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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强市区 

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工作的意见 

 

各区人民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苏通科技产业园区管

委会，锡通科技产业园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有关部

门和单位： 

《关于加强市区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工作的意见》已经2019

年4月18日市十五届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南通市人民政府 

2019年5月8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南 通 市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通政发〔2019〕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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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市区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工作的意见 

 

为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城市绿化养护体制机制，提高园

林绿化养护专业化、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水平，促进南通市区园

林绿化的养护管理高质量发展，巩固“三城同创”工作成果，经

市政府同意，现就加强市区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提出如下实施意

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三中全会及中共南通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

精神，以推进城市转型发展、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巩固绿化成果

为目标，全面提升园林绿化养护综合管理能力，充分展示城市品

位和形象，切实满足市民美好生活需要和愿望，为“建设宜居宜

业富有魅力花园城市”提供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按照“政企分开、管养分离”原则，

构建科学合理、运行高效的城市绿地养护管理体系，推动我市园

林事业全面改革发展。 

重心下移、属地管理。优化绿化养护管理的事权划分和责任

区域，落实属地管理，推行市、区、街道“三级管护”模式，形

成权责明确、务实高效、运行有序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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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联动、关口前移。坚持建管并重，加强园林绿化工程从

施工到移交全过程监管，严格落实竣工验收和移交验收制度，源

头把控城市绿化质量。 

三、事权划分  

随着近几年城市绿化建设迅速发展，绿地面积日益增加，市

区既有绿化养护机制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和发展需要。为切实保

障绿化养护属地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按照“三级管护、统一考评” 

要求，市市政和园林局主要负责市区绿化养护的指导、监管等统

筹工作，市各相关绿化直管部门、各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及其

街道办事处按照职责分工具体负责相关绿化养护和管理工作。 

（一）市级管护范围 

1．通州湾示范区、苏通园区、中央创新区、五山及沿江地

区、濠河景区等辖区内公园、广场、城市道路绿化等； 

2．城市部分重要公园、主要城市道路路段和节点绿地； 

3．市管企业投资建设的公共绿地。 

（二）区级管护范围 

崇川区、港闸区、通州区（含锡通园区）、市开发区辖区范

围内，除市级管护范围以外其它城市公园、广场绿地，城市快速

路地面绿化、主次道路绿化等； 

（三）街道管护范围 

1．街道办事处辖区范围内小游园及其它零星公共绿地、城

市支路及后街背巷道路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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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托管的老旧小区及安置小区配套绿化。 

涉及城市储备待开发地块实施占领性绿化的，由所在地区政

府（管委会）、园区（片区）或产权单位负责养护管理或监管工

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绿化管护责任 

市政府成立市区城市绿化养护长效管理考评领导小组（以下

简称绿化考评小组），统筹协调城市绿化养护考核监督工作，绿

化考评小组组长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绿化考评小组下设办公

室（以下简称市绿化考评办），办公室设在市市政和园林局。 

市绿化考评办具体负责城市绿化养护长效管理质量考评的

现场检查、考核评价与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季度考核和年度考评，

并定期公布考评得分排名。 

各区、各部门要强化“第一责任人”意识，健全绿化养护监

管机制，明确绿化管护监管职能部门，并建立具体专业管理机构，

充实养护监管力量，保障城市绿化养护管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保障资金投入，优化养护市场环境 

1．统一养护等级标准。市区绿化养护执行统一养护等级和

定额标准，由市市政和园林局完善市区绿化三级养护质量标准和

措施要求，并确定市区各公共绿地养护等级；同时，市市政和园

林局应会同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科学制定绿化养护定额标准并

建立适时调整机制。市、区两级财政部门要严格执行并按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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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年度城市绿化维护资金。 

