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市对
城市绿地建设进行了系统规划，实施建设了一批
城市绿化美化工程，例如建设了园博园、中央公园
等一批质量较好的城市综合大公园，也建设了如

渝中区瑞安路游园、巴南区新华村社区公园、渝北
区凯歌路社区公园等一批小游园、社区公园。

这些绿地、公园的建设，进一步优化了城
市公园布局，提升了城市形象。截至目前，主

城区城市综合公园达到207个，公园绿地面积
达到13677公顷，初步形成了具有山地特色的
点、线、面相结合的城市绿地网络体系，基本满
足了市民群众对城市绿地的需求。

绿地网络体系基本满足市民需求
点面
结合

不过，与广州、深圳、杭州等经济发达城市
相比，我市在绿地数量、质量以及功能发挥等
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首先是公园绿地分布不均的状况依然存
在，尤其新老城区差异明显。新建城区公园面
积大、分布广、数量多，但中心城区公园绿地面

积小、数量少、品质不高，与理想人居环境有较
大差距。

同时，小型公园绿地服务功能急需完善，
城区中最贴近市民生活的社区公园、街头游园
等城市小型公园绿地的数量还明显不足。已
有的小型公园绿地也存在配套设施不足、功能

发挥不完善、景观效果不佳的问题，不能吸引
人，留住人。

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其他
城市基础设施占用公园或其他公共绿地，使部
分社区公园、街头游园减小或消失，影响了居
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与理想人居环境仍有差距
分布
不均

市城管委负责人介绍说，按照市委、市政
府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决策部署，从2018年
到2019年，我市计划用2年时间完成主城区
增绿添园工作，包括建设（含改扩建）游园、社
区公园、城市公园等城市公共绿地项目200
个，实现新增城市公共绿地1000万平方米。
其中，2018年建成100个，面积500万平方
米。

该负责人说，我市将优先在人口密集、缺

乏游憩绿地的中心区域建设一批群众最急需、
能够便捷使用的公园绿地，按照总体规划基本
要求，结合城中山体植被保护、溪河保护、生态
修复等相关工作开展增绿添园项目建设。

同时，在土地利用、树种选择、景观配置等
方面，将遵循节约集约、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
原则，充分利用规划绿地、闲置地、常年水位以
上防护与生态用地等，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
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公共绿地的功能和效益。

目前相关项目基本完工的有32个，沙坪
坝、九龙坡、南岸、巴南等区进展较好。渝中区人
民公园改造工程（改建）将于2018年春节前完工
并开放，大渡口区人防社区公园（新建）正在施工
建设，江北区渝澳大桥桥下社区游园（新建）预计
2018年7月建设完成，九龙坡区奥体中心奥韵
游园（新建）已处于前期方案设计阶段，北碚区滨
江带状公园计划2018年1月开工，两江新区坡
顶社区公园正处于施工招标阶段。

两年内主城区将建200个绿地项目
增绿
添园

园林绿化是城市中唯一具有生命的基础设施。它不仅能改善
城市生态，美化城市环境，还能为市民提供休闲场所，增进身心健
康。12月12日，市城管委通报了我市主城区城市绿地现状及规

划，下一步我市将用两年时间建设（含改扩建）游园、社区公园、城
市公园等城市公共绿地项目200个，新增城市公共绿地1000万平
方米，向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见花的理想人居环境迈进。

园林绿地的存在不仅仅是美化城市，其在生态
保护、防灾避险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对重庆而言，园林绿地首先能起到降温增湿的
作用。园林科学研究院曾对全市公园与绿地进行过
勘察，以缙云山自然保护区青龙寨和高观音的常绿
阔叶林为例，其降温增湿作用明显。其夏季可降温
3-4度，增湿14%左右。同时，对空气、土壤、噪音等
污染，园林绿地也有一定的防护作用，不仅能净化空

