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600979 深 000567)(四)(17 日)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 简 评

600979 广安爱众 13 .70 -5 .97 调整仍将延续
600980 北矿磁材 27 .50 -3 .61 延续小幅震荡格局
600981 江苏开元 6 .82 -1 .59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0982 宁波热电 12 .14 -1 .14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0983 合肥三洋 13 .90 -4 .73 减仓,不介入
600984 *ST 建机 9 .30 -2 .21 不看好
600985 雷鸣科化 17 .95 2 .69 上涨趋势明显,守仓
600986 科达股份 9 .00 -2 .49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0987 航民股份 8 .61 -3 .26 调整仍将延续
600988 *ST 宝龙 10 .91 -2 .50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0990 四创电子 32 .72 -3 .02 继续不看好
600992 贵绳股份 11 .54 -2 .12 将保持微幅波动格局
600993 马应龙 43 .13 -1 .60 仍将缩量调整
600995 文山电力 14 .23 -1 .66 小阴小阳调整态势
600997 开滦股份 19 .40 -0 .67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0998 九州通 15 .12 -2 .26 不会有太大波幅
600999 招商证券 18 .96 -1 .81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1000 唐山港 7 .87 -2 .48 小区间内继续整理
601001 大同煤业 19 .88 -0 .70 仍有回落空间
601002 晋亿实业 24 .13 0 .67 仍将继续调整
601003 柳钢股份 5 .44 -4 .23 小区间内继续整理
601005 重庆钢铁 4 .06 -3 .79 谨慎做多，不追涨
601006 大秦铁路 8 .40 -0 .36 调整趋势明显
601007 金陵饭店 9 .62 -0 .41 仍将微幅整理
601008 连云港 7 .59 -3 .44 横向整理，伺机突破
601009 南京银行 10 .54 -2 .14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1011 宝泰隆 22 .84 -4 .32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1018 宁波港 3 .30 -1 .49 回调空间较大
601088 中国神华 28 .08 0 .72 仍以上行为主
601098 中南传媒 11 .05 -1 .95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1099 太平洋 11 .79 -1 .26 继续不看好
601101 昊华能源 46 .84 -0 .80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1106 中国一重 5 .78 -6 .02 机会较小,不介入
601107 四川成渝 6 .71 -2 .47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1111 中国国航 11 .15 -2 .71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1116 三江购物 17 .22 -3 .91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601117 中国化学 8 .09 0 .12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1118 海南橡胶 13 .51 -1 .75 调整趋势明显
601126 四方股份 24 .49 -0 .45 继续不看好
601137 博威合金 27 .10 -1 .31 谨慎做多，不追涨
601139 深圳燃气 11 .62 -0 .43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1158 重庆水务 9 .08 -2 .89 减仓,不介入
601166 兴业银行 26 .74 -1 .62 仍将继续调整
601169 北京银行 11 .60 -1 .61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601177 杭齿前进 15 .29 -3 .29 仍将继续调整
601179 中国西电 8 .36 3 .72 谨慎做多，不追涨
601186 中国铁建 6 .99 -0 .99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1188 龙江交通 3 .64 -1 .36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1199 N 江南水 20 .55 9 .31 仍以上行为主
601216 内蒙君正 27 .49 -3 .03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1268 二重重装 12 .00 -8 .26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1288 农业银行 2 .62 -0 .76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1299 中国北车 7 .65 0 .00 调整仍将延续
601318 中国平安 48 .77 -2 .75 调整趋势明显
601328 交通银行 5 .52 -0 .72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1333 广深铁路 3 .54 -1 .12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1369 陕鼓动力 22 .02 -3 .84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1377 兴业证券 16 .59 -4 .55 仍应看淡
601390 中国中铁 4 .48 -1 .10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1398 工商银行 4 .27 -0 .93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601518 吉林高速 3 .63 -1 .63 后市难有机会
