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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赵国陆 申红
本报通讯员 张洪雷

老工业基地变城市新“绿肺”

6月8日，在济南市工业北路21号，保留下
来的“济南钢铁总厂”的大牌坊以及“济钢
3200高炉”表明这里曾经是工业文明的十里
“不夜城”。始建于1958年的济钢是我国第一
批地方骨干钢铁企业，一度跻身全国十大钢铁
企业行列，曾是全国最大的中厚板生产基地、
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2017年7月底，为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国家去产能政策、
促进钢铁产业转型升级，济钢安全关停650万
吨产能、平稳分流近2万名职工，创造了国内
钢铁行业关停规模最大、安置人数最多、安置
期最短的纪录。

如今，这里已经建成一个占地45万平方米
的中央森林公园，规模和泉城公园差不多，绿
化率达到86 . 33%。高标准打造了水系、园林景
观、绿道以及配套设施，厂区原有11000余株乔
灌木被保留，与新建绿化和谐融入，郁郁葱葱
的生态环境令人心旷神怡。3200高炉等厂房是
济钢发展变迁的重要标志性建筑，也是济南工
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见证和记录，作为工
业遗存被精心保护利用起来。这个“东强”区
域的绿肺建成开放后，将给东部市民带来一处
环境优美、恬静惬意的休闲好去处。

根据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示的片区
规划，围绕这片“绿肺”，将利用826 . 7公顷的

老工业基地，打造工业文明转型新标杆。
济南市提出，济钢片区是“东强”战略实

施的核心区域。瞄准顶尖水平，坚持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努力建成济南
东部新名片，助推省会品质形象实现新提升。

济钢主厂区已经华丽完成了从老工业基地
向城市新“绿肺”的转身。那么，不再生产钢
的济钢集团没了主业，活得如何？

跨界转型重塑新济钢

从数据来看，转型发展以来，济钢集团的
营业收入年均增长55%，利润总额年均增长
155%，职工收入三年时间（2018-2020）增长了
50%。2020年，济钢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93亿
元、利润总额4 . 18亿元，体量基本恢复到停产
前水平。

“去产能不是去企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是关键。”济钢集团董事长薄涛表示，钢铁主

业停产后，当月济钢进账仅4亿元，面对收入
的断崖式下滑，一时间很多职工陷入迷茫和苦
闷。为尽快走出主业关停的“断臂之痛”，这
个老国企开始“二次创业、重塑济钢”。

贯彻新发展理念，实施新旧动能转换，
坚决不走老路子，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三
板斧抡下去，新路子蹚出来。经过几年的探
索，逐步确立了“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现代城市服务”三大主业，大胆嫁接跨界融
合，实现中科院空天航天系统与济钢现有产
业对接；积极对接“中国制造2025”和“科技
创新引领”国家战略，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等，
推进产业升级，构建全新的空天航天产业生
态圈。加快“走出去”产业布局，在临沂兰
陵新建的鲍德气体公司即将投产，济钢泉州
鲁新建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向好，国际贸易
打开“一带一路”沿线新市场，干熄焦发电
等自主技术输出国门。

在济南东部冷水沟附近济钢的一个厂区
内，记者切身感受到“腾龙换鸟”的神奇。国
内首条行波管自动化生产线已实现量产，这种
行波管能把卫星信号数万倍放大，是航天卫星
工程最重要的核心部件。作为一家老国企，济
钢集团在转型中尤其重视发展的“含新量”，
借势借力济南市发展空天信息产业的战略机
遇，同济南市、中科院空天院展开全方位深入
合作。当中科院的最新前沿技术，遇上济钢集
团沉淀了几十年的管理经验、企业家，在政府
的大力扶持下，显然能够快速全面转化为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能。

济南市把新旧动能转换、中科院成果转化
和济钢转型的“三转”需求相整合，成立新型
混合所有制公司，培育高端装备制造效益增长
点。全新的济钢防务公司首年度即盈利，空天
信息产业基地一期（一步）项目于今年5月6日
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8月份完工。

转型发展近四年来，新济钢混改成立的3
家公司实现健康运行，其中，旗下的国铭铸管
公司投产即盈利，跻身中国铸铁管行业前列。
管理层实行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总部职
能部门减少4个，人员精简54 . 2%。“放管服”
改革、干部“容错+问责”机制建设等一系列
强有力的变革举措，为济钢转型发展增添了强
劲动能。

