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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
了《关于推进上海市公园城市建设的指导
意见》《关于加快推进环城生态公园带规
划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了以环城生态
公园带规划建设为引领，加快公园城市建
设的目标任务。

建设背景

该市历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绿化
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绿化
建设取得长足发展。截至2020年年底，全
市公园数量增加到406座，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增加到8.5平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
18.49%。

但对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需求，对标伦敦、纽约、新加坡等全球城
市，该市生态空间的规模和品质还有一定
差距。为实现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目
标，切实增进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该市
将贯彻《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2021-
2035）》，实施千座公园计划，建设环城生

态公园带，完善城乡公园体系，建成具有
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公园城
市，以绿化软实力助推城市核心竞争力迈
上新台阶。

总体目标

到2025年，上海的公园与城市更加开
放融合，公园城市建设取得突破，全市各类
公园数量增加到1000座以上；“一大环+五
小环”环城生态公园带体系基本形成，“一
江一河一带”公共空间格局初步形成。

到2035年，该市公园城市基本建成，
优美环境人人共享，生态价值高效转换，生
态空间占比达到60%以上，力争建成公园
2000座；以外环绿带为骨架，向内连接10
片楔形绿地，向外连接17条生态间隔带，
与“五个新城”环城森林生态公园带密切衔
接的宜居宜业宜游大生态圈基本建成。

“十四五”主要任务重点推进公园城市建设

“十四五”期间，公园城市建设将聚焦
重点发展区域，强化公园与城市全面开
放、融合、提质。以“一江一河一带”推动主

城区生态空间开放融合，中心城区以“一
江一河”滨水空间贯通开放为带动，以城
市更新推动公园绿地建设，加强社区公
园、口袋公园建设，促进附属绿地的开放
共享和功能融合；“五个新城”打造高品质

“绿心”公园，凸显“一城一园一湖”的独特
景观；围绕张江、紫竹等创新集聚区域以
及桃浦、南大等产业转型区域，统筹产业
用地附属绿地布局，促进中心公园的建设
提升、融合创新以及生产生活服务功能，
整体提升园区品质。

“十四五”期间，公园城市建设将聚焦
环城生态公园带、千园工程以及全域绿道
网络建设等重点工程，强化全域公园有机
串联，建设城乡公园体系。建成世博文化
公园、北外滩中央公园、前湾公园、上达河
公园、奉贤中央森林公园、马桥人工智能
体育公园等一批大型标志性公园；结合

“一江一河”、新城建设等新建 50 座社区
公园；聚焦中心城公园布局盲点问题，新
建、改建 300 座口袋公园；结合美丽乡村
建设200座乡村公园，50个开放休闲林地
公园；新建市域绿道1000公里（骨干绿道

500公里），郊区依托绕城森林、生态廊道
等初步建成“一区一环”；主城区沿骨干河
道两侧 20 米构筑连续开放的公共空间，
持续推进以川杨河、淀浦河、蕴藻浜、张家
浜等为骨架的滨水廊道及两岸绿道建设。

