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里绿道”的建设目标提出
后，经多次踏勘和调研，该局立足
发展实际，本着“因地制宜、经济
适用、生态环保”的原则，率先探
索建设建设路一宫环岛至铁西转盘
绿道示范段，其他段落以过渡段的
建设标准，结合道路绿化，施划步
行骑行交通分割线，引导公众进入
绿道。

建设路绿道（一宫环岛至铁西
转盘段）为双侧绿道，其中单侧全长
约11.8公里，总投资1.1亿元。绿道
由1.5米宽步道和3米宽自行车道组
成，彩色透水混凝土为主要的铺装
样式，红、绿两色涂层区分步道和自
行车道，根据沿线景观风格差异，定
制搭配了木栈道+透水混凝土、陶土
砖+透水混凝土等多种样式。

绿道植物造景方面更注
重景观层次感和乡土野趣
景观的营造，绿道最外侧
利用高大乔木一边造
景一边形成自然屏障
与机动车道有机隔
离。绿道内侧绿植
与赛汗塔拉城中草
原等绿地的各色
花草融为一体、交
相呼应，构成一幅
广袤、宁静的美丽
画面。值得说明的
一点是，这种绿化
配置形式养护成本

低廉，无需更多的诸如病虫害防治、
除杂等人为养护手段干预，生态效
益十分显著。

设计建设之初，我市中心城区
慢行系统结构单一，慢行交通设施
基础薄弱，步行骑行空间较少，现有
城市公园绿地已成体系但缺乏相互
联系，绿色开放空间与慢行系统融
合不充分。绿道项目所在的建设路
段落，机非混行现象严重，正如市民
所言，“身于公交之内、距赛汗塔拉
城中草原短短几十米之近而不见”。

建设路绿道改变了这一状况。
该设计以“绿色低碳，彰显包头特色”
为理念，加强了城市主干道的景观连
接度，引入海绵城市设计理念提升沿
线生态环境效益，沿线小品集中展现
内蒙古蒙元文化及包头的地域特
色，为市民绿色出行提供了“公交+
慢行”的无缝接驳体系，所有设施共
同构建了绿道沿线的生态网络。

对于建设路绿道来讲，设计理
念可以“联系”“解锁”“功能”为关键
词展开。“解锁”即通过对建设路两
侧密植式绿植进行间苗疏解，解锁
绿化空间和景观视线，让两侧美景
得到释放并惊艳亮相。“联系”即绿
道串联起沿线多处绿地景观和人文
景观，是市民公众享受生态、健身休
闲、文化娱乐的高端品质路线。“功
能”即绿道沿线设置了4个驿站，20
个公交接驳点，实现绿道与公交通
行系统的无缝衔接，保障了暂停休

憩需求以及各种出行方式的自由切
换功能，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建
设理念。

绿道的创新处和独特点：“距离
近”，建设路绿道属城市型绿道，建
设定位于“百姓身边的绿色走廊”，
充分利用区位条件优势，首创性地
在城市主轴线上建设了一条绵延百
里的城市绿道，贯穿主城区，市民百
姓出入便利，绿道生态效益、社会效
益显著。此外，建设路绿道是我市
乃至内蒙古地区第一条城市绿道，
在区域范围内具有示范意义。“地域
性”，绿道全段分布设计了蕴含鹿城
标识和蒙古包“圆”文化的景观小
品，为绿道增添了活泼性和灵动感，
展现出百里绿道的地方文化特色和
活力十足的时代感。“珠连串”，建设
路绿道将沿线休闲娱乐的儿童公
园、疏林草地般的森林公园、草原风
光的赛汗塔拉城中草原、运动主题
的奥林匹克公园、开阔大气的市民
公园、恢弘大气的建设广场、蕴含城
市元素的鹿园、具有爱国主义教育
意义的井坪公园、充满生机的巴音
高勒公园十颗绿宝石以及沿线包头
大剧院、会展中心、体育馆等市级公
共设施串联起来，实现了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慢行系统高度融合。“借
景造”，因绿道途经数个既有、新建
绿地，绿化景观营造采用借景造景
的园林艺术手法，借用相邻绿地乔
灌草花相结合的植物配置，高大乔