601519 大智慧 23 .75 -0 .13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1558 华锐风电 76 .20 0 .04 上行可能性较大
601588 北辰实业 3 .53 0 .28 仍将无量盘整
601600 中国铝业 11 .15 -2 .87 谨慎做多，不追涨
601601 中国太保 21 .69 -2 .39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1607 上海医药 21 .05 -1 .50 将保持整理格局
601616 广电电气 18 .90 1 .12 处于强势,上扬将延续
601618 中国中冶 3 .92 -1 .51 回调空间较大
601628 中国人寿 20 .87 -1 .09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601666 平煤股份 20 .14 -0 .15 围绕 5 日,10 日均线运行
601668 中国建筑 3 .51 -1 .13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1678 滨化股份 20 .07 -4 .34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601688 华泰证券 13 .66 -3 .67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601699 潞安环能 60 .19 -0 .10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601700 风范股份 29 .54 0 .03 维持上扬格局
601717 郑煤机 42 .70 -0 .02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1718 际华集团 4 .94 -4 .45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1727 上海电气 7 .95 -4 .33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601766 中国南车 7 .56 0 .67 可以看空
601777 力帆股份 12 .70 -2 .16 回调空间较大
601788 光大证券 15 .09 -1 .95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1799 星宇股份 23 .59 -1 .13 看多风险不大
601801 皖新传媒 0 .00 .00 .0 停牌
601808 中海油服 23 .79 -0 .63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1818 光大银行 3 .79 -1 .30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1857 中国石油 11 .64 0 .78 看多风险不大
601866 中海集运 4 .67 -2 .71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601872 招商轮船 4 .28 -1 .38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601877 正泰电器 20 .14 -2 .28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1880 大连港 3 .84 -1 .29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601888 中国国旅 27 .64 -0 .43 多方无招架之力
601890 亚星锚链 20 .53 -2 .93 回调空间较大
601898 中煤能源 11 .21 0 .45 上行可能性较大
601899 紫金矿业 7 .63 -3 .05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1918 国投新集 14 .02 -0 .36 维持上扬格局
601919 中国远洋 10 .09 -1 .94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601933 永辉超市 27 .73 0 .04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601939 建设银行 4 .89 0 .00 上升趋势将维持
601958 金钼股份 25 .09 -3 .09 仍有回落空间
601988 中国银行 3 .24 -0 .92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601989 中国重工 13 .19 -2 .30 回调空间较大
601991 大唐发电 6 .37 2 .41 短线仍将强势,有机会
601992 金隅股份 13 .55 -4 .17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601998 中信银行 5 .32 -0 .93 回调空间较大
601999 出版传媒 9 .69 -2 .12 回调空间较大
000001 深发展 A 15.71 -1 .50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0002 万 科 A 8.18 -0 .85 调整仍将延续
000004 ST 国农 13 .85 -2 .46 横向整理，伺机突破
000005 世纪星源 4 .05 -1 .46 仍将继续调整
000006 深振业 A 7.40 -1 .20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0007 ST 零七 8 .88 -2 .52 仍有回落空间
000009 中国宝安 19 .34 -6 .71 下跌趋势明显,出局观望
000010 SST 华新 0 .00 .00 .0 停牌
000011 深物业 A 7.99 -1 .24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0012 南 玻 A 22.41 -1 .36 仍以上行为主
000014 沙河股份 9 .45 -1 .36 回调空间较大
000016 深康佳 A 5.02 -5 .64 仍可继续看好
000017 *ST 中华 A 5.72 -2 .56 整一段后,或将突破
000018 ST 中冠 A 8.46 -0 .47 可谨慎看多
000019 深深宝 A 11.05 -1 .16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0020 深华发 A 9.40 -3 .69 减仓,不介入