薄涛说：“曾经‘吃钢铁饭’的我们，初
步蹚出了城市钢厂转型发展的新路子。”到今
年底，济钢集团经营规模预计超过停产前水
平，达到400亿元；2023年末，力争经营规模突
破600亿元。

弃钢发展，新济钢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从一家老国企的转型看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展新路径

□ 本报记者 段婷婷

区域发展，目光要向内，也要向外。推动
济东强区建设，今年，济南市章丘区提出聚力
做好“融强靓改”四篇文章。以“融”字为
先，章丘区顺应区域发展趋势，拓展赋能空
间，从城乡融合发展，到融入主城区，到融入
省会经济圈，再到融入“黄河大合唱”，全方
位找准定位，辨明方向，发挥龙头作用，彰显
济东强区担当。向内互动互通，加速人才、资
金等要素流动；向外联动合作，推动产业、制
度等更高融通，为济东强区高质量发展激活新
引擎。

打通基础设施“硬联通”

推进融合发展，首先要加强设施的“硬联
通”。近年来，章丘区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人
流、物流融合流通有了更多渠道。

从区域内看，作为章丘区西部南北重要通
道，潘王路双向四车道改为六车道，带动了沿
线镇街的经济发展。为补齐农村道路短板，
2018年至2020年实施“四好农村路”工程，新
（改）建农村公路223 . 06公里、改造危桥2座，
对493 . 6公里农村公路实施养护大中修，更新设
置客运站点300个。乡村之间、城乡之间连接
更加紧密，城乡空间进一步拉近。

从市域来看，不断“生长”的道路网，也
在不断拉近章丘区与济南主城区的空间距离。
济南绕城高速公路二环线东环段工程2020年11
月建成通车，济莱高铁项目已于2020年1月开工
建设，计划2023年建成通车。另外，章丘区还

在推动轨道交通8号线、G309扩建、G308线改
建、S234快速化改造、北园高架东延、工业北路
及旅游路东延、旅游北路等规划落地，实施主干
道路升级对接，优化枢纽联通路网，加快城乡公
交同步并轨，全方位融入省会15分钟生活圈。

目光放大，随着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推
进，给地处济南东大门的章丘带来对外联动的
发展时机。目前，涉及章丘区的三大联通工程
都已开工，均将于2022年建成。其中，济南至
高青高速公路和济南至潍坊高速公路，将为济
滨一体化、济淄一体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另
外，小清河复航工程2020年1月开工，也在紧锣
密鼓地推进中，章丘区段长度约16公里，将优
化完善运输方式，打造海河联运黄金水道。

除强化交通联系外，章丘区注重公共服务
配套，以教育、医疗等为重点，扩大优质公共
服务资源互通共享。以教育为例，章丘区统筹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因地制宜
每个镇街原则上保留1处中学，1-3处小学，提
高办学效益，同时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求加强
城镇学校规划建设。

构建体制机制“软联通”

谢先生一家从临沭老家迁移到章丘区生活
多年，近期想把户口迁到章丘区，在“家门
口”不到一小时就办理完毕。目前，在章丘区
包括跨地市户口迁移、养老保险转移、营业执
照办理等在内的百余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已实
现“跨域通办”。今年底前，章丘区将基本实
现高频民生事项“跨省通办”和“省内通办”
的全覆盖。

去年以来，章丘区还聚焦助力惠企利企，
通过先后设置黄河流域“跨省通办”专窗、签
约省会经济圈“全域通办”一体化合作、开辟
济南市以内“全市通办”“跨区迁移通办”等
“绿色通道”，实现了企业开办等高频事项的
异地通办。

通过持续改革创新，章丘区不断打破制度
壁垒，实现政策衔接，推动要素真正流动起来。

在相公庄街道丁家村，有机中药材产业园
建设已启动，全村流转土地1537亩，土地合作
社年收入94万元，群众每亩地分红56元，通过
土地量差和管理费，村集体年可新增收入32万
元，其中16万元用于再次分红，每股分红130元。

土地流转有租金、参加劳动有薪金、资金
入股有股金、房屋入股有红金、发展旅游有共
享金，今年，章丘区以“三变”改革为契机，
加快城乡融合，推进乡村振兴。1月份，章丘
确定3个区级试点村、42个街镇级试点村率先
开展“三变”改革试点，初步探索出土地流转
型、劳务服务型、置业租赁型、乡村旅游型、
产业发展型、企业带动型等六类改革发展模
式。全区45个试点村中，今年6月底可以分红
的有12个村，年底前可以分红的有25个村。