2．深化养护市场改革。园林绿化养护招标应采取合理低价

综合评标方式，优选养护单位，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恶意低价

中标行为，保证绿化养护市场健康发展。城市绿化养护作业要全

面推向市场，市区所有公共绿地养护作业都要通过招投标确定养

护单位，直接指定的养护单位要有序退出。 

3．创新绿地管护模式。市市政和园林局要积极探索和研究

绿地管护新模式，将专业化养护与物业化管理相结合，提升城市

公园综合管理水平。积极引入“第三方”监管模式，发挥和调动

社会专业机构协助开展绿化养护监管和考核评价等工作。各区要

运用城市管理的先进理念和实践成果，组织和发动城市综合执法

队伍和街道社区基层力量参与绿化管护工作，保障城市绿化“三

级管护”落到实处。 

4．建立养护诚信制度。市市政和园林局要根据有关规定尽

快研究出台城市绿化养护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推动绿化养护企业

诚信制度建设，对在我市从事园林绿化养护作业的企业进行市场

信用评价，评价结果作为市区相关业主单位绿化养护招标的重要

参考依据。 

（三）规范作业行为，提高养护作业水平 

1．严格养护作业标准。各区、各部门要对照精细化养护要

求，监督绿化管理单位规范执行地方绿化养护标准规范体系，严

格养护作业标准，提升标准化管理水平，残缺受损树木及设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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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修复或更换到位，保障城市景观效果和植物健康成长。 

2．建立监管信息系统。市市政和园林局要加快推进“智慧

园林”建设，构建城市绿化养护监管系统。各区园林绿化主管部

门要积极运用监管系统开展信息录入、养护巡查、监督整改等养

护监管工作，提升养护管理效率。 

3．强化专业技能培训。市、区两级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发

挥技术引领、典型示范作用，加强绿化养护人员培训，组织开展

专业知识培训和现场技能演示，并通过技术比武、劳动竞赛等形

式，激发从业人员技能学习赶超热情，提高整体技术能力。 

（四）完善考评机制，健全养护监管措施 

1．完善考核评价制度。将城市绿化养护工作纳入全市考核

范围，积极推行日常巡查、月度考核、季度通报、年终考评制度，

强化督促整改，严格考核标准，考核结果与各地排名直接挂钩。

市市政和园林局要结合新一轮市区城市绿化养护事权划分，修订

绿化养护考评办法和考评标准，确保考核评分科学性、考核结果

公正性。 

2．规范市区联动考核。各区、各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绿化

养护考核工作，对管辖范围内所有的公园广场、道路绿地的现场

管护情况每月进行实地考核，并于次月初将上月度考核结果报市

市政和园林局。市市政和园林局根据各区、各部门上报情况进行

抽查。市、区两级考核结果纳入园林绿化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并

与各标段养护经费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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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行网格监管制度。市市政和园林局牵头建立城市绿化

养护网格化监管体系，推行城市绿化养护“网格化”监管模式，

各区人民政府应保障并落实专业城市绿化网格员，在网格范围内

开展日常绿化养护巡查工作，及时发现和反馈绿化养护中的各类

问题，并负责核查整改落实情况。 

（五）严守移交关口，狠抓绿化工程质量 

1．严格工程质量管理。建设单位作为工程质量第一责任人，

要严格执行工程施工和验收标准，加强对城市园林绿化工程质量

的把关，避免带病移交给后期绿化养护带来质量隐患；市、区园

林绿化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管辖范围内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监督管

理，开展工程质量评价工作并将评价结果与施工单位信用考核挂

钩。 

2．强化保修期养护工作。秉承“三分建、七分养”绿化工

程建设理念，建设单位要将保修养护期作为园林绿化工程建设重

中之重的环节来抓，深入研究工程保修养护期质量控制的要求和

措施，并作为监理、施工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格组织落实，切

实保障园林绿化工程建设质量。由于施工原因造成苗木和设施缺

陷且在允许值范围内的，建设单位要依据监理、施工合同追究监

理、施工单位经济责任，并支付恢复费用交由接管单位恢复到位。 

3．完善建管交接机制。市市政和园林局要会同市有关部门

进一步完善城市绿地建管交接工作制度，统一移交验收标准及工

作机制，规范园林绿化移交验收流程。工程保修期满时，建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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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应及时组织移交验收并完成移交工作。工程质量不符合要求的

