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望】

本报12月7日讯 推窗见
绿、出门见园，随着长沙绿色城
市建设的大力推进，越来越多的
长沙居民能享受到“绿色惠民福
利”。今天，长沙市园林管理局举
行“集中观摩绿色城市及公园建
设项目”活动。据悉，2018年，长
沙将努力实现城市规划区新增
绿地面积450公顷；建成区绿地
率提高0.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新增0.5平方米； 确保全市绿化
覆盖率达到43.2%， 绿地率达到
36.54%，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到12.11平方米。

林荫工程建设 特别是建
设高品质的林荫道路方面，
2018年长沙计划新铺排林荫道
路70条、林荫广场33个、林荫停
车场47个， 将构建以“十字骨
架、五纵五横”为骨干的实用型
林荫路网。

城乡公园建设 2018年，
长沙计划新铺排城市公园项目
107个；同时将加快跨年度建设
项目的建设共计11个， 确保
2018年按时完成海棠公园、狮
子山公园等重点项目的建设，

将更多“绿色惠民福利”送到居
民身边。

空间绿化和增花添彩建设
明年，长沙将在全市新增17.1万
平方米的立体绿化空间、23条
花卉特色道路， 在重要节点布
置特色花坛，同时各区县（市）、
园区大力开展特色园林街巷建
设。针对城区绿化空间有限的特
点， 在绿色特色街区建设中，长
沙将采取绿化景观与历史文化
相结合，保留历史文化街区、传
统特色街巷原来的特色，科学实
施景观提质工程。

长沙市园林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透露，《长沙市城市绿化条
例》（草案）已通过长沙市政府第
11次常务会， 拟创新建立城市
绿地“永久性保护制度”，将大力
推进永久保护绿地的规划工作。
据介绍， 永久保护绿地一经确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
变其范围和用途， 不得擅自砍
伐、变更其主要树种，改变主要
绿化景观，禁止将永久保护绿地
用于经营性开发建设。

■记者 陈月红

2017年是 长沙 实 施
“新三年造绿大行动”的开
局之年， 今年全市共铺排
了林荫路网、 城乡公园建
设工程、环城绿带生态圈、
磁浮生态绿带走廊、 生态
体系建设、 绿色共建共享
等绿化工程643个， 完成绿
化建设面积7078.42公顷（其
中新增绿地面积895公顷），
完成建成区绿地建设面积
1717.09公顷。截至11月，长沙
森林覆盖率提升至54.82%，
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城市
中心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分别达到 35.93% 、41.5% 、
11.58平方米， 较2016年分
别提升1.3%、1.45%、0.83平
方米。

此外，2017年， 长沙铺
排城市公园建设项目122
个，总投资35.01亿元。目前
已开工项目114个，已建成
公园103个， 超额完成目标
任务的142.5%，长沙市开放
公园总量达到307个。

长沙将“永久性保护”城市绿地
全市绿化覆盖率将达43.2% 绿化覆盖率

已达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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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巷社区：
“做菜再也不怕油烟呛了”

12月5日，井巷社区内新修建
的燕子岭公园绿意盎然， 暖阳下，
不少人在公园里玩乐。走近社区居
民楼，米色外墙、洋红墙砖，靓丽的
色彩在冬天里给人几分暖意。

“环境这么好，日子过得越来
越舒心。”66岁的邹利新在井巷社
区住了30多年， 拉着记者满小区
转，“社区道路、 房屋外墙等全面
改造， 家里还免费装上油烟净化
装置、做菜再也不怕油烟呛了。”

该社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
是典型的企业改制老旧开放式社
区，7家危化企业，4万平方米违章
建筑集中在这里。2016年10月，社
区启动了提质改造， 燕子岭公园、
工业文明墙让社区吐故纳新。

梅岭社区：
主题绘画弘扬传统文化

走进天心区文源街道梅岭社
区的南园小区，11月底刚完成提质
提档，小区里充满着文化的气息。

街道办事处主任黄振国介绍，
南园小区是梅岭社区面积最大、户
数最多、 年代最久的老旧小区，因
早期建设规划的历史局限，小区基
础设施陈旧、公共配套缺失。

如今漫步南园小区，依托三百
年的古樟树，原地建成了休闲广场。
张良华是小区里的一名绘画老师，
半个月前主动请缨， 在社区的100
多个窨井盖上绘画，“希望通过‘仁
义礼智信’主题的绘画及保护文物
的图标画，来弘扬传统文化。”

