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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创园〔2019〕2 号 

 

 

 

各区（市）人民政府、枣庄高新区管委会： 

    为纵深推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工作，根据《枣庄市委、

枣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决定》（枣发〔2017〕

22 号）、《枣庄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方案》（枣办发〔2017〕

46 号）和年度创建工作安排，现将《2019 年度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创建工作（园林绿化）重点任务》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 

 

枣庄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指挥部 

                             2019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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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工作被市政府列入2019年惠民实事项

目。为纵深推进工作的开展，根据市政府领导安排，结合各区（市）

2018年度城市绿化工作完成情况，现将2019年度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创建工作园林绿化重点任务下达如下。 

一、工作目标 

针对我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指标现状和存在的差距，重

点以绿地率、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林荫路推广率等为主要

内容，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上下功夫，进一步夯实基础，扎实

推进创建工作。 

二、主要任务 

（一）划定建成区范围。各项创建任务的开展和指标计算均

以建成区范围为基础，确定建成区范围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划定

工作应以城建年报数据为基础，参照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期间确定

的建成区范围，兼顾城市发展适当延伸，形态相对完整。各区及

枣庄高新区应于2019年2月28日前将各自辖区建成区范围划定资

料报送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市

创园办）。 

（二）编制工作方案。按照“策划项目抓争取、争取项目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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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开工项目抓建设、建设项目抓竣工、竣工项目抓达效”的

原则，以重点项目建设促创建指标提升。因滕州市创建工作由国

家单独考试单独考核，市里不单独下达任务，具体工作由滕州市

自行确定。各区及枣庄高新区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新增城市绿地。2019年全市市辖区建成区范围内需新增绿

地270公顷，其中薛城区37公顷、山亭区10公顷、市中区178公顷、

峄城区9公顷、台儿庄区16公顷、枣庄高新区20公顷； 

2、新（扩）建公园游园。按照新修订的绿地系统规划要求，

全市需新（扩）建公园游园171处，其中薛城区30处、山亭区21处、

市中区50处、峄城区30处、台儿庄区25处、高新区15处（详见附

件），2019年度各区及枣庄高新区须完成任务量的70%； 

3、行道树和林荫路建设。2019年4月1日前完成道路（红线宽

度≥12米）行道树缺失情况的自查和补植工作，补栽行道树应与

整体绿化环境协调一致。要进一步完善城市林荫系统，采取逐步

更换适宜树种、栽植双排行道等方式，快速增加林荫覆盖面积，

2019年内林荫路推广率达到86%； 

4、实施生态街巷创建和立体绿化。一是2019年全市市辖区至

少建成生态街巷15处，其中薛城区4处、山亭区2处、市中区4处、

峄城区2处、台儿庄区2处、枣庄高新区1处；二是实施立体绿化，

对城市道路可视范围内的墙面、坡面、栅栏、建（构）筑物上大

量栽植爬墙虎、卫茅、紫藤、凌霄等攀援植物，使立体绿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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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递增且效果良好； 

5、创建园林式居住区（单位）。2019年全市至少新增园林式

居住区 (单位)30个，其中薛城区8处、山亭区3处、市中区7处、

峄城区4处、台儿庄区5处、枣庄高新区3处； 

6、整治绿地裸露。按照《关于开展绿地裸露整治专项的通知》

要求，切实解决由于建设不到位、养护不当等原因导致的绿地斑

秃、裸露等现象； 

7、打造市域绿色走廊。各区及枣庄高新区要结合镇域、路域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以国（G104、G206）、省道（S245、S343、

S345、S348……）、城际连接线为重点，道路单侧至少建设宽度不

低于5米的绿带，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现场核查工作打造“畅

通、安全、舒适、美观”的路域环境。 

各区（市）及枣庄高新区2019年度创园工作实施方案须于2019

年3月10日前报市创园办。 

三、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2020 年是我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

作的申报年，各项创建指标必须达标。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各

区及枣庄高新区作为实施主体，要充分认识创建工作的紧迫性和

严峻性，要充分发挥创园办牵头作用，加强督导调度，形成工作

合力，确保创建工作有序开展。 

（二）做好资金保障。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是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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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建设“自然生态·宜居宜业新枣庄”的重要举措。要增强