不得移交，缺陷情形恶劣的，应将相关施工、监理单位列入黑名

单。园林绿化建设项目所属绿化主管部门（片区）要严格按照建

管交接机制规定，督促做好园林绿化工程建管移交工作。 

（六）加强成果保护，严格绿化审批权限 

城市绿地养护事权划分后，城市绿地占用、树木迁移行政审

批事项原则上都由所在地区级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但有

以下情形之一的，仍由市级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审批： 

1．涉及市级园林绿化管理机构负责管养的绿地的； 

2．涉及公园绿地性质改变需永久占用城市绿地的； 

3．涉及风景名胜区、城市主干道绿化的； 

4．临时占用绿地1000平方米以上或提升改造绿地面积达300

平方米以上的； 

5．因同一个工程项目或同一地点需砍伐大树（胸径20厘米

以上落叶乔木和胸径15厘米以上常绿乔木）超过2株，或移植大

树超过10株的。 

在城市建设、管理过程中，各级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严格控

制大树迁移。涉及上述第5条规定的，项目主管部门应在工程规

划设计阶段进行专项论证，并接受社会监督。涉及迁移古树名木

及古树后备资源的，要严格按照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相关规定执

行。 

（七）建立激励机制，营造争先创优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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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绿化养护管理考评工作，实行奖优罚劣的激励约束机

制。市财政部门要按照绿化养护标准，每年安排市区年度绿化养

护经费的3～5%作为统筹基金用于考核奖励，对达到年度绿地养

护管理考核目标值且超出各区考评平均分值的，予以奖励；达不

到考核目标值的，予以相应处罚；年度考核排名最后一名的，由

市政府领导进行约谈，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同时，市市政和园林局通过开展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竞赛、绿

化养护优秀标段评比等工作，通报奖励绿化养护工作方面单位和

个人，形成绿化养护争先创优的良好局面，促进市区园林绿化养

护水平整体提升。同时，对城市绿化养护工作中做出特殊贡献或

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纳入全市年度综合表彰。 

（八）广泛发动群众，增强爱绿护绿意识 

市、区两级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广泛宣

传，形成全社会关注绿化、建设绿化、爱护绿化的良好氛围。要

保障全体市民对城市园林绿化养护工作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

权，发展壮大护绿使者队伍，将绿化管理延伸到街道、社区等基

层单位，充分调动广大市民群众爱绿护绿的积极性，让建绿护绿

成为市民关心、支持、参与的自觉行动。要及时倾听社会各界的

意见和呼声，认真处理市民监督举报、投诉建议，形成城市园林

绿化共建共享的格局。 

市市政和园林局与各区、各部门要按照新一轮绿化养护事权

划分要求，对照市区绿化养护事权调整清单，5月底前完成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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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工作。因养护事权调整下放或市级园林绿化工程移交区级管

理的公共绿地养护经费，由市财政及时拨付到位。 

 

附件：1．南通市区绿化养护事权调整清单汇总表 

2．南通市区绿化养护事权调整清单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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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南通市区绿化养护事权调整清单汇总表 

序号 管理主体 养护量（公顷） 

一 市政和园林局 385.5 

二 崇川区 333.57 

三 港闸区 564.95 

四 通州区 31.85 

五 开发区 34 

六 五山片区 32.08 

七 中创区 189.53 

合计  15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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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南通市区绿化养护事权调整清单明细 

