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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郑学良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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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走在呼和浩特街头，随处可见
各种树木花草，公园里更是花开不断，每
天领孩子来公园里逛一逛，既锻炼了身
体，又放松了心情。”家住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爱民街名都枫景小区的王月月，几乎每
天下午都要带孩子到附近的成吉思汗公
园溜达溜达。位于城市东北角的成吉思
汗公园经过改造风景如画，成为周边市民
休闲游憩的好场所。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呼和浩特市一直在努力探
索、大胆实践。如今的呼和浩特市碧水环
绕、山林交映，是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的典范，并先后4次被中央
电视台财经栏目评为全国十大美好生活
城市。这一系列沉甸甸的荣誉，正是呼和
浩特市委、市政府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努力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打造呼和浩
特生态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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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刮风，路面尘土飞扬，
到处都是乱丢乱弃的垃圾，几乎看
不到绿色。改造后的小区，违章建
筑拆除了，坑洼难行的道路翻新平
整了，腾出的空间栽种了绿植，多了
这些绿色，社区环境好了，感觉空气
也更清新了。”李阿姨是新城区丽苑

小区的老住户，说起小区从2017年
改造以来的变化，她深有感触。“现
在，我每天早晚都和老伴儿在小区
里散步，心情特别舒畅。”李阿姨开
心地说。

2017年以来，呼和浩特市从城
市环境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入手，

全力实施了有史以来投入最大、范
围最广、要素最全的城市环境综合
整治专项行动，综合运用改造辟绿、
拆违还绿、拆墙透绿等方式，大力增
加中心城区的绿色空间，累计栽植
各类苗木7000万株，主城区实现了

“300米见绿、500米入园”的高绿化

覆盖率。
仅在2017年，丽苑小区就拆除

356处私搭乱建，腾出的空间全部用
于绿化，此举受到小区居民拍手称赞。

“丽苑小区始建于 1997年，总
面积 23万平方米，居民住宅楼 37
栋，总户数 2499户，人数 6895人。

小区由多家开发商承建，建成后先
后进驻了几家物业公司，但由于管
理不善，导致小区秩序混乱、环境卫
生差，特别是私搭乱建现象较为严
重。由于年久失修，道路及地下管
网破损、老化，加上车位短缺等问
题，都给居民正常生活造成了很大

困扰。”新城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工
作人员介绍说，从2017年 3月份开
始，他们就在辖区内推进老旧小区
绿化改造工作，并很快掀起了一股
绿化小区热潮。

经由街道办事处牵头，通过组
织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等深入丽苑小

区进行清理杂草、整理庭院，并根据
小区的现状进行合理的绿化配置。
到2017年底，丽苑小区的绿化工作
已经基本完成，共累积种植云杉200
株，白皮松 253株，绿篱 8500平方
米，地背1500平方米，果木类树230
株，补植面积达到11000平方米。

如今，丽苑小区和呼和浩特市
的其他地方一样，增绿补绿工作持
续进行着，绿化覆盖率逐步攀升，在
有限的空间里见缝插绿，市民们的
小家园被绿色园林逐渐包围，越来
越多的市民感受到了“绿色福利”带
来的幸福感。

“这里以前是一大堆渣土，有10
多米高，上面还覆盖着黑色的纱网，
夏天时长满杂草，冬天时死气沉沉，
就像个巨大的垃圾场，毫无美感可
言，没想到现在竟然是另外一番景
色。”新城区市民刘女士说，改造后
的万通路北山公园风景怡人，景色

错落有致，黄昏时站在观景台上举
目远眺，只见落日余辉映衬下一
幢幢高楼林立，让人仿佛置身世
外桃源。

北山公园占地面积15公顷，原
有渣土土方量高达175万方，是呼
和浩特市体量最大的一处渣土堆放

处。经过规划治理全面改造，原来
的渣土堆变废为宝，如今已经成为
了山体公园。公园的设计别具匠
心，从入口处的“城关“到园中“海棠
别院”，展现了阴山山脉腹地农耕文
化的繁荣发展；沿路“天骄地雄”等
雕塑的穿插展现了游牧文明文化；

“极目青城”观景平台则体现了青城
的风采。

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
境问题，既是改善民生的迫切需要，
也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当务之
急。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
委书记云光中多次带队对园林建设