认识、提高站位，切实加大财政投入。要从经营城市角度出发，

采取闲置土地流转、公园冠名权拍卖、绿地认建认养等方式，多

措并举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城市绿化建设，保障创建重点工作资金

需求，实现市委、市政府对市民的庄严承诺。 

（三）强化督导考核。为保证 2019 年度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

建工作园林绿化重点任务的落实，市创园办将建立督导考核机制，

对全市创建工作进展情况实行月调度、季考核和年度考核（考核

细则另行下发，滕州市仅上报工作开展情况，不参加排名），各区

及枣庄高新区要按照下发的任务，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针对创

建工作重点和辖区薄弱环节，对标对表，逐项细化、整改落实，

确保任务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四）加大宣传报道。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加大宣传力度，通

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报道，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响应、人人参

与创建，营造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浓厚氛围。对在创建过程

中取得的成绩、总结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工作建议要及时以周

报和月报的形式报送市创园办(邮箱：zzscyb@126.com)。 

 

附件：各区及枣庄高新区新增及改造提升公园绿地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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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为满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90%的要求，全市市辖

区需新增改造公园绿地 171 处（其中薛城区 30 处、山亭区 21 处、

市中区 50 处、峄城区 30 处、台儿庄区 25 处、高新区 15 处）。 

 

一、 薛城区 
序号 名  称 位  置 工程类别 工程进展 

1 巨山公园 长江路与长白山路交叉口西北 新建  

2 薛城新区公园 老郯薛路以南 新建  

3 教堂南绿地 海河西路与新华街交叉口西南 新建  

4 古井绿地 常庄五路与朱桥一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5 西小庄绿地 钱江路与永福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6 长青山公园 黄河路与祁连山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7 东麦南绿地 何庄二路与永福南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8 小吕巷绿地 深圳路与复元五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9 妇幼保健院东绿地 厦门路与复元四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10 张山体育公园 长江路与太行山路交叉口东南 新建  

11 韩龙山公园 黄河路与复元三路交叉口南 新建  

12 小沙河故道绿地 火车站广场西侧 新建  

13 中央花城南带状游园 中央花城南 新建  

14 巨山一路带状游园 巨山一路北侧 新建  

15 曹沃水库带游公园（不含水） 世纪大道以北 新建  

16 四里石绿地 光明大道与泰山路交叉口东南 新建  

17 清华园东北绿地 黄河路与茂源南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18 左岸豪庭东绿地 海河西路与德仁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19 燕山路南段绿地 燕山路与薛城小沙河交叉口东北 新建  

20 小沙河游园 钱江路与永福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21 来泉庄西绿地 来泉庄西 新建  

22 来泉庄南绿地 来泉庄南 新建  

23 来泉庄北绿地 来泉庄北 新建  

24 来泉庄东绿地 来泉庄东 新建  

25 巨山西绿地 巨山西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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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金牛岭公园 太行山北路以北 扩建  

27 翠竹谷公园 市政府西北 扩建  

28 沿河公园（不含水） 沿薛城小沙河 扩建  

29 锦阳河带状游园（不含水） 沿锦阳河 扩建  

30 珠江路带状游园 珠江路两侧 扩建  

 
二、 山亭区 

序号 名  称 位  置 工程类别 工程进展 

1 北京东路社区公园 北京路与邾国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2 泰和路社区公园 上海南路北，泰和路东 新建  

3 府前路社区公园 府前路北，东外环路西 新建  

4 世纪大道社区公园 青屏路南，世纪大道西 新建  

5 新区植物园 北外环路以北、开元路以东 新建  

6 汉诺体育公园 汉诺路以南、邾国路以东 新建  

7 青屏街头游园路 青屏路北，北外环路南 新建  

8 上海南路街头游园 世纪大道西，上海南路北 新建  

9 玄武路东街头游园 抱犊崮路北，玄武路东 新建  

10 开元路街头游园 府前路北，开元路西 新建  

11 北京路街头游园 北京路北，开元路西 新建  

12 富安大道街头游园 青屏路南，富安大道西 新建  

13 开元路东街头游园 府前路北，开元路东 新建  

14 城西河带状公园 城西河两侧 新建  

15 城东河带状公园 城东河两侧 新建  

16 邾国路带状公园 邾国路两侧（汉诺路-抱犊崮路） 新建  

17 汇丰路社区公园 汇丰路东，规划二路南 扩建  

18 开元路社区公园 汉诺路北，开元路东西两侧 扩建  

19 青屏路社区公园 青屏路北，仙台路西 扩建  

20 双山公园 黄河路与玄武路交叉口东南侧 扩建  

21 世纪大道带状公园 
世纪大道两侧 

（北外环路-北留公路） 
扩建 

 