序号 点位 范围 
面积  

（公顷） 

一 市管  

（一） 道路绿化 

1 啬园路 通富路-紫琅路 20.30  

2 工农路 啬园路-通吕运河 19.69  

3 园林路 钟秀路-啬园路 41.07  

4 世纪大道 城山路-通富路 13.71  

5 高架桥花箱 
通宁大道（陈桥收费站-通宁大桥）、江海大道（长江路
高架-兴仁）、通盛大道（钟秀路北-崇川路）、通启路
（工农路-通沪大道） 

3.01  

 小计 97.78  

（二） 公园绿地 

6 世纪公园 
江岳路南，江宁路北，崇文路、府东路西，崇安路、府西

路东 
19.15  

7 绿轴公园 江宁路南，崇川路北，图书馆西，崇安路东 4.50  

8 唐闸公园 新华路北，新西市路南，资生路西，公园路东 16.15  

9 通吕运河绿廊 两岸，崇川大桥-通宁大桥 31.27  

10 海港引河绿廊 跃龙路-新胜路 155.46  

 小计 226.53  

(三） 濠河景区 

11 濠东绿苑南段 东至濠东路、南至濠南路、西至濠河、北至人民路 4.9745  

12 濠东绿苑北段 东至濠东路、南至人民路、西至濠河、北至濠北路 7.5000  

13 文峰公园(含北门停车场） 
东至文峰坝、南至文峰饭店、西至城山路以东水面、北至

文峰路 
11.2042  

14 体育公园 东至濠河、南至青年路、西至跃龙路、北至濠河 2.5443  

15 环西广场 东至环城西路、南至王子饭店、西至濠河、北至和平桥 2.6001  

16 
环西广场—文化宫桥沿河绿

地 
东至王子饭店、南至文化宫、西至濠河、北至和平绿地 0.5548  

17 灰堆坝两侧临街绿地 城山路与虹桥路口东北小巷 0.0398  

18 易家桥西南侧沿河绿地 东至濠河、南至濠景园住宅、西至城山路、北至易家桥 0.0465  

19 易家桥—三元沿河绿地 东至濠河、南至易家桥、西至城山路、北至三元桥 0.2181  

20 文峰坝 文峰路（文峰花苑北侧） 0.0080  

21 文峰坝—三元桥沿河绿地 东至文峰坝、南至濠河、西至城山路、北至三元桥 0.0721  

22 
医学院路与城山路交叉口三

角绿地 
东至城山路、南至养老院路、西至濠河、北至电视台住宅 0.2610  

23 杏林桥东北侧沿河绿地 东至濠河、南至养老院路、西至杏林桥、北至濠河 0.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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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点位 范围 
面积  