木为行人遮挡夏日的骄阳，各类开
花灌木带来了缤纷色彩和阵阵花
香，透过各种地被植物和草坪形成
的林间空地，人们可近赏园林美景，
远眺大青山的雄伟身姿。绿道的

“借景造”巧妙地引入了现成的景
观，减少了景观建设量，缩短了建设
周期，与节约型园林的倡导应机而
契。“健康体”：2018年，建设路绿道
又加上城市健康路径新标签。结合
包头市健康城市建设，绿道沿线新
设大型骑行指示牌20块，安装小型
健康文明宣传牌40块，充分发挥绿
道天生“健康基因”的优势，便于市
民百姓一路行进康体健身的同时还
能一路摄取健康文化、健康生活习
惯等知识营养。

建设路绿道不仅是一条路、一
条线，绿道将主城区既有点、面式绿
色资源串联成网，真正构建起城市
生态框架体系。随着人们生态环境
意识的增强，绿色成为一种重要的
民生，绿道网充分承载并发挥着涵
养水源、净化空气、休闲游览、体育
运动等诸多功能，建设路绿道的建
成并启用，可让市民百姓漫游绿廊
花海，收获“城市绿肺”滋养，同时推
动了城市慢行交通方式吐故纳新，
把绿色出行方式和健康生活理念带
入市民生活、渗入市民心中，增进市
民百姓之间的情感交流，优化生活
方式和生活质量。

建设路绿道 车在林中行，人在画中游 百姓身边的绿色走廊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等国家七部委《关于在部分城市先行
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治理
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精神，
进一步净化我市房地产市场秩序，促进房
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平稳发展，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
月的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

此次专项整治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中央关于房地产工作的各项决策部
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通过深入开展全市房地产市场
秩序专项整治，集中排查化解房地产领域
涉及民生方面的突出矛盾和信访隐患，依
法查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
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广大购房群众的合
法权益，营造主体诚信、行为规范、竞争
有序、监管有力的房地产市场环境，推动
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平稳发展。

开展房地产市场
秩序专项整治

本报讯 近日，市住建局负责人带领工
程科、公用事业科、住房发展和物业管理
科、宣传办以及燃热管廊处、安全站、物
业处相关领导，到中梁首府壹号院和华发
新城三期建设工地、保利拉菲公馆物业管
理和少先路31号街坊天然气置换人工煤气
项目，调研安全生产工作。

在中梁首府壹号院和华发新城三期建
设项目工地，调研人员向项目负责人详细
询问了施工单位为保障安全生产采取的各
项措施，就项目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日常安全检查记录及施工现场管理人
员的相关资质进行了细致的了解。就做好
施工安全，该局负责人提出要求，一是施
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安
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定期开展安全自
查，及时排查隐患；二是建设工程安全监
督站要履行好监管责任，严格落实日常监
督检查和管理；三是加强现场施工人员安
全教育培训，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和实操水
平；四是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施工现场
扬尘治理工作。

在保利拉菲公馆小区，该局负责人仔
细查看消防系统、安防系统、电梯运行、
设施设备运行和维护情况，重点查看了小
区内新安装的电动车充电桩。一是要求物
业公司要扎实做好设施设备维护、检修和
电动车充电停放日常管理工作，确保节日
期间安全无事故；二是要求物业企业严格
对照物业服务标准，进一步健全责任制
度，细化服务举措，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
平。在少先路31号街坊天然气置换人工煤
气项目工地，该局负责人详细了解了工程
进展情况，进入居民家中查看了置换施工
安装的气表和安全预警装置，同群众进行
了交流。该局负责人要求项目部在保证工
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确保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早日让居民用上清洁安
全的天然气，方便群众生活。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是一项长期重大政治任务。在调研
工作中，该局负责人要求各建筑施工企业
和物业服务企业要按照我市住建系统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安排，逐级落实排查责
任，完善排查机制，畅通举报渠道，进一
步加强日常监管，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全力
推动住建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
展，共同维护我市建筑和房地产市场秩序
平稳有序运行。

