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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动态

2010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FLA）第47届世界大会会徽方案征集函

2010 年 5 月，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

（IFLA）第 47 届世界大会将在我国苏州举

行。这是该组织首次在我国举行世界性大

会。大会的主题为“人与天调 和谐共

荣——传统的继承与可持续发展”。为配合

大会召开，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拟举办2010国

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FLA）第47届世界大

会会徽方案征集活动。欢迎有关单位和个人

踊跃参加。相关事宜要求如下：

1.会徽应反映本次大会主题，反映中国

文化特色。

2.会徽设计方案图排版在 A4（210×

297mm）纸上，含必要的说明文字。只需提

交电子文件，采用 JPG 格式，分辨率为

300pixels/inch，总大小不超过5M。提交会

徽方案时，一并提交《2010 IFLA第 47届世

界大会会徽方案征集登记表》（附件）。

3.参赛方案所有内容均须原创，不得包

含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行为。

4.方案提交截止日期：2009年8月31日

5.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将组织人员对提交

的会徽方案进行评议。根据会徽方案提交情

况，确定6～10份入围方案，颁发入围证书。

7.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拥有会徽方案的使

用权，并有权对会徽方案进行必要修改。

8.本次会徽征集活动的解释权归中国风

景园林学会所有。

本次征集活动的相关信息和征集登记表

可到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网站（www.chsla.

org.cn）下载。

联系人：李 南 付彦荣

电话：010-62670544，58933918

手机：13910232160

方案提交邮箱：ifla2010@yahoo.cn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2009年7月11日，“风景园林六十年·岭

南论坛”在广州召开。论坛由广东园林学会、

福建省园林学会、广西风景园林学会、海南省

风景园林协会、香港园境师学会、澳门特区民

政总署园林绿化部及《风景园林》杂志社主

办，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广东省科学技术协

会、广东省建设厅、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市市

政园林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大力支持，《广

东园林》编辑部、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及建筑规

划设计院、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东莞

岭南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等共同承办。来自岭

南地区50多家单位的近300位代表参加了论

坛。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长陈晓丽、广东

省建设厅厅长房庆方、广东省科协副主席汤

世华、广东园林学会理事长石安海分别在开

幕式上致词。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

学孟兆祯教授作了题为《同臻千古风景之胜

“风景园林六十年·岭南论坛”在广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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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哥伦比亚规划协会公布了2009年

的奖项，主要包括3类：规划卓越奖、年度规

划奖和教育委员会学生奖学金奖。

1.规划卓越奖：每年提交的项目和规划

主要分为2大类：区域规划与设计和全面的

政策与计划。此外，考虑到预算和项目规模，

奖项会设置不同的层次和规模。2009年获

奖者如下：

区域规划与设计：纳奈莫市——市中心

城市设计计划书；

全面的政策和计划：Colwood 与Lang-

ford——联合官方社区计划；温哥华西区

——邻里特征和住房的社区对话；

2.教育委员会学生奖学金奖：这一奖项

为学生成员提供资金，以支持他们参加该协

会主办的年度会议，会议议程的一部分就是

学生向会议出席者展示他们的学术研究成

果。今年参加会议并获奖学金的学生包括：

Nancy Hofer（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环境规

划学院），提交题目：居民如何看待他们的高

密度，混合使用的城市社区——加拿大温哥

华False Creek North的使用后评估。Jeff

Zukiwsky（西门菲沙大学资源与环境管理规

划），提交题目：怡人的环境会引导生活质量

的提高。

（译自http://www.pibc.bc.ca）

英国哥伦比亚规划协会公布2009年奖项

国外信息

独创盛世园林之新——赞建国六十年来的广

东园林》的报告，盛赞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

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广东园林取得的瞩目成

就。华南理工大学刘管平教授、香港大学陈

弘志副教授、澳门民政总署园林绿化部潘永

华部长、《中国园林》杂志主编王绍增教授等

分别从不同方面作了报告。岭南各地园林主

管部门及相关企业家也分别结合各自特点，

总结当地风景园林工作者进行理论探索、工

作实践的道路历程及取得的成果，并对今后

的工作方向与重点进行了探讨。

来自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和港澳地区

的代表还分别就岭南风景园林在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学会组织建设、设计理念手法技术