（公顷） 

24 启秀路周边绿地 
东至启秀桥、南至医学院北门、西至南大街、北至博物院

南门 
0.2618  

25 映红楼 东至城山路、南至电视台住宅、西至濠河、北至启秀桥 0.2457  

26 启秀园  0.3693  

27 少儿活动中心东侧绿地 
东至濠河、南至三元桥、西至少儿活动中心、北至华达广

场 
0.0305  

28 三元桥—南园桥沿河绿地 东至濠东路、南至三元桥、西至濠河、北至南园桥 0.0461  

29 启秀桥—怡桥沿河绿地 东至城山路、南至启秀桥、西至濠河、北至濠南路怡桥 0.0326  

30 怡园 东至濠河、南至怡桥、西至濠河、北至濠河 0.3667  

31 
怡桥，公园桥（人民公园北入

口） 
濠南路（怡桥上及博物苑北门口） 0.0657  

32 
濠东路与濠南路口东南转角

处绿地 
濠东路与濠南路口东南转角 0.0053  

33 文化宫桥—长桥沿河绿地 
东至南大街长桥、南至濠河、西至文化宫桥、北至环城南

路 
0.5957  

34 长桥-世纪桥沿河绿地 东至濠河、南至、西至长桥、北至四宜糕团店 0.2490  

35 
附属医院至南公园桥沿河绿

地 
东至西寺路、南至附属医院、西至濠河、北至南公园桥 0.0895  

36 桂花岛及西侧色带 东至濠河、南至濠河、西至新乐桥、北至濠北路 0.4418  

37 桂花岛东侧沿河 东至城隍庙、南至濠河、西至桂花岛、北至濠北路 0.1175  

38 翡翠花园南侧沿河绿地 东至北濠桥、南至濠河、西至北濠小游园、北至翡翠花园 0.3740  

39 北濠山庄南侧沿河绿地 东至新乐桥、南至濠河、西至北濠桥、北至北濠山庄 0.4100  

40 北濠小游园 东至翡翠花园、南至濠河、西至濠河、北至濠北路 0.6670  

41 新乐桥套闸绿地 
东至濠河、南至新乐桥、西至顺遂楼住宅、北至顺遂楼住

宅 
0.1060  

42 红庙吧周边绿地 东至濠河、南至红庙吧、西至濠西路、北至濠北路 0.3740  

43 
濠西书苑以及北侧栈桥（主入

口） 
东至濠河、南至濠河、西至濠西路、北至濠北路 1.9769  

44 通达大厦沿河绿地 东至濠河、南至和平绿地、西至通达大厦、北至盆景园 0.1399  

45 和平绿地 东至濠河、南至人民路、西至濠西路、北至濠河 0.7607  

46 
人民路以南，电视塔—西被闸

沿河绿地 
东至濠河、南至西被闸桥、西至跃龙路、北至人民路 0.8020  

47 西公园绿地 东至濠河、南至南公园桥、西至跃龙路、北至西被闸桥 1.2116  

48 
南公园桥—体育公园沿河绿

地 
东至濠河、南至跃进桥、西至跃龙路、北至南公园桥 0.3843  

49 友谊绿地 东至濠河、南至友谊桥、西至环城东路、北至晏园住宅 0.0000  

50 
百昌晏园至濠滨别业东沿河

绿地 

东至濠河、南至友谊绿地、西至晏园-中医院住院部-濠

滨别业住宅、北至环城北路 
0.9020  

51 环城北路东段绿地 东至环城东路、南至环城北路、西至北濠桥、北至濠河 0.4537  

52 环城北路西段绿地 东至北濠桥、南至环城北路、西至环城西路、北至濠河 1.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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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点位 范围 
面积  