 

三、 市中区 
序号 名称 位置 工程类别 工程进展 

1 利民路绿地 利民路与固山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2 龙广南里东绿地 辛庄北路与振兴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3 香港街南绿地 南马路与枣庄街交叉口东北 新建  

4 大润发东北绿地 大润发东北 新建  

5 利民社区西绿地 周庄路与建设路交叉口西北 新建  

6 文苑小区南绿地 文苑小区南 新建  

7 东海路绿地 东海路与华山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8 永安家园东绿地 衡山路与大众西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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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龙子心绿地 十里泉路与黄山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10 市中新区体育公园 汇泉路与长江三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11 铁路带状游园 沿铁路 新建  

12 永安支流带状游园（不含水） 沿永安支流 新建  

13 齐村支流带状游园（不含水） 沿齐村支流 新建  

14 硕果园 齐中路与陈庄北路交叉口 新建  

15 陈庄绿地 陈庄路与枣临铁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16 文保绿地 公胜街与枣临铁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17 气象局东街旁绿地 枣临铁路与建设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18 周庄东绿地 周庄东路与南马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19 铁路南绿地 建设路与北马路西北 新建  

20 利民社区东绿地 建华东路与东盛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21 周庄路绿地 东盛路与周庄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22 立新社区公园 解放路与立新南巷交叉口 新建  

23 人民公园东绿地 人民公园东 新建  

24 文化中路绿地 文化中路与铁路专线交叉口西北 新建  

25 铁西二巷绿地 铁西二巷与铁路专线交叉口 新建  

26 政府西绿地 君山路与青檀路交叉口东南 新建  

27 君山路西绿地 君山路与西沙河交叉口西南 新建  

28 市中新区绿地 光明大道与衡山路交叉口西北 新建  

29 东龙头绿地 龙头路与东沙河交叉口东南 新建  

30 刘岭路绿地 刘岭路与市南九路交叉口东南 新建  

31 邵庄东绿地 人民路与青檀路交叉口西北 新建  

32 西外环路绿地 汇泉路与西环路交叉口西北 新建  

33 青檀南路绿地 汇泉路与青檀南路交叉口 新建  

34 青檀南路东绿地 汇泉路与青檀南路交叉口东南 新建  

35 涝坡绿地 大众路与振兴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36 污水厂绿地 东盛路与汇泉路东北 新建  

37 工业六路绿地 汇泉路与建设路西北 新建  

38 兴南路绿地 兴南路与解放路交叉口西北 新建  

39 兴南路北绿地 兴南路北 新建  

40 十里泉路绿地 十里泉路与解放路交叉口西北 新建  

41 西昌路绿地 十里泉路与西昌路交叉口 扩建  

42 东沙河公园 人民东路南北两侧 扩建  

43 十里泉公园 十里泉路与青檀路交叉口东南 扩建  

44 北潭郊野公园 齐陶路与解放路交叉口东南 扩建  

45 西沙河带状游园（不含水） 沿西沙河 扩建  

46 汇泉路带状游园 汇泉路两侧 扩建  

47 檀光游园 光明大道与青檀路交叉口 扩建  

48 海杰园 人民路与西昌路交叉口 扩建  

49 东垎游园 汇泉路与建设路交叉口东北 扩建  

50 解放南路带状游园 沿解放南路西侧 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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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峄城区 
序号 名称 位置 工程类别 工程进展 

1 坛北四路绿地 坛北四路两侧 新建  

2 月牙湖公园 坛六路与沿河西路交叉口西北 新建  

3 南关小学南绿地 坛七路与沿河东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4 裴山大道绿地 裴山西 新建  