创新、传统园林保护、园林企业创办等诸方面

进行了交流。

中国风景园林是工程、技术、历史、文化、

人文因素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文化、是艺术，

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综合载体。当

前，在我国迈向生态文明、走有中国特色城市

发展道路、改善人居环境、不断提高人民物质

与精神生活水平的时代背景与现实要求之

下，发展风景园林事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切实改善人居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不可或缺的途径、手段，同时也是继承与

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与会代表表

示，要将岭南园林的优秀传统发扬光大，将传

统风景园林思想精髓与现代城市园林绿化建

设有机结合，实现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

保护与开发的和谐发展，使岭南风景园林事

业走上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科学可持续发展之

路。

（金荷仙 张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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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28日，“2009年国家园林城

市复查情况新闻通气会”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召开。会议由城市建设司副司长陈蓁蓁主

持，司长陆克华向与会媒体代表介绍了2009

年国家园林城市复查情况，园林处副处长王

香春也参加了会议。

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始于1992年，迄

今已获得命名的“国家园林城市”共139个。

2009年是建国60周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

织对2006年年底之前获得命名的97个国家

园林城市进行全面复查，借此回顾总结开展

园林城市创建以来的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情

况，更是为了推进下一阶段工作。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城市园

林绿化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认真贯彻国

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等有关

文件精神，积极推动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与发

展，各级城市人民政府对城市园林绿化建设

的认识不断提高，投入不断加大，管理不断加

强，园林绿化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且这一

事业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陆司长谈到，园林绿化事业近年来取得

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公园绿地总量大幅增加，质量明显

提高。2008年全国城市公园绿地面积36.5万

hm2，建成区绿地面积121.5万hm2，与1992年

相比，分别增加了4.5倍和3.2倍。2008年，

全国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地率

2项绿化指标分别达到9.76m2和31.6％。在

不断加大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力度的同时，各

地根据城市地域特点，深入挖掘城市历史、文

化底蕴，建设了一大批高水平、高质量的公园

2009年国家园林城市复查情况新闻通气会在京举行

各地信息

一提到野生动物及其保护区，不少人都

会首先想到深山密林。然而，在都市里其实

也生活着不少野生动物。因此，一些生物学

家建议在都市也要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伦

敦野生生物基金”组织就已经在伦敦市区建

立多个小型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都市里的野生动物并不是指那些生活在

动物园里的动物，而是指那些不受人类“管

辖”的真正的野生动物。都市的野生动物大

多世世代代就生活在那里，尽管荒野变成了

都市，它们也没有迁徙到其他地区，其中也有

不少野生动物是从郊区迁徙到城市的“新移

民”。

“伦敦野生生物基金”组织是“英国野生

生物基金”组织的47个分支组织之一。直到

今天，这个组织已经购买了50个地块，修建

了50处野生动物保护区。另外，这个组织还

有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建设“野生庭院”。他

们已经召集了伦敦数万个家庭，把家里的庭

院修建成野生动物的乐园。研究人员特别

设计了7项绿化庭院绿化方案，只要承诺进

行其中一项方案，这个家庭庭院就会成为

“野生庭院”，获得一定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支

持。

（杨先碧）

伦敦在都市里建野生动物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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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13日，西藏正式出台《西藏

自治区野生植物保护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对重点野生植物实行采集许可制和轮休

采集，全面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植物资

源，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西藏植物种类的丰富程度在全国仅次于

云南、四川。境内仅高等植物就有5000多

种，藏东南墨脱、察隅等更是少有的天然植物

“博物馆”，主要林区林芝保持着原始森林的

完整性，包括了北半球从热带到寒带的主要

树种。

《办法》所称的野生植物，是指原生地天

然生长的珍贵植物、古树名木和原生地天然

生长并具有重要生态、经济、科学研究、文化

价值的濒危、稀有植物，包括其根、茎、叶、皮、

花、果、种子及其衍生物等。重点保护的野生

植物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植物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据悉，第一批公布的自治区重点野生植

