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文保区禁止彩光 夜景要更美
济南城市照明总体规划向社会征求意见，将构建“两环四横五纵”亮化夜景

□记者 高玉龙 实习生 孙梦飞

从“一湖一环”到“明湖秀”，“泉
城夜宴”渐入佳境。17日，济南市城市
照明总体规划(2018-2035年)社会征
求意见稿，规划范围为济南市市域范
围，用地面积7998平方公里，规划重点
区域为中心城区、新旧动能转换先行
区、空港和章丘区。其中，在功能照明
结构上，构建“两环四横五纵”夜景亮
化系统。而在景观照明结构上，则构建

“两核、三带、五心、多点”的夜景系统。

规划年限到2035年

济南市城市照明总体规划范围
为济南市市域范围，用地面积7998
平方公里，规划重点区域为中心城
区、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空港和章
丘区；规划年限：为2018-2035年。规
划定位则为“明泉青岱胜江南，智慧
人文成夜宴”。

其中，在功能照明结构上，按照
济南市域道路布局确定功能照明结
构为“两环四横五纵”。两环指二环路
及其延线、绕城高速及其延线，四横
指经十路、工业北路-北园大街-无影
山中路及西延线、滨河快速路、孙耿
北快速路，五纵指机场路、顺河高架
路-S103、省道248-银河路-商中路、
英雄山路-纬二路-济泺路及其北延
线、明刁公路-双山大街。

而在照明控制指标上，将城市道
路分为四级，提出亮度等级和功率密
度的控制要求。例如像经十路及其东
西延线；二环路及其延线；绕城高速
及其延线；工业北路-北园大街-无影
山中路及西延线；顺河高架路及南延
线；济青与京福高速连接线；威海路；
奥体中路；机场路；明刁公路-双山大
街；滨河快速路；孙耿北快速路(先行
区)；S248等轴线门户道路则按照高
亮度等级和功率密度要求进行照明。

市域分为四类照明分区

按照城市用地分类，结合城市风
貌、夜间人员使用频率和人流密集程
度，将济南市域分为“高亮度环境区、
中亮度环境区、低亮度环境区、暗天

空保护区”四类照明分区。其中夜间
大量商业、娱乐活动，人流集中，能充
分体现城市的活力，照明重点建设区
域被列入到高亮度环境区。而像城市
生态控制区、城市备用地、G2防护绿
地、H4特殊用地、E非建设用地等构
成区域则属于暗天空保护区。

在光色和动态效果上，济南主中
心要采用动态的暖黄光(<3300K)为
主，允许局部彩光。而在历史文保区则
要静态的暖黄光(<3300K)，禁止彩光。

同时，整个景观照明结构为“两
核、三带、五心、多点”。“两核”指历史风
貌核心、CBD核心，“三带”指黄河景观
风貌带、小清河景观风貌带、南郊山体
公园带，“五心”指新旧动能转换先行
区、西客站、孙村、新东站、临空城市次
中心，“多点”具体指美里、王官庄、柏石
峪、北湖、华山、洪楼、港沟、唐冶、桑梓
店、崔寨、高官寨、董家十二个地区中
心，以及长清、章丘两个卫星城中心。

夜景亮化提升分三期实施

在功能照明上，至2018年，一是
完善有路无灯，有灯不亮路段；二是
居民建议公单道路；三是配合城市道
路改造、三高沿线、门户出入口、1+5
特色街区，完善功能照明；四是对灯
具光效、道路亮度达不到国家标准、
受树木遮挡、背街小巷等部分路段和

“玉灯线”专供线路问题进行整改。
同时，2019-2020年，对灯具光

效、道路亮度达不到国家标准、受树木
遮挡、背街小巷等剩余路段和“玉灯
线”专供线路问题进行整改。2021-2035
年，改善城市道路功能照明节能环保、
光污染问题，完善智慧照明体系。

而在景观照明上，至2018年，对三
高沿线、国省道、1+5特色街区，城市出
入口，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城市
窗口周边的重要商业办公建筑进行景
观亮化，继续做好“一湖一环”中的夜逍
遥和泛舟行的灯光提升工作。

2019-2020年，“两核、三带、五
心、多点”中的重点区域初见成效，完
善济南市中心城区的夜间特色形象。
2021-2035年，利用夜景亮化形成城
市独有的文化旅游品牌，形成具有特
色的市域景观照明。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7月17日讯 17日，济
南市高新区、槐荫区、天桥区等相关
负责人做客济南“直面问题 践行承
诺”电视问政回头看。记者从活动中
了解到，针对居民反映的高新区公
办幼儿园匮乏，高新区正在制定教
育规划，新建园全部建成公办幼儿
园，按照规划今年高新区要办成6所
公办幼儿园。