（公顷） 

53 
华威园、老干部宿舍、停车场、

派出所 
东至环城西路、南至人民路、西至濠河、北至濠河 1.6820  

54 少年宫入口  南公园桥北侧 0.0220  

55 

新城桥西南角三角绿地及两

侧沿河绿地及老红军围墙西

侧 

南大街新城桥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1.6968  

56 北极阁周边绿地 
东至南通中学、南至南通中学、西至南通中学操场、北至

环城北路 
0.2515  

57 水生植物 
环城北路沿河、北濠山庄-翡翠花园沿河、映红楼西侧沿

河等 
3.9291  

58 垂直绿化 启秀桥-杏林桥沿河、南公园桥-新城桥沿河石驳 0.0231  

59 友谊桥-公园桥沿河绿带 东至濠河、南至公园桥、西至环城东路、北至友谊桥 0.2350  

60 养老院路移交绿地 
东至濠河、南至新城桥东北角、西至老年人活动中心、北

至杏林桥 
0.2102  

61 盆景园 东至濠河、南至通达大厦、西至濠河、北至濠西书苑 0.9800  

62 濠东路人民路口西北角绿地 东至濠东路、南至人民路、西至小路、北至广场铺装 0.0330  

63 
濠东路西侧行道树（人民路以

北） 
濠东路西侧行道树 仅行道树 

64 濠东绿岛 濠东路中间（人民路以北） 0.2250  

65 钟楼广场 
人民路以北（含人民路北侧人行道）、北濠桥路以西（含

北濠桥路西侧人行道）、通中以南、寺街以东 
1.3146 

66 原电视台绿地 文峰公园西门对面 0.2038 

67 总工会绿地 原总工会西侧 0.3013 

68 城博馆东侧及南侧绿地 城博馆建筑南侧 0.5670  

 小计 55.1668 

(四） 其他 

69 天福园 通京大道东侧（三号桥以南--钟秀路） 6.02  

 小计 6.02 

 合计 385.50  

二 崇川区  

（一） 道路绿化   

1 通京大道 通吕运河-通启路 14.88  

2 人民路 南通港-东快速东（铁路桥） 26.82  

3 通启路 通富北路—工农路，通启路高架A(工农南路—通富路） 26.10  

4 钟秀路 
长江路-（东快速东）柴油机厂东约100米，醋酸纤维周

边绿化 
22.38  

5 柴油机厂西侧规划路 钟秀东路--通吕运河 0.02  

6 观阳路 通京大道-东快速路  6.04  

7 东快速路 通吕运河—青年路 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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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公顷） 

9 世伦路 钟秀路北-崇川路 17.19  

10 
观畅路（原汽车东站北侧规划

路） 
通富路-世伦路 2.73  

11 太平路 钟秀东路往北终点--国胜路 3.47  

12 新胜路 通京大道-太平支路 3.68  

13 胜利路 钟秀东路-通甲河北岸 1.79  

14 通富路 通沪大道-江海大道 29.71  

15 国胜路 园林路-太平路 1.27  

16 星明路（原东晖东侧路） 人民东路--通甲路-观阳路-崇川路 1.00  

17 盘香路 新胜路-崇川路 2.23  

18 观新路 盘香路-园林路 0.57  

19 城山路 虹桥路-长江路 17.29  

20 长江中路 滨江大桥-紫琅路 25.51  

21 青年路 东快速—外环西路 13.79  

22 打靶场 园林路、新胜路交叉口西北 0.50  

23 新区预留地及支路 
府东路东，府东路西，崇安路西，园林路西，江岳路南，

海港桥南北两侧，江岳路，府东路，府西路，江宁路 
6.00  

24 崇文路(原经五路) 崇川路-桃园路 0.04  

25 江岳路 世纪大道-府东路 2.80  

26 曹公路 城山路-长江路 0.58  

27 桃园路 园林路--老长江路 3.76  

28 沿河路 莱茵苑西门-污水厂围墙 1.81  

29 洪江路 通启路－老长江路 11.00  

30 崇川路 通富路--集装箱厂码头 3.65  

31 海端路 洪江路--沿河路 0.04  

32 外环西路 虹桥路—节制闸 1.24  

33 任港路 孩儿巷南路－临江路 0.05  

34 姚港路 任港路—长江路 0.10  

35 孩儿巷路 任港路-钟秀路 0.08  

36 桃坞路 姚港路－跃龙路 0.01  

37 北朱家园路 姚港路－跃龙路 0.34  

38 长江南路 （紫琅路-跃龙路）路南，海鲜一条街北侧零星 0.49  

39 虹桥路 工农路—长江路 5.40  

40 段家坝路 青年路-虹桥路 0.51  

41 濠北路 濠东路-工农路，濠西路-孩儿巷北路 0.91  

42 濠南路 濠东路—工农路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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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濠东路 濠北路-通吕运河 1.92  