物名录中，裸子植物有1个科2属4种，亚东

冷杉、察隅冷杉、康定云杉及西藏长叶松，以

其特有属性而列入；双子叶植物有17个科23

属31种，具柄胡椒、昌都杨、左旋柳、班公柳、

四叶红景天、大花黄牡丹、藏南丁香、定结桂

西藏出台野生植物保护办法并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绿地。

2.绿地系统不断完善，功能不断增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了《城市绿地系统规

划编制技术纲要（试行）》《城市绿线管理办

法》等一系列管理规章和标准规范，还先后印

发了《关于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

通知》《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关于

加强绿地系统建设提高城市防灾避险能力的

意见》等文件，完善城市绿地系统生态功能，

快速推进城市公园绿地防灾避险功能建设。

3.节约型、生态型园林绿化建设深入开

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了《关于建设节

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意见》。各级城市深入

开展了节约型园林绿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绩。

4.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已

经形成。园林绿化已成为各级城市政府改善

人居环境、建设城市生态文明、提高城市综合

品质的一个有力抓手，深入民心。很多城市

结合园林城市创建工作，积极开展创建园林

小区、全民义务植树、绿地认建认养、公园绿

地冠名共建等活动，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界

和广大市民建绿、爱绿、护绿的积极性，并以

城市主人的姿态参与园林绿化工作。

陆司长还指出，当前城市园林绿化建设

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原有绿化成果保护

不力，部分城市在园林建设中急功近利，规划

设计水平低等，各地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采

取有效措施，加大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设与保

护管理。

到会的媒体有《人民日报》《经济日报》、

中国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中国园林》《中

国建设报》《建筑》《建设科技》《建设市场报》

等。媒体就园林建设中的树种选择、园林绿

地变动公示、国家园林县城和国家园林城镇

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提问，陆司长、陈司长、王

处长一同回答了与会媒体的提问。

（曹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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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茶马古道将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

从刚刚成立的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中

国茶马古道研究中心了解到，享誉世界的茶

马古道将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

日前，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中国茶马古

道研究中心同时在丽江挂牌成立。2009年

年底，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将为茶马古道申

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待条件成熟后，茶马

古道将作为“文化线路”整体推出，申报进入

《世界文化线路遗产名录》，并希望能在1~2

年内申遗成功。

作为自古云南通向东南亚、南亚最重要

的外贸与文化路径，茶马古道的申遗是中国

茶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课题。茶马古道

的文化遗迹，如集市、骡马店、桥梁、路段等物

质遗产以及茶叶品种、种植、制作、贩售、传承

等非物质遗产都具有非凡的文化价值，但长

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和支持，加

上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以及人为破坏、城市扩

张等，茶马古道这条文化线路遗产面临威胁，

大量遗产正不断消失，申遗有望成为茶马古

道获得精心呵护的重要支撑。

中国自古有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

这３条重要的“文化之脉”，文化线路遗产的

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新课题，在我国

乃至世界范围内仍处于起步阶段。

形成于公元6世纪后期的茶马古道，是以

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

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走廊。

（新华网）

花等，或以其特有、或以其稀有、或以其资源

脆弱、或以其珍贵、或以其国内分布点极少而

列入名录。

据自治区林业局保护处负责人介绍，保

护办法的出台对野生植物的保护、利用监督

与管理、法律责任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办法》的出台填补了西藏在野生植物保

护、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法规空白，为野生植物

的保护管理提供了法规依据，这一保护办法

将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尕玛多吉）

2009年8月18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

布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绿色报告，对上海在

筹备世博会过程中所开展的环保工作进行了

评估。报告认为，上海可以继续加大可再生

能源的开发力度，并为城市长远发展制定综

合的固体废物减量化战略。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阿希姆·施泰纳表示，上海在确保为市民提供