活化要素的“三变改革”成为加快城乡融
合发展的重要抓手。2019年12月，章丘区被列
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以改革为突破点，
章丘区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与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互补互动。

推动产业生态“强对接”

随着“强省会”战略的推进，济南向东

辐射带动的力度将会越来越大。章丘区作为
济东门户，肩负推进省会经济圈一体化的使
命。以齐鲁科创大走廊、齐鲁智造大走廊、
齐鲁古道·文旅走廊、沿黄生态走廊为产业生
态对接融合的重要抓手，章丘区着力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强省会战
略的落地。

今年2月2日，济南市章丘区与淄博市周
村区签订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两个区
在定位上高度契合，产业上优势互补，周村
成为跨区联动的突破口。5月21日，章丘区委
书记马保岭带队赴周村区对接考察。他指
出，双方将推动周村新材料产业园与济东智
造新城、章丘新材料产业制造平台联动，发
挥好龙山人工智能谷、蓝海领航大数据产业
园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实现园区共享、平
台资源共享和大数据产业共享，实现双向良
性互动和跨区域的优质融合。

与此同时，借助齐鲁智造大走廊，章丘区
将突出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字号招牌，主动
对接串联高新、历城、邹平，打造全市先进制
造业高地。

3月13日，章丘长白山生态修复保护项目
开工，将为构建沿黄流域绿色生态走廊、打造
济南东北部生态屏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围
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章丘谋划
了20个重点项目，同时，加强与沿黄省会城市
县区协作，在科技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培育、
特色农业推广、文旅交流等方面强化合作。借
助齐鲁古道·文旅走廊、沿黄生态走廊，章丘
区坚持产城融合，促进城河共荣，着力构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

向内互动互通，向外联动合作，章丘区———

“融”字为先，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记者 孙业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7日，济南

市中区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推进会，安排部署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创建工作，发动全区上下
站在新起点、瞄准新目标、担当
新使命、通过新考验，以优异成
绩坚决打赢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
建攻坚战。

对市中区而言，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创建工作不仅是不断超越
自我的“蝶变”过程，也是一次
未雨绸缪的主动冲刺。市中区将
聚焦精细化、网格化、智慧化、
法制化，突出抓好强基铸魂、文
明创建、文化繁荣、提质立品、
民生幸福等五大工程，开展创城
最美、公益宣传、智慧创建等六
大赋能行动。

为使创建工作家喻户晓、深
入人心，市中区把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主题主线，广泛
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选树推
广活动，持续打造“道润正气力
量，德耀品质市中”品牌，发挥
好各级文明实践中心作用，以道
德力量引领城市文明，以志愿服
务倡树文明新风。

“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是
一个上下联动、与时俱进的系统
工程，从根本上讲是一场‘人民
战争’。”济南市中区委书记韩
永军称，市中区把满足群众需
求、改善群众生活作为创建文明
典范城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
过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三大保卫战，把文明指数转
变为群众的幸福指数。

韩永军认为，要做好今年的
创建工作，必须紧盯薄弱环节，
找准主攻方向，采取有力措施，
补齐工作短板，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创建任务有效
落实落地。巩固深化既有创城工作模式，建立健
全常态长效管理机制，完善督导检查、媒体监
督、问责问效“三位一体”推进机制，坚决打好
打赢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开局之战。

市
中
区
争
创
全
国
文
明
典
范
城
市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王旻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3日上午，第二届济南电商

直播节暨网红直播大赛启动。本届直播节以“济

南制造·天下共享”为主题，旨在运用新媒体电

商方式推广销售济南制造优质产品，以新电商发

展理念推动济南高质量发展，争做强省会建设先

锋队，推进济南“新媒体之都”建设，推动直

播、短视频制作产业快速发展。

作为直播节“重头戏”的网红直播大赛，由

直播节主办方携手淘宝直播、MCN机构荟买商

城联合打造，在各分会场持续开展一个月。济南

本地职业高校在校学生参赛是本届大赛的一大亮

点。通过对带货产品销售量、曝光度、粉丝增长

量等指标的综合考量，将评选出“直播节十大主

播”“济南十大网红产品”等奖项。优胜者有机

会赴淘宝第一主播薇娅所在机构实习。7月中

旬，将举办网红直播大赛颁奖典礼暨直播节总结

大会。

济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电商经济，

已形成四大直播基地、八大产业集群的发展格

局。淘宝直播村播学院、快手济南创新发展中

心、国际抖音跨境电商直播基地等项目先后落户

济南，目前济南市拥有国家和省级电商基地8

个；济阳区、钢城区入围2020中国县域网络购买

力百强榜；开创集团、世纪开元入围国家级数字

商务企业；化妆品产业带、数码小家电产业带、

防疫物资产业带已形成规模。

近一年来，全市电商企业数从8000余家增至
1 . 65万家。未来，济南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