市住建局领导
调研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为了有效缓解城区路口高峰期
的拥堵情况，市住建局从去年10月30日开
始对26个城区较拥堵路口实施了渠化改
造，去年共实施了12个路口的渠化改造，
今年将实施剩余14个路口的渠化改造，工
程预计6月中旬准备开工，工期20天。

该工程由市住建局下属的市政工程管
理局组织实施，改造的路口由交管部门依
据路口实际交通情况观测后提出，经市政工
程管理局、交管部门、市政设计院相关人员
多次实地踏勘确定。通过渠化改造的路口
将增大在交通高峰期的通行能力，规范车辆
和行人通过路口的运行轨迹，减少交通冲突
点，提高道路15%~35%的通行效率。

今年，城区路口渠化改造工程14个路
口位置：1、红岩道+民族西路；2、繁荣道+富
强路；3、红岩道+林荫路；4、环城路+和平
路；5、工业路+巴彦塔拉大街；6、工业路+环
城路；7、校园路+白云路；8、文学道+青东
路；9、青东东路+文学道；10、青东东路+科
学路；11、青东东路+文化路；12、迎宾道+莫
尼路；13、青东东路+青山路；14、建华路+沙
河西街。

今年这14个路口
将进行渠化改造

本报讯 赛汗塔拉西门广场历
时2年 3个月的建设工期，将于今
年5月底惊艳亮相。新建的西门广
场服务功能齐全，极大地改善了
赛汗塔拉城中草原的周边景观，
提高旅游接待能力，为赛汗塔拉
城中草原争创5A级景区打下坚实
基础。

赛汗塔拉西门广场于2017年2
月开工建设，建设内容包括：赛汗
塔拉西门游客接待中心、游客服务
中心、停车场等。 作为我市首家以
文化为主题的综合体验式景区，园
区以文化和体验为特色。园区中心

的金顶大帐是游客接待中心，拥有
按照5A级标准设计的游客接待大
厅。一楼设有总服务台、休息区、
卫生间、警务室、母婴室、医务
室、商务中心、媒体中心等基础配
套设施，同时设有儿童娱乐区、文
化小剧场、7D影院、VR射击场等
文化配套设施，让游客更为直观地
体验各式娱乐与文化项目；二楼则
是大型展览厅，突出展示蒙元文
化，定期举办书画展览及文化交流
等活动。

走进园区地下一层游客服务中
心（赛游城），这是一个以四个不同

风格的蒙元帐幕和战车围绕为主要
装修风格的下沉式广场，这里拥有
我市最大的室内创意餐饮街区，汇
集了内蒙古地域的特色蒙餐和全国
的地方特色小吃，还有接地气的海
鲜卖场；别具文化气息的文创街
区，有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展示地、
各种蒙元特色作坊式餐饮店铺、老
东河民间艺术馆，还设有蒙古俄罗
斯异域风情馆、大型蒙古包特色演
艺餐饮、儿童乐园等。园区内新规
划了亲水游乐景观项目、房车及户
外露营基地、婚礼草坪浪漫花海、
环保游览车、马术表演和培训基

地，新增了蒙古骑射体验、花车巡
演、儿童游艺体验等。寓教于乐，
寓游于文，文化风俗的互动，增加
了游客的体验感。

园区内星罗棋布的小帐幕、苏
鲁锭和各式各样的勒勒车、蒙元文
化的雕塑小品、智慧化的指示标识
使园区整体在蕴含丰富蒙元文化的
同时，呈现出包容、和谐、开放的
时代精神。游客来到园区，不仅仅
是观赏，更多是互动和体验，在游
览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了解、体会内
蒙古和包头的地域文化。