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体、可持续的能源、高

效的交通等方面面临巨大挑战。而上海处理

这些问题的经验可为许多城市提供有价值的

借鉴。

报告概括了上海在9大领域所作的努

力，包括空气质量、交通、能源、固体废物、水、

绿化和保护区、气候碳中和、世博园区概况和

公众参与等，对上海总体环境保护工作予以

了肯定。同时，报告也对上海提出了进一步

改进的建议。在绿色交通建设方面，上海仍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2010年上海世博会绿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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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要建立古建DNA 政府保护古建筑心有余而力不足

苏州之所以要建立古建DNA，为的是将

来适合的时候，能够更好地对这些古建筑进

行维护和修缮。而目前，这些古建的状况的

确是不容乐观。

目前苏州有250处控制保护建筑，大部

分居住混杂，除了日常的修缝补漏，普通居民

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修缮。这些建筑如果要

全部修复，至少需要7亿多元，目前单靠政府

根本无力承担。

控制保护建筑作为文物梯队里的“预备

队”，保护级别也最低。包括一大批尚不能评

定为文物却具有保护价值的古宅、古桥、古祠

堂、古庙宇、古城墙等，它们的身份颇为尴尬，

既被“控”了起来，但由于资金、人才等“瓶

颈”，政府保护心有余而力不足。

2006年以来，苏州政府和民间都在积极

探索更好的保护之路，不少控保建筑都上了

面向市场的拍卖台，但除了山塘雕花楼成交

外，其他的拍卖都以失败告终。苏州建立控

保建筑的资料库将为古建的保护提供良好的

参考资料，但进行实质性的保护显然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搜房网）

云南批准首批国家公园建设规划

云南省人民政府近日批准了丽江老君山

国家公园、西双版纳国家公园和香格里拉梅

里雪山国家公园的总体建设规划，这是云南

省批准同意建设的第一批国家公园。

日前，丽江的老君山国家公园已开建，总

面积10.85万hm2，主要依托世界级的珍稀自

然生态景观、高山生态系统和丹霞地貌等；西

双版纳国家公园总面积28.54万hm2，主要以

热带森林保护，原生态少数民族各具特色、相

互交融所形成的多元文化为支撑；香格里拉

梅里雪山国家公园总面积9.6万hm2，主要以

冰川、高山流石滩等高山生态系统、寒温性针

叶林等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动植物为

主。

目前云南省各州市正在积极准备怒江大

峡谷、普洱菜阳河、屏边大围山、高黎贡山等

国家公园项目。

（城市规划网）

然面临能源结构以煤炭发电为主的挑战。目

前，上海已在世博园区示范建设兆瓦级的太

阳能光伏发电厂，并在沿海建设亚洲第一个

海上风力发电场。

报告还建议，虽然上海实行了“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固体废物安全处置策略，

发展了垃圾填埋和机械生化处置等技术，但

应该为世博会和城市的长远发展制定一套更

为综合性的固体废物减量化战略。

据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上海世博会

结束后，还将再次开展环境后评估工作。

（唐玮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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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留园管理处获悉，园内主要景观

之一的曲溪楼将在2009年底前启动大规模

翻修工程。由于这是苏州古典园林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后的首次大修，翻修的全过程还