加快推进环城生态公园带规划建设

“环上”“环内”“环外”“五个新城”四
个区域有11项重点工作。

“环上”
以外环绿带功能提升为主

注重功能复合，改造提升已建外环绿
带，新增城市公园35座以上，优化拓展14
个已建成公园功能；

推进外环绿道改建、新建和贯通，建
成 100 公里以上步行道、自行车道兼备、
连续贯通的外环绿道；

落实“绿化、彩化、珍贵化、效益化”工
作要求，增加彩化、珍贵化植物品种，提升
绿化品质，实施“四化”改造500公顷以上。

“环内”
稳步推进10个楔形绿地建设

全面建成森兰、碧云、三林和桃浦等

四个楔形绿地，新增绿地面积300公顷以
上；

加快推进北蔡、吴淞、大场、吴淞江、
吴中路等五个楔形绿地规划建设，新增绿
地面积400公顷以上；

启动三岔港楔形绿地规划建设研究，
结合滨江森林公园功能提升，打造吴淞口
区域绿色发展示范区。

“环外”
有序探索生态间隔带建设

以闵行区吴淞江生态间隔带为试点
探索生态间隔带建设政策；

有意愿、有条件的相关区启动生态
间隔带建设方案研究，注重特色营造、
强化布局交融、资源整合，打造“生
态、生产、生活”相互渗透、无界融合
的生态公园；

注重林水复合、蓝绿共生，系统谋划
浦江第一湾区域的生态建设。

“五个新城”
以林地建设为核心规划建设环新城

森林生态公园带；
通过在新城内改建或新建大型公共

绿地，建成一批100公顷以上的“绿心”公
园。

今年主要任务

计划新建绿地 1000 公顷，其中公园
绿地500公顷，新增各类公园120座以上，
其中口袋公园60座以上。

加快推进“环内”建设，推进浦东新区
森兰、碧云、三林和普陀区桃浦楔形绿地
建设，建成楔形绿地130公顷以上。

积极推动“环上”公园改造，启动
浦东金海湿地公园、宝山大黄村绿地、
普陀凌家浜绿地、嘉定绥德路绿地、闵
行梅陇绿地和徐汇华泾公园等 7 个地块
改造。

研究探索“环外”规划建设，编制完成
闵行吴淞江生态间隔带专项规划。

稳步推动“新城”绿心公园建设，争取
松江新城中央绿地、青浦新城上达河公
园、奉贤新城中央森林公园、临港新城绿
丽港楔形绿地及顶科“绿心”公园项目开
工建设。

（张宁明 接晓颖 葛沁宁）

人 民 城 市 人 民 建 人 民 城 市 为 人 民

申城加快建设环城生态公园带

2021 扬州世界园艺博览会已开
幕，华建园是作为 64 个参展展园中唯
一的建筑企业展馆，近日，记者来到展
馆现场，进一步观赏华建园在建筑设计
等方面的特色。

据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江苏华建） 办公室主任余涛介
绍，华建园最独特之处，就是“鲁班墨
斗”造型，巧妙将墨轮、墨池、班母等
墨斗主要构件进行分解提取，经过现代
手段重组形成建筑主体。两个圆形展厅

象征墨轮及墨池，滨水观景台象征班
母，通过墨线演化的空中步道进行连
接，以现代手法解构传统文化。

场馆周边景观结合地形，将建筑适
当抬高，打造景观层次，主入口布置层
级跌水营造仪式感。外部沿路展示区域
以景墙与花境结合，与建筑立面相得益
彰；内部庭院以精致园艺逐级伸入水
中，与观景挑台结合，营造立体观景视
域。

华建园配有屋顶花园、观景栈道、

临水花廊、趣味滑梯、层叠水景、后花
园、亲水平台等景观设施。江苏华建发
源于深圳特区，在园内主要景观植物的
选用上，采用了南方特区遍植的三角
梅，已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网红景点。

扬州世园会主题为“绿色城市、健
康生活”，秉持“顺势而为、绿色底
色、统筹发展、低碳环保、互动参与、
持续利用”六大理念，华建园的主题确
定为：“绿色建造、美好家居”。
（记者 顾今/文 通讯员 班艳民/摄）

““鲁班墨斗鲁班墨斗””造型结构彰显传统文化造型结构彰显传统文化
—— 初 探初 探 20212021 扬 州 世 界 园 艺 博 览 会 华 建 园扬 州 世 界 园 艺 博 览 会 华 建 园 近日，在安徽省界首市新

都会中心项目工地看到：安全
提示公益广告随处可见，工地
围挡美观整洁，施工场地干净
有序，俨然成了一道城市文明
的风景线。近年来，界首市下
大力气开展创建安全文明工地
活动，积极打造洁、净、美文
明工地新形象，营造亮丽工地
新景观，助力安全施工，先后
涌现出 10 个安全文明标准化
工地。

谢树立 刘建 摄影报道

好环境好环境 工地工地““靓靓””

7 月 16 日，为保障科研项目的顺利
实施，促进各部门之间的学术交流，上
海植物园组织召开了“2021 年科研课题
年中检查第二次会议”。会议由园内科
研、科普和园艺分管领导以及专家担任
评审专家，各业务科室科研人员参会。

首先，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科
技项目“多季开花及矮生类木兰的快速
繁殖技术研究”负责人汇报了该项目的
中期进展，全面详细地介绍了研究来源
及目标、研究内容及路线、年度计划及进
展、考核指标及完成、存在问题及计划和
经费预算及执行等。该项目以前期对多
季开花木兰和矮生类木兰的引种、筛选

成果为基础，侧重这两类植物的繁殖与
栽培技术研究，目的是快速扩大以上两
类木兰优良品种的数量，为推广应用储
备苗木。

然后，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科
技项目“上海地区适生蔷薇属芳香资源
的综合评价及应用研究”负责人汇报了
该课题研究内容、考核指标、年度计划及
完成情况、技术路线、经费使用情况和存
在问题及下阶段计划，旨在筛选出观赏
性状优良和适应性强的蔷薇属芳香资
源，将这类观赏性和功能性兼备的植物
应用于城市园林景观建设。

汇报结束后，针对课题实施内容、课

题管理以及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专家组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并提出可
行性建议。园长严巍在认真听取了两位
项目负责人的汇报后，充分肯定了两个
项目取得的中期研究成果，要求项目负
责人结合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在下次
考核中汇报整改情况。并建议不断完善
科研管理制度，科学规范地推进项目实
施工作和科研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强化
科研团队在科研中的作用，突出重点攻
关研究，突出统筹研究关键，突出研究的
创新性和前瞻性；突出应用为导向，为城
市园艺发展积累新材料与新技术。

（通讯员 谢臻阳）

上海植物园召开木兰与芳香蔷薇专项课题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