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

政治纵深
9-12

9
2017年4月24日 星期一

人民政协

电子信箱/67557796@qq.com

责任编辑/龚哲明
电话/87685120

本报记者 龚哲明

AA

俗话说：“三分建设、七分管
理”。公园绿地及街景设计最终能
否体现其生态价值、景观价值和
人文价值，有时候精心管理比设
计、建设更为重要。

委员们建议，必须坚持精细
化管理。针对城市公园绿地及街
景小品艺术性、开放性、季节性
和多样性等特点，研究制订标准
化管理规范，建立健全养护质量
评价机制，加强造景艺术和施工
技术指导，不断提升管理养护水
平。必须坚持常态化管理。建立
公园绿地及街景小品长效管理机
制，落实日常管理责任，推行常
态监督和交通监察，发挥社会公
众在管理养护中的监督权，确保
日常管理工作有方案、有计划、
有时限。必须坚持社会化管理。
建立完善城市公园绿地及街景小
品市场建管机制，积极推进养护
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养护市场准
入制度，不断推进城市公园绿地
及街景小品养护社会化。

委员们反映，目前，破坏城
市绿化的现象时常出现，如部分
道路沿线的店面房经营者在绿化
上堆放杂物、故意浇水损坏绿
化、对部分大树人为破坏等，甚
至一些住宅区和单位各自圈地，
沿河绿化带被人为分隔，影响绿
化的整体性。这些问题的出现，
究其原因无外乎就是在养绿护绿
上市民还缺乏一种主人翁意识，
认为公园绿地及街景小品建设与
管理，那都是政府的事情，与自
己无关。

“这样的认识多么荒谬而自
私。”委员们认为，城市公园绿地
及街景小品建设与管理，需要形
成全社会齐心合力、共同推进的
良好氛围。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
参与建设维护，逐步形成政府主

导、社会资金广泛参与的投入格
局。要强化宣传引导，大力宣传
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和先
进事迹，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
持城市公园绿地及街景小品建设
与管理的良好环境。

针对建设与管理难以有效配
合、对接的问题，委员们呼吁，
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务必紧密
配合、相互支持、步调一致，合
力推进这项工作。从现状看，由
于我市园林绿化工程项目建设源
头多，市住建委、市城管局、各
区政府等均承担园林绿化工程建
设项目，但建设标准不一，工程
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宁波园
林、质监等部门在园林绿化工程
建设过程中参与度不高，部分园
林绿化工程项目建设完工后，尽
管绿地率、绿化覆盖率等各项指
标达标，但由于仍存在工程质量
安全等方面问题。导致工程竣工
移交后，养护单位拒绝接收，以
至于交接过程过长而养护管理无
法跟进，严重影响了园林绿化的
建设成效。

委员们建议，一定要强化协
调配合，特别是要加强理顺城市
管理机制，市级牵头部门负责监
督考核，把管理权限包括审批
权、管理权都下放到区县一级，
同一区块的绿化打包管理维护，
降低单位面积的管理成本。要强
化公共投入，适度安排专项资
金，保障落实养护经费。

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公园绿地及街
景小品这一提升品质城市建设水
平的细节才能得到很好落实和体
现，城市品质才能在潜移默化中
得到逐步彰显，宁波的市民们才
能在细节中发现城市之变，感受
城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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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流的城市品质，是宁波建设“名城名都”题

中应有之义。近日，市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从“城

市公园绿地及街景小品建设与管理”这一细节入手，通

过委员月谈会这一载体，直面短板，出谋划策，建睿智

之言、献务实之策、尽助推之力。委员们提出，城市公

园绿地及街景小品要高水平规划，高品质建设，高效能

管理。

“在城市公园绿地建设中，要多栽种一些地域性特征

明显的本地植物，如樟树、广玉兰等常见树，要慎种一

些‘水土不服’的洋树洋花。”在近日市政协举行的委员

月谈会上，市政协委员对城市公园绿地建设中“崇洋媚

外”引发的问题予以了质疑、提醒。

细节决定成败。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着力加

快宁波都市圈建设，打造一流城市品质”。委员们认为，

提升一座城市的品质，不靠“崇洋媚外”，而要从细节入

手，于细微处见精神，着力传承城市文脉，展现城市个

性，彰显城市历史文化特色。

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是中央和
省市委对城市建设提出的要求，符
合人民群众对于改善人居环境的美
好期待。推动城市绿地及街景小品
建设与管理，正是以小见大、画龙
点睛地改善、提升宁波城市品质的
具体举措和有效途径。

近年来，宁波的城市绿地在不
断增加，街景小品设计能力也在不
断提升，总体上呈现出由量的扩张
向质的提升的发展趋势。这从我市
2004年被原国家建设部命名为国家
园林城市，又于2009年、2014年顺
利通过了国家住建部的复查，继续
蝉联国家园林城市荣誉称号，就可
见一斑。

但城市的发展与市民的期待相
比，仍有差距。委员们指出，与国
内兄弟城市相比，宁波的绿地总量

和建设进度都存在一定差距。据
2015年国家住建部等部门统计，我
市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和人均公绿
三大指标都排名靠后，其中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在全国 36 个重点城市
中，除天津、拉萨未报以外，排名
第29位。根据我市生态绿地系统专
项规划，共划定 244 处公园“绿
线”。然而，在近期国家生态园林
城市创建前期调研中发现，我市专
项规划所列的较多公园建设项目因
各区建设资金、土地拆迁等问题，
未能按时落地，实施率仅约40%。

截至2015年底，杭州市公园为
217 个，是我市的 1.3 倍，公园面积
为 2488 公顷，是我市的 1.3 倍；深圳
市公园为911个，是我市的5.5倍，公
园面积为 21955公顷，是我市的 11.8
倍。而且，我市城区目前综合性公园