园区还设有地上的旅游大巴停

车场及地下二层的配套停车场，可
容纳近1000辆车辆，并拥有智能化
的管理系统。地面还设有应急的
1000辆规模的临时停车场，完全解
决了以往市中心的停车难问题。即
将新增6条公交线路，并设置公交中
转站，极大地方便和满足了游客的
出行需求。

新西门的开放及运营，极大地
拓展和丰富了赛汗塔拉城中草原功
能和内容，提升了园区文化品质，
全面满足人们的生活、娱乐、观
赏、运动等多方面的需求。

赛汗塔拉新西门广场即将惊艳亮相

我市城市绿道再造健康生态新路径
生态建设，绿色

先行；绿色发展，园
林先行。从2014年开
始，我市结合本地绿
地系统和慢行交通系
统建设实际，提出建
设百里绿道的愿景。
市住建局按照全市生
态文明建设统一部
署，提高站位，全局
谋划，全力推动，统
筹施策，以超前的发
展理念，紧跟全国生
态建设的步伐，积极
组织实施西起昆河中
桥、东至东河东兴的
百里绿道，全长近百
里，沿途串联公园广
场绿化景点以及诸多
人文景观，力求通过
先进的设计理念、一
流的建设品质、精湛
的管理水平，打造西
北地区绿道建设样
板，塑造“百里绿
道、百里画廊”的城
市新名片，引领兴绿
惠民的时代风尚。

2016~2018年期间，为进一
步完善城市绿道网络体系，根
据规划要求和全市城建重点
项目安排，市住建局组织实
施了兵工路绿道建设和北
梁绿道工程建设，共计
13.9公里。目前，兵工路
绿道已基本建成，待进
一步升级完善，北梁绿
道正在建设中。

兵工路绿道位于兵
工大道 （民族东路~赛
汗路），总投资3000万
元，结合兵工路带状公

园而建，单侧全长 7.2 公
里，宽4.5米，分别为1.5米

人行道、3米自行车道，区别
于传统绿道，部分绿道铺装选用

了迷彩色透水混凝土，体现军事兵
工主题。绿植保留选用新疆杨和国
槐作为行道树，体现军人不屈挺拔
的精神；沿线景墙设计融入军工元
素，展示军工设备形态特征。

目前，兵工路绿道已基本建成
投入使用，填补了北部区线性绿色
景观建设的空白，下一步将对照绿
道规划设计导则，不断完善绿道配
套设施，为北部区市民百姓及军事
文化旅游观光游客就近休闲游憩提
供便利。

为进一步补充完善北梁地区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体系，2017
年，市住建局启动北梁绿道工程建
设。北梁绿道建设于北梁腾空区核
心位置，建成后，将串联起大水卜洞
公园、转龙藏公园等包头市东河区

的重要公园绿地，对北梁地区生态
环境建设、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
作用，会成为我市重视民生、改善民
生、普惠民生的又一坚实力作。

北梁北环绿道工程位于东河区
北梁腾空区青山路、外环路南侧，
西起芳草路，东至东河村北路，全
长6.7公里，计划总投资1亿元。

绿道的铺装形式和绿植选用将
结合途经城市道路的风格特点各有
不同，如青山路路段体现活泼自
然、外环路西延体现生态休闲特点，
外环路东延则表现现代和美丽家园
理念，铺装材料全部采用透水混凝
土，融入海绵城市建设元素。驿站
等服务设施设计建设融合北梁传统
文化元素，展现老包头地方风貌特
色。北梁绿道建设工程于2018年

11月开工，2019年3月下旬复工，目
前正在进行绿道铺设、绿化种植等
工作，全部工程将于2020年完成。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强调，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
战略定力，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
亮丽风景线。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
指示要求，我市不断完善和优化绿
道网络体系规划，积极推进绿道建
设，积极依托绿道开展丰富多彩的
市民活动，不断拓展城市绿道的长
度和厚度，以绿色发展推动我市生
态环境的高质量发展，大力提升百
姓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兵工路和北梁绿道 融入军工、传统文化元素 展现地方风貌特色

■住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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