龙王港社区：
“惠客厅”让邻里氛围更浓

楼上漏水怎么办？在岳麓区西
湖街道龙王港社区，居民遇到这些
生活中的常见难题在楼栋“惠客
厅”就能解决。社区发挥动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 创新社区治理新模
式，打造党建品牌“惠客厅”，让互
帮互助的邻里文化氛围更浓。

在龙王港社区居民刘桂云看
来，社区提质改造后，不仅小区硬
件提升了，软服务也不缺位。她告
诉记者， 社区与湖南师范大学继
续教育学院共建“社区学院”，让
不同爱好的居民各得其乐。

“小区环境这么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长沙预计明年全市所有老旧社区将完成提质改造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
社区日益成为人们的生活舞台
和共有家园。 对老百姓而言，获
得感不一定是GDP增长了多
少、高楼盖了多少，而可能是家
门口拆了一处违建、 修了一条
路、增了一处景……

长沙城区内分布着不少老
旧社区，或多或少面临着一些问
题。如何让老旧社区居民共享长
沙飞速发展成果？2016年4月，长
沙在全国率先启动了社区全面
提质提档行动。 而以人民为中
心，成为标准，作为尺度。

居民家装上了油烟净化装
置 ； 打造各种社区组织……在
长沙的社区全面提质改造中，涌
现了一大批硬件和软件全面提
升的精品社区，不仅让社区“颜
值”更高，民生服务也更有深度
与温度。

自从社区大变样之后，居民
的环保意识更强了。“共建、共
治、共享” ，让居民参与社区建
设、治理的全过程，有效提高了
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
居民满意度，社区活力迸发。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厦门召开的老旧小区改造
试点工作座谈会上， 确立了15个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
长沙成为湖南省唯一入选城市。这是长沙2016年4月起启
动社区全面提质提档工作的又一重大成果。

从2016年起，长沙启动了社区全面提质提档工作，分
批对全市600余个老旧社区进行全面提质提档，随后全市
涌现了一大批精品社区。12月5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进
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街道井巷社区、天心区文源街道梅岭
社区、岳麓区西湖街道龙王港社区，感受老旧社区蝶变后
的新魅力。 ■记者 陈月红

【蝶变】
明年长沙所有社区
都将“幸福升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
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加快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 建设美丽中国；要
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
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
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近年来， 长沙一直在建设
美丽城市、加强民生保障、完善
社会治理等方面不懈努力。

2016年，长沙完成了115个
社区提质提档；2017年是社区
全面提质提档工作的第二年，全
市共铺排了220个考核社区，全
市各区、县（市）共投入人居环境
项目建设资金50.2亿元。

2018年， 长沙将继续对近
300个社区进行提质提档，预计
明年全市所有老旧社区将实现
“幸福升级”。

让民意绘就身边美好

本报12月7日讯 今日，由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联合中
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
告》共同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系列榜单
发布，长沙荣获“2017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荣誉称号，这也是
长沙连续第十年获此荣誉。

本年度调查推选活动通过
把“中国城市幸福感评价体
系”的权重指标向“体现人民

获得感”方向调整，突出“砥砺
奋进·城市中国”的主题。推选
活动从8月份启动后 ， 累计
3000多万人次参加了公众调
查和抽样调查。 经过活动组委
会评审，长沙、成都、杭州、宁
波、南京、西安、长春、台州、铜
川、 徐州十座城市被推选为
2017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何以能够做到连续十年荣
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不少受访者认为， 一座城
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主要分两方
面， 一方面是个人的主观满意
程度， 还有一方面是对城市硬
件设施和文化生活的客观条
件。这些年，长沙加强了交通、医
疗、文化、市政基础设施等各方
面的改善，这从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城市居民对城市的满意
度，也增加了老百姓的幸福感。

■记者 刘璋景

长沙连续十年荣获最具幸福感城市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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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上午，长沙市湘江风光带金霞段，园林单位代表在感受绿色城市之美。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