仅有海曙区月湖公园、江北区日湖
公 园、鄞 州 区 鄞 州 公 园 等 少 数 几
个，与我市建设“名城名都”的要
求不相适应，距离仍较大。

公园绿地“欠账”未还，而建
设占用现象却频繁发生。随着轨道
交通等一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的相继上马，以及道路的新建、拓
宽和停车位建设，占用城市绿地的
现象时有发生，现有城市绿地在不
断减少，我市对城市“绿线”的控
制管理亟须加强。

委员们建议，要以城市区域、
路径、地标、节点、界面等要素为
抓手，以入城口、主道路边、江畔
醒目位置、城市地标区域等为重
点，系统谋划建设公园绿地及街景
小品，有序推进其数量的增长。要综
合考虑公园绿地、街景小品、共同
沟、公共交通等配套设施，并确定合
适的标准，避免公园绿地和街景小
品建设陷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
补又三年”的怪现象中，使资金投入
用得其所，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城市绿地总量有待科学增长

规划设计是城市建设的“龙
头”。“龙头”的方向对了，城市建
设就不会偏颇。城市公园绿地及街
景小品，承载着城市形象塑造、生
态改善、环境美化、休闲游憩、健
身娱乐、文化传承、科普教育等重
要功能，是人民美好生活的生动载
体，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细节，更是
城市品质的具体体现。归结起来
看，我市在这方面尚有短板待补。

“统一规划缺乏，创意不足，
正是目前我市城市公园绿地及街景
小 品 设 计 中 存 在 的 一 个 突 出 问
题。”十四届市政协委员、宁波工
程学院化工学院院长房江华说，在
日本，经常会有利用小绿地做行人
休憩停留的场所，这一设计既新颖
又非常人性化。在杭州，部分区域
用爬藤、凌霄类植物搞垂直绿化，
美化街景，很有创意。宁波要借鉴
兄弟城市的一些成功经验，不断提
升绿地及街景小品的设计水准，让
创意的“火花”在其间竞相迸发。

谈到我市许多街景建设与城市
功能建设没有很好结合而出现的设
计“毛病”，委员们纷纷“吐槽”。

“有的地铁站仅单面有出口”“绿化
带不具有遮阳功能”“三江六岸建
设缺乏配套停车场”“有些远离居

民区的公园绿地，却配备了健身器
材，结果无人使用”……

“有的公园道路设计得七拐八
弯，甚至道路的条石间距与市民的
步幅也不匹配，路旁的绿地很快被
人踩出一条路来。”十四届市政协
委员、市气象台副总工程师黄鹤楼
感慨良多。他建议，公园绿地及街
景小品设计要更加人性化一点。公
园的灯光设计也应既明亮又柔和，
适于人群漫步。

针对公园绿地及街景小品设计
中的不足问题，委员们纷纷建言：

——公园绿地及街景小品设
计，千万不能忘记便利性原则。公
园绿地及街景设计是给居民用、居
民看的，满足居民的需要还是第一
位的。

——公园绿地及街景小品设
计，要强化景观的艺术性。公园绿
地及街景小品，应该体现宁波城市
功能定位、文化特色、建设管理等
各种因素。要立足“滨水、历史、
文化”等特色资源，有机融合历
史、文化、艺术、时代特征，注意
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层次，提高绿
化美感，并注重绿化与灯光相结
合，提高晚间效果。要更加重视
江、海、河、湖对城市空间特色塑

造的作用，加快打造宁波中心城区
“两心一轴、三江六岸”核心景观
系统，因地制宜抓好城市公园绿地
及街景小品等建设。要把握好城市
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
内在联系，加强城市公园绿地及街
景小品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
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实现生态、景
观、游憩、文化等功能协调发展。

——公园绿地建设要与海绵城
市建设相结合。在新增、扩大和修
建城区公园、绿地时，综合地形、
人文和植被等，科学规划、设计、
建设，并应用“渗、滞、蓄、净、
用、排”等举措，慎用砌石硬化这
种破坏河道边缘生态系统的做法，
切实打造更为生态自然、兼具功能
的城市绿肺。

——城市绿化形式要多样化。
委员们建议，在常规绿化基础上，
可采用屋顶绿化、垂直绿化、水体
绿化、桥体绿化等多种形式，既提
高土地利用率，又能美化环境，水
体绿化和桥体绿化则还可以突显我
市的水乡特色。可以采用绿化、盆
花等软隔离作为城市主干道的隔离
带，来增加与行人的亲和力，还能
根据季节变化，调换绿化、盆花，
增加街景的多样性。可利用大片的
拆迁用地，建设一些经济美观的临
时绿地。

——城市绿化要结合宁波气候
条件。要依托现有城市绿地、道
路、河流及其他公共空间，打通城
市通风廊道，增加城区的空气流通
性，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和雾、
霾等问题，降低城市噪声、城市建
筑和基础设施能耗，形成可持续发
展的“山海宜居名城”。

还有委员提出，可以鼓励研制
一些绿化新材料，如适宜垂直绿化
的外墙材料，可以满足建筑、栽种
和灌溉的共同要求，减少重复建
设。在新建公园建设中，可以利用
渣土人工修造小山小坡，既解决渣
土堆放用地紧张问题，又弥补缺乏
立体感的缺憾。

“大树古树也是一个城市的历
史积淀与象征，承载着一个城市的
记忆，要加以珍惜和保护。”委员
们对曾经灵桥路上的法国梧桐、四
中的成片杉树林、中山路的立体绿
化、鼓楼前的百年桂花树怀念不
已。希望城市建设和道路改造中不
要破坏或者移除已成规模的行道
树，好好珍爱、倍加珍惜现存的大
树古树。

提升绿地街景小品设计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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