将被拍摄成教材，写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

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和研究中心的课程。

始建于明代的曲溪楼建筑面积约

113m2，是连接留园中部与东部的主要景

点。该楼原名“寻真”，直至清光绪初年正式

改名，“曲溪”一词取自楼前弯弯曲曲的池

水。历史上，留园仅有过一次全面整修，经过

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作为主要旅游线路

的曲溪楼也开始显出了“老态”，部分墙体已

明显倾斜，梁柱、木楼板、桁条等木构件也不

同程度磨损、开裂，一些梁柱接点处变形严

重。曲溪楼岌岌可危的“病情”引起了园林

专家的重视，于是大规模翻修工程被提上日

程。

据悉，留园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已

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国家重点

文保单位。按照“修旧如旧”的要求，此次曲

溪楼修缮将采取传统的施工工艺，充分尊重

并保存文物建筑原有结构、用材及色泽等历

史信息。

（周晓青）

苏州留园曲溪楼将动工翻修

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捐赠资金保护平遥古城

近日，从山西省平遥县规划局获悉，为支

持发展中国家保护文化遗产，全球文化遗产

基金会捐赠专项资金用于平遥古城遗产保

护。其内容含提供保护和管理规划、文化资

源调查、古建筑和古街区的保存与修复以及

该地区传统艺术及工艺的复兴等。

2006年山西省平遥县政府与全球文化

遗产基金会就古城保护达成合作协议，共同

委派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来设

计平遥古城的保护控制性详细规划和管理规

划，以解决平遥在平衡发展和保护中出现的

难题。

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是一家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注册、致力于保护发展中国家濒临

毁坏的文化遗迹的非营利国际保护机构。

此项目将修复和重新使用具有代表性的

明清时代院落，并建立一个由具有原真性的

历史院落和手工作坊所组成的历史街区。目

的在于保存平遥历史院落建筑、帮助复兴传

统艺术和手工艺，同时也希望通过拓展平遥

的城市魅力为当地居民带来更多的经济利

益。

山西平遥古城曾经一度是晚清时期中国

金融之都，并且为中国现存历史名城中拥有

完整城墙的最佳范例。平遥是一座保存完整

的经典明清中国汉民族文化城市，于1997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平遥城内近4000座的传统院落展现了

平遥过去5个世纪以来的建筑风格和城镇规

划的演变历程，并且向世人展示出一幅中国

汉民族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发展的画卷。

据悉，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捐赠10万美

元经费用于保护平遥古城明清年间的历史院

落建筑。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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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纪念公园”改扩建工程完成过半

百色起义纪念公园改扩建项目已被广西

壮族自治区列为纪念百色起义80周年重点

项目，要求在2009年12月11日前完成。近

日，从百色起义纪念公园管委会了解到，2009

年2月18日动工以来，各项工程进展顺利，工

程量已完成过半，其中邓小平手迹碑林已完

工。

在百色城迎龙区的后龙山和迎龙山上，

集中了百色起义纪念馆、百色起义纪念碑、右

江民族博物馆等全国、全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为整体提升革命纪念圣地的宣传教育功

能，百色市决定整合百色城革命历史文化资

源，将后龙山、迎龙山范围内的宣传教育、艺

术博览、休闲娱乐等设施从空间布局和功能

构成上整合为一个整体，从2008年开始建设

百色起义纪念公园。

百色起义纪念公园占地面积为40万m2，

规划布局上采用“五点一线”，将百色起义纪

念公园划分成纪念馆及中轴景观线、红军桥

下休闲娱乐广场、铜鼓楼及民族商业街、纪念

碑景区、民族博物馆景区等5个部分，通过一

条主要游览干道和若干游览支路串联成一个

完整的公园。整个公园在纪念碑、铜鼓楼、纪

念馆形成3处观景点，能俯瞰整个三江两岸

的景色。

百色起义纪念公园管委会负责人说，纪

念馆中轴线上段工程及园区旅游主线维修改

造、园区整体绿化改造都已完成工程量的近

60%。纪念馆中轴线下段工程和园区重要配

套设施工程，11月底可完工。

（广西新闻网）

2009年8月13日，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

治理专项行动现场推进会在成都市青白江区

召开，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

组下发了相关实施方案，强力推进城乡风貌

整治及城市园林绿化专项行动。

根据四川省建设厅制定的《城乡风貌整

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和《城市园林绿化专项

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城乡风貌专项行动将于

8月在全省启动，通过整治，将使城乡建筑的

立面及其附着物的立面清洁卫生、色彩协调，

附着物规格统一；规范或拆除城区主要节点、

重要地段影响城市风貌、阻碍城市交通的“裙

房卡口”，促进城市风貌协调，实现道路畅

通。8月内要求完成目标任务的70%以上，9

月全面完成整治月确定目标。

2009年8—9月为城市园林绿化专项整

治行动集中整治阶段，基本完成各行政和企

事业单位的“拆墙透绿”工作及“见缝插绿”