000021 长城开发 11 .42 -2 .48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0022 深赤湾 A 17.49 0 .23 可以看空
000023 深天地 A 0.00 .00 .0 停牌
000024 招商地产 16 .50 -0 .54 仍将继续调整
000025 特 力 A 9.82 1 .24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000026 飞亚达 A 17.38 -1 .08 维持上扬格局
000027 深圳能源 10 .00 0 .91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0028 一致药业 29 .37 -2 .26 维持小幅震荡格局
000029 深深房 A 5.05 -0 .79 调整仍将延续
000030 *ST 盛润 A 0.00 .00 .0 停牌
000031 中粮地产 6 .28 -1 .10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0032 深桑达 A 9.93 -2 .84 将维持窄幅波动
000033 新都酒店 6 .08 -0 .16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0034 ST 深泰 9 .07 -0 .98 仍有回落空间
000035 *ST 科健 8 .87 0 .45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0036 华联控股 4 .53 -3 .21 调整仍将延续
000037 深南电 A 5.85 -4 .72 不看好
000039 中集集团 25 .40 -1 .17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0040 深 鸿 基 5 .39 -2 .71 维持上扬格局
000042 深 长 城 16 .50 -0 .30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0043 中航地产 13 .90 -1 .00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0045 深纺织 A 13.85 -1 .77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0046 泛海建设 8 .44 -0 .24 调整趋势明显
000048 ST 康达尔 6 .18 0 .98 可谨慎看多
000049 德赛电池 26 .03 -3 .49 仍应看淡
000050 深天马 A 13.72 -1 .72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0055 方大集团 10 .37 -3 .89 箱体整理格局不变
000056 深 国 商 16 .94 -3 .26 股价将盘整待变
000058 深 赛 格 0 .00 .00 .0 停牌
000059 辽通化工 0 .00 .00 .0 停牌
000060 中金岭南 19 .72 -2 .18 调整趋势明显
000061 农 产 品 16 .89 -3 .26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0062 深圳华强 10 .70 -0 .47 可谨慎看多
000063 中兴通讯 32 .10 -4 .97 仍将缩量盘整
000065 北方国际 19 .53 1 .24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000066 长城电脑 8 .64 -2 .59 可能继续小箱体整理
000068 ST 三星 0 .00 .00 .0 停牌
000069 华侨城 A 14.50 -0 .55 仍以上行为主
000070 特发信息 10 .91 -2 .42 继续维持弱势
000078 海王生物 12 .45 0 .65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0088 盐 田 港 7 .15 -2 .05 不会出现大的突破
000089 深圳机场 5 .80 -1 .69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0090 深 天 健 11 .24 -4 .26 仍有回落空间
000096 广聚能源 6 .91 0 .73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000099 中信海直 13 .27 -5 .42 可以看空
000100 TCL 集团 4 .50 -3 .02 仍应看淡
000150 宜华地产 5 .47 0 .55 继续保持乐观
000151 中成股份 11 .85 -3 .97 调整趋势明显
000153 丰原药业 11 .34 -2 .91 仍将继续调整
000155 川化股份 6 .70 0 .75 看多风险不大
000157 中联重科 14 .64 -2 .40 回调空间较大
000158 常山股份 6 .68 -2 .77 有风险,应谨慎
000159 国际实业 15 .20 -1 .30 继续不看好
000301 东方市场 4 .79 -1 .03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0338 潍柴动力 56 .11 -0 .85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0400 许继电气 37 .34 1 .25 可谨慎看多
000401 冀东水泥 24 .98 1 .09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0402 金 融 街 6 .51 0 .00 后市难有机会
000404 华意压缩 9 .05 1 .00 仍以强势上行为主
000407 胜利股份 8 .38 -1 .64 仍以上行为主
000408 *ST 金谷 10 .14 -4 .43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0409 ST 泰复 8 .33 0 .12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0410 沈阳机床 13 .29 -4 .66 回调空间较大
000411 英特集团 10 .34 -2 .82 回调空间较大
000413 宝 石 A 15.49 -1 .71 围绕 5 日,10 日均线运行
000415 *ST 汇通 14 .43 0 .49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0416 民生投资 7 .47 -2 .48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0417 合肥百货 18 .02 -3 .38 仍将保持低迷盘整
000418 小天鹅 A 19.80 -3 .37 仍将继续调整