44 北濠桥路北段 濠北路-通吕运河 0.43  

45 濠西路 通宁大桥-濠北路 0.44  

46 校西路 人民东路-南川园路 3.18  

47 龙王桥路 工农路-通甲路隧道 0.81  

48 教育路 通京大道-工农路 0.41  

49 中远路 外环西路—中远船厂 0.03  

50 南川园路 工农路—通京大道 0.07  

51 五一路 通启路-钟秀路 1.15  

52 红星路 姚港路-通启路 3.51  

53 通甲路 校西路-园林路 0.39  

54 战胜路 新建路—青年路 0.02  

55 紫琅路 曹公路-长江南路 0.02  

56 南郊路北侧绿地  长江南路-园林路 1.68  

57 养老院路 城山路--南大街 仅行道树 

58 濠北路（含北翠园） 濠东路--濠西路 0.2140  

59 跃龙路 人民路--濠南路 0.0826  

60 青年路 濠东路--跃龙路 0.5806  

61 城山路（除原电视台绿地） 濠南路--虹桥路 0.0570  

62 

濠东路（除濠东绿岛、人民路

西北角、人民路以北西侧行道

树） 

濠北路--三元桥、濠南路口东南角 0.5292  

63 濠南路（除总工会绿地） 濠东路--跃龙路 0.0951  

64 南大街 人民路--青年路 0.2681  

65 北濠桥路 濠北路--人民路 仅行道树 

66 环城北路 环城东路--环城西路 0.0610  

67 环城西路 环城北路--环城南路 0.0490  

68 环城南路(含城博馆北侧绿地) 环城东路--环城西路 0.1772  

69 环城东路 环城北路--环城南路 0.0300  

70 西寺路 濠南路--南大街 0.0420  

71 健康路 濠南路--西寺路 仅行道树 

72 启秀路 启秀桥--濠南路、启秀路周边绿地（含东寺路局部） 0.2618  

73 建设路 环城东路--北濠桥路 仅行道树 

74 中学堂街 北濠桥路--寺街 仅行道树 

75 人民路 濠东路--濠西路 0.0355  

76 濠西路 濠北路--人民路 0.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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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园绿地   

77 滨江大桥桥头公园 钟秀路-通吕运河 2.47  

78 五星公园（城闸大桥桥南) 钟秀路-通吕运河 6.68  

79 人民路小游园 人民路北侧（通京大道-五一路） 2.53  

80 清源广场 虹桥路南、城山路东 1.87  

81 江东广场 跃龙路西、青年路南 0.15  

 合计 333.57  

三 港闸区  

（一） 道路绿化   

1 通宁大道 陈桥收费站-通吕运河 62.99  

2 秦灶纬一路 工农北路-友谊路 0.04  

3 友谊路 江海大道-永和路 0.05  

4 深南路（原长平路） 永和路-海螺路 27.49  

5 长江北路 滨江大桥-城北大道-河堤路 37.38  

6 江海大道 通沙汽渡-通京大道 35.64  

7 天生路 泽生路-集安路 5.53  

8 城北大道 工农路-长江北路 73.84  

9 通生路（原新农河西侧路） 永和路—永怡路 0.72  

10 永怡路 秦灶河桥东10m—河东路、江通路-通京大道 1.62  

11 永固路 通生路—河东路 0.03  

12 永和路 城港路-通京大道东约250米 25.37  

13 河东路 南憩亭大桥—唐闸大桥（含雕塑） 3.17  

14 杨家湾停车场 停车场周边沿河，东西到桥 0.50  

15 新华路 长泰路——大生路西150m 0.81  

16 总渠路 黄海路—深南路 0.02  

17 厚生路（原山神路） 城港路—城闸路 3.03  

18 大生路 城北大道-城港路 8.81  

19 马躺路 陈桥立交—马躺桥 3.18  

20 陈桥路 马躺路—集美路 0.02  

21 芦泾路 永兴大道—沿江路 5.12  

22 纬七路 天生路—芦泾路；城市绿谷—永兴大道 1.46  

23 集美路 204国道-城北大道 1.00  

24 
树北中心路（原沿港路南侧规

划路） 
集安路-亭平路 0.04  

25 树西路 204国道-马躺路 3.74  

26 长泰路 江海大道-陈桥立交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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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4国道沿线 陈桥立交-九圩港大桥，唐闸钢厂周边绿化 7.88  