“屋顶增绿”工作，全面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和

古树名木保护工作。9月下旬为总结提高阶

段，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并确保完成专项

行动任务。

方案还制定相应的督查和考核标准，对

各地行动迟缓、效率低下、整治不力、未完成

目标任务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将依据《四川

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行政过程责任追究办

法》规定，严格问责。

（王怀）

四川加强城市绿化，拆墙透绿不力将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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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旅游部门了解

到，香格里拉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将于2009年

10月开门迎客。届时，游客可在广袤的原始

森林中观看滇金丝猴。

香格里拉滇金丝猴国家公园位于云南省

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塔城镇。滇金丝猴是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们对人类的警觉性很

高，脸庞白里透红。近年来，当地加大了对滇

金丝猴栖息地的生态保护，组织专门护林员

对栖息环境和种群分布进行定期监控，并向

周边村民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有效

地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目前，香格里拉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各项

基础设施建设如门禁系统、景区公路、观景栈

道、观光缆车、餐厅、酒店等旅游服务设施建

设正在顺利推进，塔城景区的门景系统、滇金

丝猴救助中心、专家楼等设施建设已于6月

初完工。

建成后，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将实行与市

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机制，采取政府引导、公

司运作的方法，提升服务质量。

（新华网）

云南香格里拉滇金丝猴国家公园10月开门迎客

《上海市绿化认建认养实施意见》日前正

式公布。该《实施意见》规定，市民认养期限

一般为1~3年，到期后可以申请续期，如果同

一处绿地、树木和公益林有多人表达认建认

养意愿的，可采用竞投的方式。认建认养绿

化超过100元可签订协议，还可以自己制作

个性化的标示牌。

近年来，上海绿化认建认养作为全民义

务植树活动的一种拓展形式，越来越受到社

会的关注和重视。

新发布的《实施意见》与原《试行意见》相

比，进一步界定了认建认养的范围和对象，强

调了认建认养自愿性、公益性和公开性的原

则；明确认建认养活动各参与方的权利和义

务，规范了认建认养活动的程序，细化了资金

使用管理的要求；对绿化认建认养的立牌和

冠名条件也做了详细的规定。

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

示，上海绿化认建认养还是一项不断探索的

新型活动，需要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关注

和参与，借绿化认建认养这个载体和平台，倾

注爱绿、护绿、养绿的热情，不断强化环境保

护和绿化上海的意识，为建设管理好申城的

绿色家园而共同努力。

（刘维光）

《上海市绿化认建认养实施意见》正式发布

首届全民立体绿化十佳城市评选启动

2009年7月29日，威海恩特杯首届全民

立体绿化十佳城市评选活动在北京正式启

动。初步确定的北京、上海、大连等16个提

名城市将经过网民投票，选出排行前10名的

立体绿化生态城市，在年终公布并向获奖城

市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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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苏州市风景名胜区条例》，

该《条例》于2009年 10月 1日起正式施行。

相较此前于2006年12月11日、2007年6月1

日和 2009年 5月分别实施的“国条”“太条

（《江苏省太湖风景名胜区条例》）”“省条(第

三次修正)”，该《条例》于省内率先推出，有着

鲜明的苏州特色，使面积达8.36万hm2的风

景名胜区域有了“护身符”。

风景名胜区划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省级风景名胜区和市县级风景名胜区。《条

例》第二章第九条的专家解读是：国务院《风

景名胜区条例》规定“风景名胜区划分为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和省级风景名胜区”，《江苏省

