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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园林绿化
同施六项新规

饮用水五项指标

合格率达到 98%

本报 3 月 4 日讯 (记

者 周广聪)3 月 2 日，市卫
生监督所召开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再动员会，会议针对

公共场所卫生、生活饮用水

卫生监督监测、医疗机构监
管及传染病防治等方面作

出部署。

会议要求，加强公共

场所卫生监管，采取日常

监督和专项整治相结合的

方式，对公共场所实施有

效监管，确保卫生监督覆

盖率达到 100%。做好生活

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

作，确保生活饮用水安全。

确保二次供水水箱清洗消

毒合格率达到 95% 以上，

饮用水五项指标合格率达

到 98% 以上。

“我要为创城出份力”

市民争当创城志愿者
本报 3 月 4 日讯 (记

者 文美)本报发起的创城

志愿者联盟得到市民的热

烈欢迎，报名十分踊跃，目

前报名人数已达 500 余人，

本报策划的志愿活动也即
将开始，欢迎更多市民加入

到这个队伍，共同为创城贡

献一份力量。

“我要做创城志愿者！”

做城管工作的徐先生 3 日

打来电话报名，他觉得本报

发起创城志愿者联盟是个

非常好的想法，创城就是要
发动所有市民的支持和参

与，平时就在街头忙着整治

市容市貌的徐先生看到招
募志愿者消息的第一时间
就报了名。

安利山东分公司的工

作人员也打来电话报名，称

公司有一个 400 多人的志

愿者队伍，一直热心公益事

业，对创城这样的大事好事

绝对不能错过，愿意成为创

城志愿者联盟的一部分。

近期，创城志愿者联盟

将组织志愿活动，想参加的

市民快快报名吧，报名电

话：8966110

3 日，从临沂市园林局传来消息，目前临沂园林部门共出台 6 项新规定，并于 2 月 26

日开始实施。这批新规涉及城市绿色图章、城市园林绿化、滨河景区、中心城区园林绿化养

护、城市绿线以及古树名木保护等 6 方面，此举标志着临沂园林绿化和滨河景区建设开始
搭上法制化管理的快车道。

绿化工程需盖

“ 绿色图章”

《临沂市城市绿色图章管理规

定》是这 6 份新规之一。《新规》规

定，今后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

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

时，必须有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参加
审查；未经审查的，城市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不得发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

利用一切空间

进行“造绿”

《临沂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

法》规定，各单位和居住区，现有绿

化用地面积低于规定标准且有可绿

化空地的，应当进行绿化，不得闲

置。对闲置的可绿化用地，由园林绿

化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限期绿

化。确无可绿化空地的，应当利用建

筑墙体、屋顶、阳台等进行立体绿

化。

擅自修剪树木的，处以 200 元

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因擅自修
剪造成树木死亡的，处以树木赔偿

费 3 至 5 倍的罚款。

鼓励社会各界

投资兴建滨河景点

根据新出台的《临沂市滨河景

区管理办法》，鼓励社会各界投(捐)

资兴建景点和基础设施，保护和利

用景区资源。

奖励中心城区

园林绿化养护

《临沂市中心城区园林绿化养
护管理考核办法》规定，市园林绿

化主管部门负责市中心城区园林绿

化养护管理考核工作。考核按照城

市区域的重要性分一、二、三级。

考核内容包括绿地卫生、园林设

施、苗木管理、绿化保护及古树名

木保护等。市中心城区园林绿化养
护管理考核实行定期和不定期考核

方式。市财政列出专项资金用于市

中心城区园林绿化养护管理的奖

励。

城市绿线

接受公众监督

《临沂市城市绿线管理办

法》规定，城市绿线，是指城市

规划区内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

线，包括已建成绿地的控制线和

规划预留绿地的控制线。经批准

的城市绿线向社会公布，接受公

众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

城市绿线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

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

污水以及其他对生态环境构成破

坏的活动。

致死致损古树林

每株罚款 1 万元

《临沂市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

理办法》规定，凡树龄在 300 年以
上，或者特别珍贵稀有，具有重要
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
值的古树名木，为一级古树名木；

其余为二级古树名木。

擅自砍伐、移植古树名木的，或

保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

死亡的，由城市管理部门依据《山东

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第四款规定，处以每株 l 万元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本报记者 李欣洁 实习生
孙景芸 通讯员 韩继飞