气与污水，还是城市中二氧化碳的消费者和氧气的
制造者。

从整体来看，重庆的园林绿地还存在一些不
足。例如园林绿地的结构比较零乱，缺乏整体谋
划。绿地更新往往是“见缝插针”，这导致城市的公
园绿地与及其外部林地缺乏有效连接，未形成整体
的系统结构。而公园绿地必须要与居住区、广场、道
路等空间相互渗透，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城市

公共空间系统，才能发挥最好的效用。
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通过修建公园

路连通城市中的公园绿地。以美国芝加哥市为例，
上世纪20年代初芝加哥市政府就开始进行全市公
园路（Parkway）的建设，让城市内部的众多公园互
联互通，从而实现全市公园绿地的网络化发展。100
年的时间里，芝加哥市的公园绿地数量翻倍，证明了
其整体长远规划的作用。

重庆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艾丽皎：

城市绿地要形成整体的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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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12月15日，全市检察机关
“宣讲十九大·莎姐大普法”活动，“莎姐”普法预约菜单同时
上线。今后单位如有需要，在重庆检察微信公众号“重庆检
事儿”上进行预约并下单，就可以得到莎姐法治宣传团专业
人士的服务。

普法服务5个工作日内反馈

启动仪式现场，主持人演示了如何进入重庆检察微信
公众号“重庆检事儿”，点击右下角的“普法预约”，就进入

“莎姐”预约菜单目录。目录有两个选择，一是预约普法课
程，二是预约特色普法项目，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莎姐法治
宣传团的9名讲师进行预约。

据了解，这9名成员大部分来自检察机关各个条线，分
别从事公诉工作、侦查监督工作、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等各项检察工作。

用户可点击“我要预约”，完整填写好资料后提交预约
申请。平台将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到时即可进入“普
法预约结果查询”。此外，用户也可以通过预约特色普法项
目进行预约，同样可以5天后查询相关的进展情况。

开展“莎姐六进”活动 传播法治能量

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将认真贯彻十九大精神，开
展莎姐送法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乡镇、进社区、进特
定群体等“六进”活动，在法治宣传过程中传播法治能量、传
递司法信心、传达检察声音、讲好检察故事。

有关负责人称，“六进”活动中，“莎姐”要走进全市大中
小学校，开展犯罪预防警示教育及维权普法，提高青少年学
生法治意识；深入农村农户，针对易发职务犯罪和多发刑事
犯罪，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开展普法宣传；深入基层社区，
针对赡养抚养等群众关心的问题以及非法传销、电信网络
诈骗等违法犯罪，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宣传；围绕履行法律
监督职责，结合多发易发犯罪形式，开展法治宣传；帮助企
业促进管理、创新治理，提高风险防范处置能力，提高企业
和职工依法诚信经营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以案件当事人等诉讼参与人及其家庭、利害关系人以及社
区矫正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及其家庭为主要对象，组织开展

常态化的以案释法、释法说理活动。

拓展“莎姐”内涵 打造普法大品牌

作为具有重庆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品牌，自
重庆市检察机关2012年8月统一设立“莎姐”青少年维权
岗以来，“莎姐”已成为了全市416名检察官、848名青年志
愿者共同的称谓。

有关负责人介绍称，“莎姐”大普法活动将历时4年，贯
穿“七五普法”的全过程。下一步参与“莎姐”大普法的检察
官和自愿者，都将统一以“莎姐”身份参与活动，共同把“莎
姐”由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品牌打造成为以案释法、落实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的普法大品牌。

为确保“莎姐”大普法活动取得实效，市检察院还同步
推出“六个一”的措施，即成立一个“莎姐”法治宣讲团，推出
一个“莎姐”普法预约菜单，开发一系列“莎姐”普法产品，打
造一批“莎姐”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建立一个以案释法典型
案例库，评选一批“莎姐”普法先进团队和个人。

全市检察机关启动“宣讲十九大·莎姐大普法”活动

单位普法服务可微信预约“莎姐”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郁郁葱葱的树木、复古怀旧
的老茶馆……拥有80多年历史
的重庆第一座公园——人民公
园是几代重庆人共同的记忆。
日前，记者从渝中区市政园林管
理局获悉，今年10月开始进行全
面改造升级的人民公园，预计在
明年春节前向市民重新开放。