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规定了市级风景名胜

区由市人民政府审定公布，但对市级风景名

胜区的设立条件、程序未作详细规定。而此

次苏州《条例》，则将苏州的风景名胜区细化

到“市县级”，并明确了申请设立的条件、程序

等内容。有关专家说，这既是对风景名胜资

源的科学保护，也为今后申报省级、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做好资源储备和晋级准备。

（卢彩萍）

《苏州市风景名胜区条例》“十一”施行

中美两世遗结为友好公园

2009年8月17日，由云南石林、贵州荔

波、重庆武隆组成的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

产地在京与美国猛犸洞国家公园正式结为

“友好公园”，这是中美两国在自然遗产保护

和国家公园管理等方面开展的深层次合作。

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由云南

石林、贵州荔波、重庆武隆联合组成，2007年

6月被评选为世界自然遗产。美国猛犸洞国

家公园位于美国肯塔基州西南部，1981年10

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遗产。据

介绍，这次合作主要围绕双方资源管理的方

法和技术，电子通讯和技术信息交换，公园管

理与运作等方面，内容涉及专业技能、人员交

换、信息、资料、技术、培训和经验等多方面。

（京华时报）

本次活动由国际立体绿化促进组织、威

海恩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共同举办，评选出

市民心中理想满意的屋顶、立体绿化城市，并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宣传获奖城市的绿化生态

成果。

随着人们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

对建筑物屋顶进行绿化美化，已经被不少城

市列入议事日程。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大

连等城市走在了屋顶绿化的前列。

国际立体绿化促进组织主任王仙民在评

选活动启动发布会上表示，屋顶绿化、立体绿

化能净化空气、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还可以通

过它所创造的绿地补偿、缓解土地资源紧缺的

矛盾。城市政府应精心组织、大力推动立体绿

化，规划、建设部门也应更新观念，市民需要积

极参与，共同创建宜居城市、节约型城市。

（范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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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副部长、城建司、社团管理办公室。

中国科协、民政部社团司。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名誉理事长、顾问、各专业委员会、各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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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大江滩公园群面积还将扩大2倍

近日，从武汉市水务部门了解到，我国最

大的江滩公园群——武汉“两江四岸”江滩公

园，按照最新规划，其总长将由26km的扩展

到 80km，总面积也将达到目前的 3 倍以

上。

2001年“江城”武汉正式启动江滩公园建

设，截至目前已建成汉口江滩三期、汉阳江滩

一期等滨江公园，共长26.2km，总面积超过

300万m2，成为我国最大的江滩公园群。

（城市规划网）

天津免费公园改造基本完成

日前，作为新一轮市容环境综合整治重

点工程之一的南翠屏公园提升改造工作基本

完成，开始向市民免费开放。针对近期提升

改造的几大公园何时免费开放问题，天津市

市容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这些免费公园的

提升改造工作都已基本完成，并陆续开始验

收工作，这些公园的免费开放时间不进行统

一规定，只要具备了开放的软硬件条件且管

理人员到位，都将自行安排开放时间，但必须

保证在2009年8月1日前开放。

随着南翠屏公园提升改造工作的基本完

成，碧荷拾香、静湖映翠、曲水晓月等6大景

区纷纷惊艳亮相。目前，施工人员还在进行

紧张的收尾工作，公园的路灯正在安装和调

试，夜间尚不能提供照明。园内的绿地也在

进行后期的养护工作。

（新华网）

上海复兴公园喜迎建园100周年

国内唯一保存完整的法式园林复兴公

园，2009年7月迎来了百岁华诞。复兴公园

百年庆活动围绕“百年复兴、期盼世博”的主

题展开，活动包括群众性征文、征集老照片活

动、百年印象资料汇编与测绘活动以及“百年

复兴迎世博——庆祝复兴公园100周年暨公

园志愿者文艺汇演”等。

复兴公园自1909年 7月建成对外开放

后，经过几次改造，特别是2006年8月以“修

旧如旧”原则进行的改造后，在布局上传承了

法式园林的特点，又将中国园林的风格融入

其中，展现出中西合璧的怡人园林景观。

（建筑时报）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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