000419 通程控股 10 .00 -2 .15 继续维持弱势
000420 吉林化纤 8 .60 -2 .27 有风险,应谨慎
000421 南京中北 6 .56 -3 .10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0422 湖北宜化 20 .43 -2 .11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0423 东阿阿胶 46 .21 -3 .10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0425 徐工机械 28 .95 -4 .86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0426 富龙热电 17 .75 -1 .39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0428 华天酒店 9 .58 -3 .04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0429 粤高速 A 0.00 .00 .0 停牌
000430 *ST 张股 9 .36 -3 .90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0488 晨鸣纸业 8 .10 -1 .46 谨慎做多，不追涨
000501 鄂武商 A 18.71 -1 .99 将保持微幅波动格局
000502 绿景地产 7 .96 0 .63 仍以强势上行为主
000503 海虹控股 13 .38 -2 .90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000504 *ST 传媒 10 .56 -1 .40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0505 ST 珠江 5 .66 -0 .18 上升趋势将维持
000506 中润投资 13 .78 -3 .30 继续维持弱势
000507 珠海港 13 .97 -4 .12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0509 S*ST 华塑 10 .58 -2 .40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0510 金路集团 9 .19 0 .44 强势格局,坚定持仓
000511 银基发展 3 .50 0 .57 继续保持乐观
000513 丽珠集团 38 .19 -1 .32 上行可能性较大
000514 渝 开 发 8 .57 -2 .94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0516 开元控股 5 .76 -1 .87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0517 荣安地产 7 .70 -0 .39 仍可继续看好
000518 四环生物 7 .82 -1 .26 仍以上行为主
000519 江南红箭 16 .22 -2 .87 不看好
000520 长航凤凰 5 .23 -2 .24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0521 美菱电器 11 .63 -4 .52 仍有可能大幅下跌
000522 白云山 A 19.74 5 .45 可谨慎看多
000523 广州浪奇 13 .17 -2 .30 仍有大幅回调空间
000524 东方宾馆 10 .44 -1 .04 继续不看好
000525 红 太 阳 16 .39 0 .24 总体趋势将继续向上
000526 旭飞投资 13 .28 0 .99 强势格局,坚定持仓
000527 美的电器 19 .06 -4 .22 机会较小,不介入
000528 柳 工 38 .78 -2 .56 下跌趋势,离场为妙
000529 广弘控股 6 .64 -1 .34 继续维持弱势
000530 大冷股份 15 .55 0 .65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0531 穗恒运 A 13.00 -3 .70 似乎空方占据一定主动
000532 力合股份 11 .02 -1 .69 仍将继续横向整理
000533 万 家 乐 9 .80 -2 .68 维持上扬格局
000534 万泽股份 6 .29 2 .44 短线仍将强势,有机会
000536 华映科技 26 .25 -3 .53 将保持整理格局
000537 广宇发展 8 .75 0 .23 维持上扬格局
000538 云南白药 57 .36 -1 .95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0539 粤电力 A 6.25 -0 .95 微幅整理态势不变
000540 中天城投 14 .81 -2 .44 仍有回落空间
000541 佛山照明 14 .93 -3 .24 空头行情,坚决离场
000543 皖能电力 7 .95 -1 .85 维持上扬格局
000544 中原环保 12 .12 -2 .88 仍有较大回落空间
000545 吉林制药 0 .00 .00 .0 停牌
000546 光华控股 14 .67 3 .09 涨势未尽,坚决守仓
000547 闽福发 A 14.54 0 .07 维持上扬格局
000548 湖南投资 6 .52 -1 .95 多方无招架之力
000550 江铃汽车 30 .25 -2 .48 继续不看好
000552 靖远煤电 19 .31 -1 .23 仍应看淡
000553 沙隆达 A 9.10 -0 .11 可以看空
000554 泰山石油 9 .23 0 .54 做多趋势明显，看好
000555 ST 太 光 10 .33 -1 .15 下跌动力较大,注意风险
000558 莱茵置业 9 .70 -1 .32 维持上扬格局
000559 万向钱潮 13 .65 -3 .87 空方占主动,不乐观
000560 昆百大 A 10.18 -2 .86 继续不看好
000561 烽火电子 8 .70 -3 .23 继续维持弱势
000562 宏源证券 17 .00 -4 .17 空头强大,暂时难好转
000563 陕国投 A 11.19 -1 .84 将维持窄幅波动
000564 西安民生 8 .21 -3 .30 下跌空间较大,离场
000565 渝三峡 A 15.65 1 .36 继续保持强势,仍将上行
000566 海南海药 28 .01 -1 .48 多头行情可望维持
000567 海德股份 8 .82 -2 .22 仍有回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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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青砖黛瓦”，东部新城“浅灰重彩”
四区两带的色彩各不相同
看看省城城市色彩规划，感受“湖光山色、淡妆浓彩”的韵味