28 唐树路 树西路-204国道 13.88  

29 通刘路 幸余路-兴富路北侧河道 2.20  

30 永兴河西侧绿地 
永和路西侧三块绿地（长平路-中环路、长和路-长平路、

长兴路-中环路） 
1.55  

31 幸福路（原幸福镇中心路） 通刘路-安顺路向东100米 7.65  

32 国强路北延 费家桥-城北大道 1.09  

33 幸余路 通宁大道-通富北路 36.72  

34 通京大道 南通北高速收费站-通吕运河 29.74  

35 陈桥收费站周边 城北大道以北，沿集安路向西北，与周边河道相邻 31.94  

36 永兴大道 江通路-芦泾路 22.64  

37 福星路（原经八路） 城北大道-顺达路 1.78  

38 江通路 江海大道-城北大道 0.12  

39 黄海路 永和路—天生路，中心河桥路-海螺路 1.51  

40 果园路 长江北路—天生港公交站台 0.05  

41 永兴路 芦泾河-沿江路 7.66  

42 
兴港路（原黄海路北侧规划

路） 
山神路-城北大道 0.04  

43 城港路 越江路-城北大道 4.44  

44 资生路（原河东二路） 棉机路--新华路、永和路--永怡路  0.21  

45 港闸路 城闸路—天生港 1.80  

46 西市路 杨家湾—城闸路、河东路-长泰路 0.62  

47 濠西路 通宁大桥-江海大道 0.29  

48 工农北路 通吕运河-幸福路北约120米 22.14  

49 华能路 华能路跨线桥 0.25  

50 德生路 新华路-芦泾路 0.18  

51 兴福路 天生路—城北大道 0.77  

52 福星路东延 通京大道—东约250米 0.39  

53 福禧路（原经十二路） 福星路—铁路北侧 6.08  

（二） 公园绿地   

54 龙潭公园 深南路、芦泾路、总渠路及河道围合区域 5.89  

55 五里树公园 集美路北、陈桥路西、集慧路南 5.27  

56 星岛水岸 通吕运河北侧，通宁大桥-通扬运河 13.99  

57 新华二村小游园 大生路-德生路，南侧 2.45  

58 工农北路西侧绿地 永怡路北、工农路西 2.61  

59 秦灶河绿地 通吕运河-铁路线 12.13  

60 1895广场（含浮雕） 西市街和北市街交叉口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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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点位 范围 
面积  

（公顷） 

61 南工房绿地 西市街南，惠生路西，大生路东 2.30  

62 古港花都 芦泾路西、长江北路南 13.06  

 合计 564.95  

四 通州区  

1 江海大道 通京大道—兴仁高速入口 14.60  

2 东快速路 通吕运河-兴仁镇政府东侧 17.25  

 合计 31.85  

五 开发区  

1 通沪大道 小海收费站-通盛大道 34.00  

 合计 34.00  

六 五山片区  

1 长江南路 啬园路-裤子港河 1.40  

2 花园路 裤子港河-跃龙路 4.20  

3 南郊路北侧绿地  跃龙路-长江南路 4.11  

4  紫琅路 长江南路-园博园东南门 2.17  

5 园林路 啬园路-裤子港河 13.46  

6 城山路 静海商贸街-长江路 0.50  

7 跃龙南路南段 
（跃龙南路-滨江公园路）滨江洲际酒店南门路南侧绿化 1.27  

长江路以南 0.97  

8 滨江停车场 跃龙路、桃园路、老长江路围合区域 4.01  

 合计 32.08  

七 中创区  

（一） 道路绿化   

1 通沪大道 通富路—通盛大道 69 

2 崇川路 通富路-东快速 13.16 

3 东快速路 青年路-通沪大道、通沪大道-通海线 51.28 

4 胜利路 青年路-崇川路 0.34  

5 通欣路 通沪大道—崇川路，世纪大道—洪江东路 6.83 

6 世纪大道 通富路-东快速 16.07 

7 观阳路 通富路-东快速 5.8 

8 青年路 通富路-东快速（南侧绿地） 10.53 

9 太平路 青年路-通沪大道 1.2 

10 通富路 通沪大道—青年路（东侧绿地） 2.32 

（二） 公园绿地   

11 环保公园 世纪大道北、营船港河西、太平路东 13 

 合计 1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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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因轨道等工程建设迁移的绿地面积已核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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