保障
黄河长治久安；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建立节水型生产生活方式，推进水资源保护和
高效利用；综合利用黄河历史文化资源，推进
黄河文化繁荣发展，积极承办举办黄河文化保
护传承高峰论坛等高水平文化交流节会，讲好
黄河故事、济南故事、章丘故事。

坚持拥河发展，促进产城河共兴共荣，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奠定坚实基础

黄河战略破题起势

□记者 王健 报道
1月6日，记者在济南黄河隧道施工现场获悉，目前项目东线隧道已完成盾构机吊装拆机工作，西线隧道盾构机已进入接收段段，预计春节前实现

双线贯通，计划于2021年10月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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