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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金绿化建设的花境屡获大奖

绿金绿化董事长陈建新
（右二） 为中国花境沪杭研修
班学员介绍花境建设情况。

本 报 讯 （记 者 倪 超 英 ）
2017第七届建筑绿化发展暨海
绵城市建设（上海）高峰论坛在7
月6日在沪举行， 论坛由上海市
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建筑绿化分
会主办，论坛获得了上海市绿化
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绿化管理
指导站、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
会等单位的支持，海绵城市建设
成为论坛的主要议题。
论坛由上海市建材行业协
会副秘书长肖琴开场，全天的论
坛，上午场由上海市绿化管理指
导站总工王瑛主持，下午场由建
筑绿化分会副会长崔海峰主持。
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秘书
处处长王玉华致辞指出，随着政
策措施不断完善，上海各个区正
在加强立体绿化建设。 形式多样

的活动，也让全社会认识到立体
绿化作用。 上海立体绿化建设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
院（集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郑晓光，作了“
上海海绵
城市建设顶层设计及透木铺装
技术要点解析” 的主题分享；上
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科技信
息处工程师、一级建造师（市政）
顾汤华，作了“
海绵技术在绿地
改造中的应用”分享；大连馨瓷
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金基石
解读了
“
生物保水砖在空间绿化
中的应用案例”； 博埃里中国事
务所策划经理宫婷分享的
“
未来
城市和垂直森林”指出，垂直森
林愿景是希望人与动物、植物和
谐生活。

在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园管
理事务中心、 上海市公园行业协
会组织的全市公园花坛花境评比
活动中， 上海绿金绿化养护工程
“
绿金绿化”）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管辖的新静安5座公园中， 闸北、
岭南、三泉、彭浦4座公园的花境
狂揽两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一
个三等奖， 其中闸北公园更在一
等奖中名列榜首。 在长达10年的
花境布置实践中， 绿金绿化在申
城的公园园艺建设榜上如一颗明
珠，分外耀眼。 对此，绿金绿化董
事长陈建新一语揭谜：长期以来，
我们把花境看作是公园园艺的
“
皇冠”，以绣花般的精细态度，制
作好每一个花境。
花境是园林绿地中一种较为
特殊的表现方式， 一般沿着花园
的边界线、路缘种植，是中国大中
城市公共绿地的花卉应用形式。
花境营造以“
虽由人作， 宛自天
开”、
“
源于自然，高于自然”的理
念，艺术科学地进行布置。一般利
用露地宿根花卉、球根花卉及一、
二年生花卉，栽植在树丛、绿篱、

一等奖：闸北公园

一等奖：岭南公园
栏杆、绿地边缘、道路两旁及建筑
物前，以带状自然式栽种，主要表
现自然风景中花卉的生长规律。
花境在表现植物个体生长自然美
的同时， 更注重展现出植物自然
组合的群体美， 模拟自然界中林
缘地带各种野生花卉交错生长的
状态， 艺术地设计成宽窄不一的
曲线式或直线式、自然式花带。
绿金绿化自10年前就开始在

二等奖：三泉公园

闸北公园进行花境布置， 近年来
还在三泉、彭浦、岭南以及交通公
园和广中路、大统路、保德路、东
茭泾等绿地里设计布置花境。 到
目前为止， 公司营造的13个花境
景观在每年的行业评比中， 屡屡
获奖并获得各方好评。 最近中国
花境沪杭研修班学员集体观摩了
绿金绿化建设的花境， 对其赞不
绝口。
记者 倪超英

三等奖：彭浦公园

普陀区对古树名木及后续资源进行巡查保护
记者
普陀区现有古树名木19株，
古树后续资源23株， 有银杏、香
樟、悬铃木、罗汉松、广玉兰、雪
松、 瓜子黄杨等共14个品种，分
别分布在普陀区9个街道镇。 为
了更好地对古树名木及后续资
源进行保护，普陀区社区绿化管
理所建立了操作性强、行之有效
的巡查动态管理，并在巡查的基
础上进行督查，全面及时解决巡
查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使全区的古树名木
和古树后续资源得到了很好的
保护。