5 坛北三路绿地 坛北三路北 新建  

6 坛北二路南绿地 坛北二路南 新建  

7 国道绿地一 206 国道立交西南 新建  

8 中兴大道南段带状公园 中兴大道两侧 新建  

9 榴园河带状游园（不含水） 沿榴园河 新建  

10 凤凰路游园 凤凰路与仙坛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11 北关路绿地 北关路与峄山路交叉口西北 新建  

12 坛二路绿地 坛二路与建设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13 榴园路街头游园 榴园路北侧 新建  

14 转盘绿地 承水路与中兴大道交叉口西南 新建  

15 南关小学北绿地 福兴路与大沙河交叉口东北 新建  

16 百亿天城绿地 坛五路与仙坛路交叉口 新建  

17 吴庄东绿地 跃进路与中兴大道交叉口东南 新建  

18 通达路绿地 通达路与王庄东路交叉口西北 新建  

19 洪楼绿地 月牙湖西 新建  

20 桃花村绿地 坛六路与建设路交叉口西北 新建  

21 田村绿地 二里屯路与跃进路东北 新建  

22 国道绿地二 206 国道与科达路交叉口东南 新建  

23 福兴路绿地 福兴路与丁桥路东北 新建  

24 坛五路绿地 坛五路与峄二路东北 新建  

25 文体绿地 坛南路与坛十路东南 新建  

26 北关路北绿地 北关路与丁桥路东北 新建  

27 坛山公园南绿地 坛山公园南 新建  

28 南湖湿地公园 跃进路与大沙河交叉口西南 新建  

29 奎星绿地 坛五路与仙坛路交叉口西北 扩建  

30 承水河公园（不含水） 沿承水河 扩建  

 

五、台儿庄区 
序号 名称 位置 工程类别 工程进展 

1 丹心湖公园 华兴路以南，台十二路以东 新建  

2 台兰湖公园 
箭道路以西，台北路以南，中心路以

北 
新建 

 

3 文园公园 文化路以南、东顺路以东 新建  

4 清风湖公园 和平路东，中心路南 新建  

5 文化广场 中心路以北，台二十路以东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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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兰祺河公园 兰祺河两侧 新建  

7 兴中路带状公园 兴中路两侧 新建  

8 台二十路带状公园 台二十路两侧 新建  

9 台二十六路带状公园 台二十六路西侧 新建  

10 和平路带状公园 和平路东侧 新建  

11 东顺路带状公园 东顺路两侧 新建  

12 台十一路带状公园 台十一路北侧 新建  

13 鲁班路带状公园 文化纵路两侧 新建  

14 文化三路带状公园 文化三路两侧 新建  

15 运河大道中心路街头游园 运河大道中心路路口 新建  

16 箭道路长安路街头游园 箭道路长安路路口东南 新建  

17 鱼市巷街头游园 鱼市巷金光路路口 新建  

18 东顺路街头游园 长安路东顺路路口 新建  

19 金光路东顺路街头游园 金光路东顺路路口 新建  

20 文化路台十二路街头游园 文化路台十二路 新建  

21 台北路广进路街头游园 台北路广进路路口 新建  

22 台北路带状公园 台北路两侧 扩建  

23 中心路带状公园 中心路两侧 扩建  

24 长安路带状公园 长安路北侧 扩建  

25 沿运带状公园 运河北路北侧 扩建  

 
六、枣庄高新区 

序号 名称 位置 工程类别 工程进展 

1 袁寨山东公园 长白山路与大连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2 兴仁绿地 广润路与泰山北路交叉口东南 新建  

3 谷山绿地 大连路与祁连山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4 车管所东绿地 大连路与长白山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5 宁波路绿地 宁波路与复元二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6 张范北绿地 湛江路与振兴路交叉口西北 新建  

7 匡山路带状游园 匡山路西侧 新建  

8 科技路带状游园 科技路东侧 新建  

9 
蟠龙河支流带状公园（不含

水） 
沿蟠龙河支流 新建 

 

10 匡山水库绿地 大连路与匡山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11 谷山东绿地 大连路与人和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12 特殊学校东绿地 兴教路与科技路交叉口东南 新建  

13 复元六路绿地 大连路与复元六路交叉口西南 新建  

14 张范南绿地 光明大道与企兴路交叉口东北 新建  

15 凤凰山公园 兴教路与匡山路交叉口东南 新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