本报 3 月 4 日讯 (记者 胡志

英 实习生 赵聪慧)记者 3 日从

临沂市林业局了解到，临沂规划建

设沂沭河水系沿线林业生态经济景

观长廊。城区滨河路绿化以法桐银
杏为主。

据介绍，沂沭河水系沿线林

业生态经济景观长廊规划范围为
沂河及主要支流祊河、汶河、蒙

河主干线沿线乡镇，沭河主干线

沿线乡镇，共涉及 13 个县区， 98

个乡镇，规划区总面积 1300 . 3 万

亩。

其中，沂河及主要支流祊河、

汶河、蒙河沿线涵盖 7 个县 4 个区

的 71 个乡镇 2515 个村庄，总面积
980 . 2 万亩。规划区沭河沿线涵盖 4

个县 1 个区的 27 个乡镇 1064 个村

庄，总面积 320 . 1 万亩。

除了湿地公园建设规划，沿河

森林生态经济功能区建设规划外，

还包括沿河生态景观绿化带规划，

沿河乡镇造林绿化规划，沿河湿地

保护区。规划的建设时间为 2011

年到 2015 年。

沿滨河道路，突出地方特色，

利用乡土树种，按照三季有花、四

季常青的原则，选择适宜树种，做

好道路绿化。行道树，沂河滨河大

道由北向南，沂水段以柳树为主，

沂南、河东段以雪松、法桐为主，

临沂城区段以法桐、银杏为主，郯

城段以银杏为主；祊河滨河大道由

东向西，兰山、费县段以法桐、柳

树为主，平邑段以雪松、女贞为
主。路肩、护坡绿化，配置紫薇、

海棠、文冠果、紫叶李等花、灌木

及黄杨、红叶石楠、金银花、地

柏、红叶小蘖等灌丛。

外侧造林设计突出生态防护，

以防护林为主，在发挥防护功能的

同时，形成绿色生态景观。

临沂沂沭河水系

沿线打造林业生态经济景观长廊

城区滨河路将多见法桐银杏

本报 3 月 4 日讯 (记

者 解玉洁)4 日下午，临沂
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指挥

部召开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工作情况调度会，会议听取

了 9 个督导组的工作情况

汇报，并对下步创卫工作作

出部署。市领导冯安、王晓

嫚、杨荣三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时间紧、任务重、压
力大，各督导组要加大通报

力度和社会透明度，形成定

期通报的制度，让群众及时

了解创卫工作进展情况，加
大群众的参与度，形成人人

参与的浓厚氛围。要加大对

长效机制的督导，防止问题

和不足反弹。要充分利用

大型户外公益广告、电子

显示屏和街道、社区宣传

栏等宣传阵地，迅速在全

社会掀起创卫热潮。要注

重资料的积累，完善创卫
档案，形成良好的运行、管

理和考核机制。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工作情况调度会召开

在滨河景区风帆广场附近，原本供市民观光

的木栈道，如今破烂不堪。许多木栈道的木板不
翼而飞，既不安全又影响市容。

记者 徐升 摄

木板，哪去了？

三河之韵 摄影 付迎东 （资料片）

<<

创城巡逻哨

2015 年临沂城镇化

将达到 55% 以上
本报 3月 4日讯 (记者

范磊贤 通讯员 乔淑琴)记
者从 4日召开的全市建设工

作会议上了解到，到 2015 年

临沂城镇人口达到 610万人，

城镇化水平 55%以上。

未来五年临沂城乡建

设的目标是：中心城区人

口达到 220 万人以上，城

镇人口达到 610 万人，城

镇化水平达到 55% 以上，

建成区面积达到 200 平方

公里；新增供热面积 1500

万平方米，城区集中供热

面积达到 4100 万平方米，

城区热化率达到 58 . 6% ；

按照小城市建设标准加快

推进 12 个重点镇建设，基

本实现全市农村社区全覆

盖；加快旧城道路改造，建

设完善市区快速交通网络

和城市慢行系统，按照服

务半径不大于 200 米的要
求规划建设改造一批机动

车公共停车场(库)；加快推

进供水工程建设，新建供

水管道 400 公里，改造城

市供水管网 130 公里，城

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3%，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达到 100%。

2011 年全市建设工作

将以迎备“两创一会”为契

机，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