开发建设（包括烧香、堆物、排放
废气废水等影响古树名木正常
生长的现象）、 古树铭牌是否不
洁和缺失、古树围栏有无生锈和
损坏等现象，并对巡查提出了按
级别进行的要求。
对巡查中发现紧急情况立
即上报区绿化办，并与相关单位
进行沟通、协调，及时反馈相关
情况；发现一般情况时可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处理，并记录
处理结果。 同时每月的25日将月
度零报告和巡视报告汇总表交
到区绿化办。

巡查动态管理不漏死角

督查做到全面到位

巡查实施部门为各街道
（镇）绿化分所。 由各分所对本辖
区内所有的古树名木进行巡查，
重点为周边涉及开发建设、出现
异常情况的古树名木。 实行现场
实地查看，并以照片、文字的形
式做好巡查记录。 巡查内容包括
观察古树名木物候变化、古树名
木树体是否有异常情况 （病虫
害、腐烂、损伤、主干倾斜、生长
异常等）、 古树名木周边是否有

督查实施部门为区绿化办。
由区绿办对全区所有古树名木
进行抽查、督查，重点为存在危
害风险的古树，如周边涉及开发
建设、出现异常情况等古树。 督
查实行现场实地查看， 以照片、
文字的形式做好督查记录。 在古
树名木现场对保护情况、巡查中
发现问题的处置结果，做好巡视
情况记录。 每季度对全区的古树
进行一次抽查，抽查数量至少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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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古树总量的10%，并将涉及开
发建设周边的古树、生长出现异
常的古树以及特殊天气列为特
殊情况的督查。 督查结果每季度
向各街道（镇）分所和古树权属
单位反馈意见单，督查中，发现
紧急情况立即告知相应的街道
（镇）分所和古树权属单位。 定期
向市古树办上报督查情况信息，
市古树办将存在严重问题的古
树情况上报至市局公共绿地处；
同时市古树办在定期对各区县
的督查工作结束后将存在的问
题在《古树快报》和市局网站上
进行通报。 年度巡查工作质量以
及市督查情况作为古树名木白
玉兰杯考核的依据。

“问题古树”全部落实整改
在巡查过程中对发现的
“
问
题古树” 及时落实整改， 截至
2016年底，以下古树全部得到了
整改，使之健康生长。
0062号桃浦建设期古树，在
年初的巡查中发现该古树保护
区围墙开裂，经了解是大型机械
停放不当引起的后果。 立即安排

人员修复围墙，并在墙体上刷写
警示语。
0873号郁金香花苑内香樟，
在7月19日的巡查时发现树冠投
影范围内有一处塌陷，探查之后
有数米之深，马上组织养护人员
进行土壤填埋。
华师大校园内的07-022号
朴树因学校基建工程施工，树冠
处有明显枯枝，且树叶发黄异于
常态， 经书面通报告知华师大，
及时进行修剪养护。
在日常巡查时，工作人员发
现0057号银杏的树干旁有焚香
的情况，为了防止未燃尽的香火
引发火灾伤及古树，在保护区围
栏的入口处加装防盗锁，还制作
了保护古树的宣传牌绑扎在围
栏上。
古树就如同风烛残年的老
人，生长环境一旦被破坏，长势
就会逐渐衰弱甚至死亡，普陀区
巡查人员深知这一道理，因此在
巡查中力争做到见微知著。 实践
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提高巡查工
作质量并坚持落实整改质量，才
能有效促进古树养管面貌。

推行规范管理模式
“
上海市古树名木养护管理
标准化试点”项目被列为第一批
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
准化试点获批项目 (标委办
[2014]84号)，作为本次古树名木
养护管理标准化示范试点区，普
陀区积极配合该项目的实施，将
标准体系的建立与运行作为本
年度古树工作的重中之重，已成
立标准化试点工作办公室实施
相关标准的制订并进行宣贯工
作。
标准体系一经落地，将面向
辖区内古树养管企业推行标准
化贯标试点，试点单位对照标准
体系， 做好标准试运行工作，坚
持在古树名木技术服务关键环
节、建设时期古树保护、日常巡
督查等多个工作关键点做好记
录，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
据可查。 加强单位内部管理，在
促进服务水平有效提升的同时，
对不足认真总结和持续改进，最
终形成一套有理有据，程序规范
的政府和社会共同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