进行督导检查，并强调指出，在城
区，要深入推进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加强城市精细化治理，构建生态
区、绿道、公园、小游园、微绿地5级
城市绿化体系，打造绿色城市。各
地要把握城区园林绿化与森林植
树造林的区别，在城区绿化中要转

变观念，做到加厚加密混种，使市
民身边有更多的高大乔木以及森
林式绿化景观，在炎炎夏日有浓浓
树荫，在料峭冬日又能阻挡烈烈寒
风。要加大力度认真打造每一条
街道每一处公园，要通过大力植树
绿化，让森林走进城市，用绿色装

点城市，让广大群众居住在绿树环
抱、绿荫常驻、推窗见绿出门进林
的城市中。

如今，呼和浩特市相继建成植
物园、春度廉政文化公园、草原丝
绸之路主题公园等一大批公园和
游园，将沿二环快速路分布的19个

渣土山整合改造为 7个风格各异、
主题鲜明的山体公园，全市建成公
园游园83处，广场绿地25处，街旁
绿 地 177 处 ，建 成 区 绿 地 面 积
9682.54 公 顷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3999.59 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到40.02%。

春天是植绿的好时节，一个月
以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保全街道
路两侧绿化带栽植工作已经开
始。近日，记者在此处看到，只见
绿化带附近停有装满树苗的几辆
卡车，吊车将树苗一一放至地面
后，工人们开始栽培种植，一片热
火朝天的景象。

“3月 1日以来，保全街绿化项

目部正式开启春季栽植模式，之前
已经挖好 8000 个种植坑，现在就
等树苗下坑，这次栽植的树木品种
主要有国槐、茶条槭等行道树，截
至目前，共计栽植各类树木 1000
余株。”呼和浩特市环城水系绿化
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呼和
浩特市环城水系在做好河道绿化
带常规补植及养护管理工作的基

础上，将着重在河道两侧沿岸绿地
内继续完善百亩花艺花田景观带，
并计划在河道沿岸斜坡内进行覆
土及绿化种植工作，以此丰富河道
景观带多层次、多色彩、整体协调
发展。

为凸显城市生态文明景观，挖
掘历史文明源泉，真正将历史、文化
因水而活起来、动起来，呼和浩特市

围绕环城水系进行水文化主题设施
建设，逐步形成景观优美、生态良
好、文化丰富的水生态环境。

环城水系及沿河景观带主要
分为两个区域，由 3 条流域组成，
即：小黑河流域、扎达盖河流域、乌
里沙河流域，环城水系已经成为呼
和浩特市重要的生态廊道和园林
景观带。近年来，在具备条件的河

岸区域进行了大量绿化。在东河、
小黑河、扎达盖河、乌里沙河等河
道防洪改造过程中，依河植树、沿
河建园，建成 44 公里的沿河生态
景观带和180亩沿河花海，完成绿
化改造面积660公顷，治理水域面
积约320公顷。

环城水系共计划打造环河 8
景（夕阳拥黛、柳荫品醇、烟波致

爽、东河天歌、云堤伴月、玉泉积
雪、石桥绕月、沙溪春涨）。去年，
呼和浩特市在成吉思汗东街与沿
河西路交汇处打造了柳荫品醇景
观；在西河滨河公园打造了沙溪春
涨景观；在东河段敕勒川公园沿河
水域打造了水上浮岛景观，不断增
加空旷河面的景观效果，丰富河道
生态系统，提高水体自净能力，将

呼和浩特的人文历史融入到绿化
景观当中。

目前，呼和浩特市在环城水系
有条件安装护栏的区域全部安装了
护栏。小黑河健身慢道建设已于去
年完成，河道两侧绿地主要以养护
为主，部分景观不完整区域将继续
补植树木。这条慢道不仅打通了从
哈拉沁生态公园到云中路沿河双向

慢行系统，还将机场路慢行系统、大
青山前坡慢行系统连接起来，让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静下心来，慢慢欣
赏品味，尽情享受沿路的风景。

在改善水质、提高水体自净方
面，呼和浩特市积极引进专业水体
治理公司，在部分地区增设增氧设
备，并在具备条件的区域种植水生
植物。

这几天，在呼和浩特市呼伦贝
尔南路上，随处可见园林工作人员
们忙碌的身影，新栽的松树经过工
人们的埋土浇水，整齐地矗立在春
风里。

呼和浩特市绿化管理二处工作
人员介绍说，呼伦南路绿化项目道
路总长度为530米，共由3条分车带
和 2条行道绿带组合而成，属于典
型的四板五带式道路绿化形式。因

其在城市路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制订了具体
栽植方案：分车带采用国槐、油松、
栾树等高大乔木行列穿插式栽植，
再以草花绿篱等色带打底，另配各