生活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吉祥 李
明)老城区“青砖黛瓦”，东部新城“浅灰重
彩”……17日下午，记者从济南市规划工
作会议上获悉，《济南市中心城色彩规划
研究》已原则通过济南市规划委员会审
议，未来省城城市色彩的总体定位将是

“湖光山色、淡妆浓彩”。

色彩总体定位是“湖光山

色、淡妆浓彩”

《济南市中心城色彩规划研究》明确
了济南城市色彩的总体定位，“湖光山色、
淡妆浓彩”将是未来城市色彩的主题。

“一城山色半城湖”，大明湖和千佛山
构成了济南大山大水的格局，以此形成具
有济南地方特色的城市背景色。“湖光山
色”的定位集中概括“山、泉、湖、河、城”浑
然一体的城市自然背景色彩，体现了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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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妆浓彩”的定位则适应了华北气
候环境，以暖灰、素雅、明快的“淡妆”为基
调色，以低明度、中艳度、高彩度的“浓彩”
为点缀色，恢复老城潇洒似江南、北城南
相的城市意象，塑造新区明快素雅、浓淡
相宜的儒雅风采，表达济南沉稳大气、中
庸随和的海纳情怀。

老城区青砖黛瓦，东部新城

浅灰重彩

据悉，根据“湖光山色、淡妆浓彩”的
总体色彩定位，结合城市规划布局和色彩
特征，规划提出了“四区两带”的城市色彩
分区和各分区的色彩主旋律关键词。

老城区色彩主旋律的关键词为“青砖
黛瓦”，传承传统历史文脉，突出泉城风貌
特色，规划墙面以一系列不同明度、不同
冷暖的青砖色系为主，屋顶以灰瓦为主。

在 商
埠区，色彩主旋

律关键词为“暖墙褐
瓦”。延续商埠风貌，突出中西

合璧的特色，规划墙面色彩以砖红、
黄褐等暖灰色系为主，屋顶以褐色为主。

西部新城色彩主旋律的关键词为“深
暖淡彩”。长清大学科技园、西客站等区域
的色彩呈中低明度的暖色系，其他功能区
域的色彩相对较浅，色相也相对丰富，规
划墙面主色调以黄红、红褐、灰褐等暖灰
色系为主，并含有少量的浅灰色系，屋顶
主色调以褐色系和红色系为主。

东部新城的色彩主旋律关键词为“浅
灰重彩”。奥体文博、汉峪、高新区等区域
色彩主调相对较浅，重色点缀其间，规划
墙面主色调以黄灰色系和浅红褐色系为
主，浅灰色系次之，屋顶以棕红色系为主，
深灰色系为辅。

滨河带的色彩主旋律关键词为“雅灰
淡彩”，结合黄河、小清河的滨水景观，规
划色彩表情淡雅明快，墙面主色调以浅灰
色系和褐色系为主，屋顶以深灰色系和棕
红色系为主。

在省城的邻山带，色彩主旋律关键
词为“暖褐彩灰”。结合南部群山及其
良好植被，规划色彩以红褐、灰黄和米
黄等暖色系为主，辅以低艳度的彩色
系，墙面主色调以暖褐色系为主，屋顶
主色调以中低明度的灰色系和低艳度的
红褐色系为主。

本地·城事

生活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李明)17
日上午，记者从济南市文化产业园区座谈
会上获悉，济南市计划从2011年起用两年
左右的时间，把英雄山特色文化产业园区
创建成国家级文化产业创新园区、国家级
文化特色商业街区、3A级旅游景区。由市
中区英雄山特色街区建设指挥部负责建
设，投资金额5000万元。

英雄山文化产业园区东至玉函路、西至
英雄山路、南靠英雄山、北邻经十路，占地面
积约0 . 45平方公里，是济南市文化娱乐、餐
饮、购物、休闲的重要区域，营业面积达50余

万平方米，年交易额近120亿元。根据规划，
力求将英雄山文化产业园打造成为以英雄
山古玩一条街、济南美食文化一条街、马鞍
山路休闲一条街、英雄山地下人防商城文化
购物一条街“四大特色”街区为主，齐鲁文化
特色鲜明的英雄山文化产业片区。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对原有占地面积
8000平方米的雅园(原百旺)广场进行提升
改造，在广场中央设计一处能体现英雄山
特色文化的大型标志性建筑体，使其成为
该园区的重要标志。在英雄山文化古玩街
西路口建设具有古典特色的地标式牌楼；

在东西路口断档处做好景观墙连接；在马
鞍山路购物文化休闲街西路口设一处与道
路垂直的柱形悬挑式入口标志；对美食街
西段80米道路两侧设立文化墙。在济南美
食街现有的亮灯工程基础上，重点建设齐
鲁(百旺)广场、马鞍山路购物文化休闲街、
英雄山文化古玩街的灯光工程，形成空间
与地面、静态与动态完美结合的灯光文化
艺术。经十一路，以济南美食街为龙头，重
点打造餐饮美食文化街。辅之夜市经济，延
长营业时间，打造夜经济亮点，增强文化产
业发展的动力。