高新区：

新建园全部建成公办幼儿园

问政中，一位市民询问，由于高
新区公办幼儿园资源缺乏，居民只
能每月花三四千元上私立幼儿园，
这与高新区大搞招商引资不匹配，
高新区应该匹配更好的教育资源。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工委
委员李怀东表示，高新区是济南市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龙头，但是这
些年走下来，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
短的问题，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严
重跟不上，确实存在缺乏公办幼儿
园的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着手解决这个
问题，教育既是民生问题，又是环境
问题。高新区想下一步发展高新技
术企业，聚集更多的高大上项目，教
育跟不上，那么这些项目也进不来。
我们原来的村居居民民生问题也得
不到改善。”李怀东说，现在高新区
结合全市正在抓的教育三年规划，
正在制定自己的教育规划，其中就
有上公办幼儿园的问题。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分管教育的
副局长表示，为了解决高新区公办
幼儿园亟缺的问题，今年3月份，高
新区管委会出台了《关于加快高新
区学前教育发展的意见》，意见中主
要提了几项措施。“一是新建园全部
建成公办幼儿园，按照规划，我们今
年高新区要办成6所公办幼儿园。二
是老旧小区的幼儿园产权上是归原
来的开发商，我们现在一家一家开

发商在谈，要求他们减免幼儿园出
租的费用，最好是能零费用出租，把
它办成普惠园，这样来满足高新区
广大市民对公办幼儿园或普惠幼儿
园的需求。”该负责人说。

槐荫区：

槐苑新城又遇供水供电难题

槐荫区槐苑新城的一位业主代
表反映，这个14年的烂尾工程建设
好了，居民也已经入住，大家都非常
高兴，但小区近期又遇到公共服务
配套问题。

“小区正在建设一个功能区，包
括消防用的加压泵、自来水用的加
压泵、暖气用的换热站、换电站等，
近两个月前，突然给封了，不让完善
了。”该业主说，封了以后，曾经找过
槐荫区执法局，也进行了听证，最后
认为这是一个遗留问题。和街办事处
等也进行了协商，同样也是答复遗留
问题，直到现在小区的功能区仍然被
封着，没有开工。“现在小区经常停电，
经常没有水，大家拿了钥匙也不能正
常生活”，该业主诉苦说，“这个事究竟

谁来管？我们找了一圈了，将近两个
月了，希望尽快解决。”

槐荫区区委常委、副区长胡民
安回应表示：“我们走出了一大步，
还有一小步，这最后一公里，还是要
政府、业主和建设单位形成合力，一
起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协调的，
特别是涉及市里的相关部门，也请放
心，区里的相关职能部门会尽最大努
力去协调，完善相关手续。”

“十几年的烂尾工程肯定问题
比较复杂，我想老百姓目前最热切盼
望的就是拿一个依法合规的房子。”这
位业主说出了心声。对此，胡民安说，
办房产证问题，槐苑新城因为历史时
间比较长，相关材料需要完备，需要开
发商还有市里层面给予政策支持等，
这些现实问题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
作。“在依法依规的框架内，我们积极
向市里反映类似的关于历史遗留问题
造成的房产证不能办理的问题，看看
从哪个环节上进行梳理，完善相关手
续，最终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市里有
一个遗留问题小组，我们也会通过
正常途径，去反映这个问题。”

高新区今年要建成6所公办幼儿园
践行承诺的进展如何？省城电视问政开始“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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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 用地性质 光色及彩光比例 动态效果

一主(老城主中心)

商 业 商 务 、娱
乐、文化、体育

暖黄光（＜3300K）为
主,允许局部彩光

缓慢动态

历史文保
暖黄光（＜3300K），
禁止彩光

静态

两副(东部城区副中
心、先行区城市副中
心)
五次(新东站、孙村、
临空、孙耿、西客站)
十二个地区中心(美
里、王官庄、柏石峪、
北湖、华山、洪楼、港
沟、唐冶、桑梓店、崔
寨、高官寨、董家)
卫星城中心

商 业 商 务 、娱
乐、文化、体育

中性白光（＞4200K）
为主，允许局部彩光

缓慢动态

其他城市建设
用地

中性白光（＞4200K）
为主，禁止彩光

静态

城市其他区域

商 业 商 务 、娱
乐、文化、体育

暖白光（3300K-
4200K）为主，允许局
部彩光

缓慢动态

其他城市建设
用地

暖白光（3300K-
4200K）为主，禁止彩
光

静态

黄河景观带

桥体等标志性
构筑物

以暖黄光（＜3300K）
为主，允许局部彩光

缓慢动态

景观带绿地、景
观道路等

以暖黄光（＜3300K）
为主，允许局部彩光

静态

泉、湖、河周边景观风
貌区域

采用淡蓝色彩光 缓慢动态

城市山体

山体可以青色系或淡
彩为主；
山体步道灯以暖白光

（3300K-4200K）为
主，允许局部彩光。

缓慢动态

济南市光色和动态效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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