善电商公共服务，积极招商引资，大力发展电商

经济，着力打造直播经济总部基地，诚邀海内外

企业家来济投资兴业、共谋发展。

济南着力打造

直播经济总部基地

□记者 赵国陆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济南市绿化条例(征求意见

稿)》日前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济南首次提出，
实行永久保护绿地制度，以法治红线守护生态
“绿线”。

近年来，济南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新建、改建了一大批公
园、游园、绿地等，打造“千园之城”，先后
获得“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称
号。为进一步建设生态济南，守好生态绿线，
拟出台《济南市绿化条例》。调整建设项目的
绿地率，城市居住项目按照国家标准执行，即
新区建设最低30%，旧区改建最低25%；新建教
育科研、医疗卫生、行政办公、体育、文化设
施项目不低于35%。绿地建设优先采取雨水花
园、下凹式绿地、人工湿地等方式，增强城市
海绵体功能，消纳自身雨水。除有特殊安全需
要外，城市街道两侧新建庭院小区不得修建实
体围墙，现有实体围墙逐步改造。

为确保绿地总量，保护绿化成果，济南市
首次提出实行永久保护绿地制度，重要的公园
绿地以及具有重要自然生态功能和历史文化价
值的绿地，纳入永久性绿地保护范围，确认为
永久性绿地，制定永久性绿地名录，报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并向社会公布。经
公布的永久保护绿地，除国家批准的重大建设
工程的需要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
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其范围和用
途。此外，济南拟明确，在绿地停放车辆、在
城市树木设置广告牌、截除树木主干、去除树
冠等行为均属破坏绿化的行为。

济南拟实行

永久绿地保护制度

曾经的十里钢厂，建成中央森林公园，作为济南“东强”战略实施的核
心区，打造东部新名片；昨日的老工业“大哥”，转型生产卫星核心部件，
成为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新秀。“弃钢发展”后的济钢营收能力超越了“靠钢
吃饭”的时代。济钢集团产能调整四年来，“二次创业、重塑济钢”，贯彻
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逐步完成了“新主线、新主业、新核心”的
布局，践行国有企业的担当，围绕“工业强市”、强省会战略，奋力蹚出了
一条城市钢厂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田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3日，普联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上市，成为
继神思电子、中孚信息、金现代后高新区第四
家创业板上市企业。

普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注
册资本6603万元，是大型企业管理信息化方案
综合服务提供商，是石油、石化行业管理软件
开发和服务领域最具品牌影响力的企业之一。
该公司是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部认
定的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骨干企业、山
东省企业移动计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山东省
软件工程技术中心依托企业。2020年，该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4 . 22亿元。

近年来，济南高新区按照建设全市“企业
上市示范区”的工作要求，积极推动区内优质
企业上市挂牌，企业上市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在后备资源梯队建设、企业上市数量等方面走
在全省前列。目前，高新区上市挂牌企业达到
120家，稳居全市首位，其中，上市企业22家，
占全市的47%，新三板累计挂牌企业98家，占
全市的50%。

作为“东强”战略的主力军，济南高新区
高度重视企业上市工作，主动对标对表，力求
率先跨越、率先突破。2021年，高新区锐意进
取、奋力攻坚，企业上市工作再上新台阶，普
联软件在创业板成功上市，鸥玛软件已于4月
通过深交所审议，新增3家山东证监局辅导企
业，辅导企业达到12家，辅导企业数位居全省
各区县之首。此外，已报省级上市挂牌后备资
源企业超百家，居全市第一。

济南高新区打造

“企业上市示范区”

6月7日，记者从济南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截至目前，济南市小麦种植面积329 . 9万亩已
收获13 . 5万亩，累计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076
台(套)，机收率98 . 5%；济南市预计种植玉米

355万亩，已播种24 . 2万亩，累计投入玉米播种
机4033台(套)，机播率98 . 1%。

济南市农业农村部门充分采用农机直通
车、手机APP方式及时提供农机作业市场信

息，引导农机合理流动，保障农机转移安全
畅通，切实做到“麦熟有机收，机到有活
干”，提高了农机作业效率，加快了小麦收
获进度。

济南329 . 9万亩小麦开镰收割

□王健 殷慧宇 李瑞欣 石瑶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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