色花冠及金叶榆等中低阶亚乔木，
这种栽植方式不仅丰富了其色彩
性、层次性，更提升了整体景观效
果，行道绿带则选用抗寒耐旱的适
地新疆杨，以确保其成活率。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坚持沿路
绿化建设与道路建设同设计、同征
地、同实施，完成全长65公里的二
环快速路及8个互通立交和8个城
市出城口景观建设，并完成 65 公

里快速路绿化带和 101 公里绕城
高速宽林绿化带，建成区主干道林
荫路占比达到70%以上，滨河路更
是被广大网友称赞为呼和浩特最
美路段。

今年，呼和浩特市计划对总
面积 26公顷的道路和城市出入口
周边进行景观提升，做好已建成
道路的配套绿化工程，同时按照
市政工程进度跟进相关配套绿化

工作，待条件成熟后，展开三环路
配套绿化以及城市出入口景观改
造工作，结合垂直绿化与立交桥
体立体绿化，全面提升首府绿网
系统品质。

每到周末，内蒙古青山绿水户
外俱乐部的群友们就会在QQ群相
约一起到雅玛图森林公园徒步游
玩，俱乐部工作人员介绍说，雅玛图
森林公园依大青山而建，大青山山
坡上种植有大面积松树林，山坡下
栽种着大量的木桃、樱桃、云杉、樟
子松等十几种树木，就近还有百亩
花田、萨仁湖，是俱乐部群友们最喜

欢来的景点之一。
雅玛图森林公园位于呼和浩特

市呼锡路以东、G7京新高速以西、
呼和塔拉东路以北，包含大青山南
麓的大面积山体及洪积扇平原所
在区域，总面积约 11 万亩。从
2014年起，呼和浩特市开始结合基
址内宝贵的植被资源、地貌资源、
历史人文资源，着力将区域南侧洪

积扇平原区进行保护性规划建设，
通过增绿护绿，恢复草原植被，采
取流转一块、绿化一块、养护一块
的办法，先易后难，逐步推进项目
区绿化工作，同时采取适地适树、
合理搭配的原则，对植物进行科学
配置。

目前，雅玛图森林公园的建设
工作已基本完工，完成绿化建设面

积 8 万亩，栽植各类苗木 64 万株
(丛)，打造了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
化体育运动中心周边景观、太阳广
场、百亩花田、萨仁湖、五万亩森林
公园等多处美景，形成一处生态环
境优美、自然资源丰富、历史人文
底蕴深厚、草原特色浓郁的呼和浩
特市近郊生态片区。山峰、森林、
草原交相辉映，更多的市民相聚于

此，既锻炼了身体又欣赏到了迷人
的景色。

大青山，作为呼和浩特重要的
天然生态屏障，守护着土默川平原
上的人们，就是这样一道天然生态
屏障，曾经由于私采滥挖等人为因
素及自然原因，导致植被严重破
坏。如今，随着呼和浩特实施的揽
山入城战略，全面停止了大青山山

脉呼和浩特市境内矿山企业勘查、
开发建设活动，实施大青山前坡综
合整治工程，累计完成生态建设
204.7 平方公里，栽植各类乔灌木
2739 万株，打造了乌素图森林公
园、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
运动中心周边景观、雅玛图森林公
园等 10 余处精品景区，在城市北
部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沙隔离带

和生态安全屏障。
今年，呼和浩特将按照平原绿

化成片、河渠绿化连线、城市绿化
宜居、农村绿化添景、道路绿化成
荫、荒山绿化增富、山脉绿化成青
的原则，全力实施好九大重点生
态工程建设，力争全市每年新增
造林面积 50 万亩。同时，大力实
施“两廊、两片区”园林绿化生态

系统建设，重点实施总面积 68 公
顷的和林格尔新区生态廊道建
设，总面积 36.4 公顷的西部城区
生态廊道，总面积 66.7 公顷的 10
处百亩绿地，同时提升大黑河沿
线绿地景观，完成老城区 400 块
公共绿地建设，完成老旧小区绿
化改造 400 个，让良好的生态环
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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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安全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