生活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吉祥 李
明)17日，记者从济南市规划工作会议上获
悉，今年省城将积极开展轨道交通、城际铁
路等重大基础设施规划编制工作。

济南市规划局局长王新文表示，2011
年，济南市将强力推进城市设计。

王新文说，济南市将深入研究区域合
作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产业布局、资源

配置等问题，重点搞好城际铁路、石济客运
专线、新火车东站等规划，促进济南都市圈
联动发展。此外，王新文透露，济南市将突
出抓好轨道交通规划编制。

生活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吉祥 李明)3月17
日下午，记者从济南市规划工作会议上获悉，济南将
打造“两轴、三心、三区”西部新城。以大剧院，“三馆”
(图书馆、美术馆、群众艺术馆)和会展中心等场馆建
设为载体的文化会展中心，将成为“城市新中心”。

西部新城核心区位于槐荫区二环西路以西，张
庄路以北，站西路以东，兴福路以南，规划用地面积
约6平方公里。

其中“三心”之一的文化会展中心位于核心区中
央，伴随着2011年京沪高铁通车和2013年第十届中国
艺术节的举办，西部新城核心区也将逐步形成。

生活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吉祥 李明)
汉峪片区将崛起两栋高度分别为300米和260
米的超高层建筑。17日下午，记者从济南市规
划工作会议上获悉，《济南汉峪片区控制性规
划及核心区城市设计》方案已原则通过济南市
规委会审议。

汉峪片区位于高新区中心区南部，奥体文
博片区以东，北临经十路，总用地面积13 . 3平
方公里，三面环山，自然环境优美。未来的汉峪
片区定位为商务科研总部基地，集商业、金融、
居住等多种城市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新
区。

汉峪片区规划拥有38栋高层建筑和13栋
超高层建筑，设计造型简洁挺拔，空间形态错
落有致。重点在北区主楼对应的轴线上布置两
栋高度分别为300米和260米的标志性超高层
建筑，与周边建筑一起，创造恢宏大气、起伏流
畅的城市轮廓和天际线。

生活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李明)由香港
华润集团负责建设的兴隆文化主题公园将建
成中国版的“迪士尼”生态主题公园，或将成为
亚洲最大的一个艺术综合体。17日上午，在济
南市文化产业园区座谈会上，由世界著名的
MCM公司设计的兴隆文化主题公园，建成后
将成为济南以生态旅游、文化艺术、高端商务、
绿色居住为主的大型城市主题公园和生态居
住区。

兴隆文化主题公园位于济南市南部山区，
东至黑峪顶，西至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北至
千佛山风貌带，南至九女山，占地面积9500亩。

生活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李明)17日上
午，记者从济南市文化产业园区座谈会上获
悉，投资3 . 9亿元，占地面积5 . 6公顷的百花洲
文化休闲旅游园将于2012年6月底之前完工，
将再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泉城风貌。

位于明湖路南侧的百花洲文化休闲旅游
园是泉城特色标志区“一城、一湖、一环”中明
府城的核心部分，定位为文化休闲街区，强调
本片区所特有的济南传统文化和泉水风韵，充
分体现泉城特色标志区的景观风貌。

投资5000万元打造国家级文化产业创新园区

两年后，英雄山周边将有大变化

今年将突出抓好轨道交通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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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部部新新城城齐齐鲁鲁之之门门效效果果图图。。（（资资料料片片））

生活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徐佳 通讯
员 刘志斌)今天对西客站片区居民安置房来
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水、电今起全部入户，已
经完全达到了入住条件。安置房结构和户型怎
么样？采取了那些新技术？配套设施如何？下面
请随记者走进西客站的安置房，揭开西客站片
区安置房的神秘面纱。

安置一区项目管理公司副经理牛余田介
绍说，安置房采用了分质供水、供热分户计量
等节能减排新技术，可直接饮用水和中水都分
线入户。

安置房的景观照明全部采用LED照明光
源，这种光源亮度高，不产生热量，节能环保。
楼体侧面采用LED电光源进行不规则的照明，
模拟夜晚星光，非常漂亮。

有分质供水，还有景观照明

西客站安置房挺不错

四区两带
色彩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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