据渝中区市政园林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人民公园建成
于1929年，是重庆历史上第一座
公园。历史上重庆官方、民间文
化活动大多在此举行，郭沫若等
文化名人也常在此聚会。

“但公园现在的条件已和人
民物质文化需求有很大差距。”
该负责人说，随着时代的变迁，
人民公园石径残破、花坛杂草丛
生、棋社茶园荒废，公园设施所
剩无几。前来公园休闲娱乐的

市民逐渐减少，改造升级公园设
施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2017年，渝中区决定在保留
其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对人民公
园进行改造升级。此次改造工
程将突出绿色脉络、公园休闲、
交通通道、文化展示功能，改造
后景观区域由原来的9000平方
米提升到了14000平方米。

据了解，公园内将打造“一
轴一带七个景观点”。一轴指
从新华路路口至公园主入口，
再延伸至文化延展区域的景观
轴线；一带指公园内部横向的
各层级绿地及空间景观带；七
个景观点指公园北主入口广场
节点、三个历史纪念碑文化节
点、长亭茶园活动空间节点、
公园南侧入口广场节点和文化
延展区节点等。

渝中区改造升级“第一公园”

全新的人民公园将在春节前开放

在寸土寸金，空间有限的
核心城区如何增添城市绿地
与休闲场所？江北区给出的
答案是建设“桥下花园”。日
前，记者从江北区城市管理局
了解到，2016 年起，江北区着
力对桥下空间进行合理利用、
改造升级，打造出多个桥下花
园，在逼仄空间中“抢”出城市
绿地。

江北区园林绿化管理所副
主任高欢介绍说，重庆是桥都，
过江大桥多，立交桥、高架桥更
多。通过调研，他们发现这些桥
下的空间是平时车行、人行的高
频区域，但大都环境较差，甚至
个别桥下已成为藏污纳垢的脏
乱之地。

近年来，市民对于城市绿化
景观的需求日益提高，他们随之
将目光放在了这些被大家忽略
的地方。2016年12月开始，江
北区对辖区内多个桥下空间开
展绿化整治行动，目前已经完
成11个，整治面积达到约两万
平方米，有效改善了桥下空间
的环境。

“不同的桥下空间采用不同
的改善方式。”高欢介绍说，对于
桥面高、桥下空间较大的区域，

他们采用“游园式”改造。以黄
花园大桥下为例，整治之前大桥
下不仅缺乏绿化，且被摊贩占据
导致环境脏乱，与周边区域严重
不匹配。2016年年底，江北区
投入210万元对这里进行整治，
种植灌木林及景观花卉，同时修
建人行道路、休闲设施。今年年
初打造完成后，已成为热门的市
民休闲场所。

对于空间稍小、空高较低的
立交桥下空间，他们则对地面进
行艺术铺装，增设景观墙以及富
有创意的绿化带和鲜花带。如
五里店立交桥下，现已经打造成
为城中“小花园”。而对部分空
高更低、空间更小的桥下区域，
则简易铺设鲜花带和灌木带的

“简装方式”。
江北区还计划投资350万

元在渝澳大桥下修建社区游
园。据介绍，与黄花园大桥下游
园相比，这里将是桥下社区游园
的“升级版”——不仅将规划设
计景观大树、鲜花绿岛，还会设
置休闲广场，配备座椅、健身器
材等配套设施。该游园将于
2018 年年初动工，占地 10000
平方米，预计在2018年下半年
建成投用。

江北区打造桥下花园

从狭窄空间“抢”出城中绿地

渝中区人民公园改造升级效果图。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主城区将建公共绿地项目200个，新增城市公共绿地1000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 彭光瑞 见习记者 崔曜

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见花

▲从空中俯瞰九龙坡区彩云湖国家湿地公园。 记者 郑宇 通讯员 周舸 摄

▼南滨路上的栾树。
记者 罗斌 摄

▲黄花园大桥桥下
游园景色。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