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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考评通报 
第 6期 

南京市绿化园林局                     2 02 1年 7月 2 9 日 

6 月份各区重点做好安全文明生产、建党 100 周年景观布置、植物

整形修剪、浇水降尘、病虫害防治、垃圾和杂草落叶清理、设施维护

等绿化养护工作。6月份考核累计检查了 73个广场游园、188条道路，

现将考评结果通报如下： 

一、考核结果 

（一）城区绿化组 

序号 区属 日常考 专项考 加分 减分 总分 

1 鼓楼区 90.00  0.2  90.20 

2 玄武区 89.79  0.3  90.09 

2 雨花台区 89.79  0.3  90.09 

4 秦淮区 89.70  0.3  90.00 

5 栖霞区 89.62  0.2  89.82 

6 建邺区 90.34  0.4 1 89.74 

加分：建邺区积极开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园林绿化环境补植工作，整治江山大

街绿化带，我为群众办实事（怡康小区楼栋外影响采光大树修剪、莫愁湖街道文体

社区康复村 15幢险树移除），加 0.4分。鼓楼区积极开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园林绿

化环境补植工作，自筹资金提升孙家洼路侧分带绿化景观，加 0.2分。雨花台区积

极开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园林绿化环境补植工作，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获媒体

正面宣传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宏图上水庭院小区内栾树死树消险），加 0.3分。

玄武区积极开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园林绿化环境补植工作，自筹资金整治太平北路

绿化带，联合《东方娃娃》杂志社开展园林养护知识科普，加 0.3分。秦淮区积极

开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园林绿化环境补植工作，我为群众办实事（莫愁路 399号大

树排险），自筹资金提升文泽园、大杨村 27号绿化景观，加 0.3分。栖霞区自筹资

金提升环陵路中分带绿化景观，提升陶家营路绿化景观，加 0.2分。 

减分：在 6月份部事件考核中建邺区 2个工单未按时办结，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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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区组 

序号 区属 日常考 专项考 加分 减分 总分 

1 江宁区 90.20  0.1  90.30 

2 江北新区 90.07  0.1  90.17 

3 浦口区 89.40  0.4  89.80 

4 溧水区 89.44  0.2  89.64 

5 六合区 89.34  0.2  89.54 

6 高淳区 88.94  0.3  89.24 

江宁区自筹资金更换天印公园广场内退化严重的草坪，加 0.1分。江北新区积

极开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园林绿化环境补植工作，加 0.1分。溧水区积极开展庆祝

建党一百周年园林绿化环境补植工作，自筹资金提升珍珠南路部分中分带绿岛，加

0.2 分。浦口区积极开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园林绿化环境补植工作，自筹资金更换

浦口实验小学门前绿地，自筹资金改造上河街广场绿地，开展志愿修剪活动，加 0.4

分。六合区积极开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园林绿化环境补植工作，汛期来临前更换河

滨五期存在安全隐患的护栏，加 0.2分。高淳区积极开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园林绿

化环境补植工作，积极开展防汛防台演练，开展柳絮治理获媒体正面宣传报道，加

0.3分。 

（三）园区组 

序号 区属 日常考 专项考 加分 减分 总分 

1 仙林大学城 90.16  0.3  90.46 

2 河西新城 90.10  0.2  90.30 

3 经济开发区 90.05  0.1  90.15 

4 江宁开发区 89.77  0.2  89.97 

仙林大学城积极开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园林绿化环境补植工作，整治提升九乡

河生态公园（仙林大道以南）预留地，开展苗木整形修剪专项培训，加 0.3分。河

西新城积极开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园林绿化环境补植工作，自筹资金完成绿博园、

青年文化公园沥青路面出新，加 0.2分。经济开发区积极开展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园

林绿化环境补植工作，加 0.1分。江宁开发区自筹资金对将军路、佳湖东路节点岛

头进行景观提升，开展园林植物修剪现场技术培训，加 0.2分。 

（四）窗口地区组 

序号 区属 日常考 专项考 加分 减分 总分 

1 南京南站 90.17    90.17 

2 环湖办 90.03    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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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夫子庙 89.67    89.67 

二、总体工作情况 

（一）扎实开展“七一”节前安全生产和环境布置检查工作 

为全面落实国家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市安委会会议要求，加

强绿化园林行业安全生产工作，6月 15日下午，市绿化园林局第一时间

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对全局安全生产工作再部署、再落实、再推进。 

6月 17日上午，市绿化园林局党组书记、局长周雯带队赴鼓楼区，

实地检查行道树消险修剪和“七一”环境布置进度情况。为确保汛期梅

雨季行道树安全，检查组现场指导相关部门进行消险修剪，并进一步强

调了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查看了北京西路虎踞路路口等重要主干道和鼓

楼广场等景区节点的迎接建党 100周年环境布置与景观提升工作情况和

进度。 

6月 25日上午，市绿化园林局党组书记、局长周雯带队赴环境提升

项目园林施工工地现场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园林系统上下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要求，用绣花功夫和工匠精

神打造亮点精品，大力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 

  
市绿化园林局检查鼓楼区行道树修剪       市绿化园林局检查玄武区七一环境布置 

（二）做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园林绿化环境布置工作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力营造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的浓厚氛围，市绿化园林局会同主城六区在常态化花卉景观布置的基

础上，围绕“一主核心片、六纵七横线、三十大节点”整体景观布局，

在全市区域核心、红色教育基地、门户地标、重要广场绿地和道路节点

布置节庆景观，打造“百里花道”“百处景点”。300 万盆花卉绚烂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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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园林景观成为展现红色记忆的窗口，让市民在回顾中国共产党伟大

历程和辉煌成就的同时，感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喜庆氛围。 

  
鼓楼广场及周边                          和平公园 

（三）继续做好园林绿化安全生产工作 

各区严格落实《南京市绿化园林局关于切实做好庆祝建党 100周年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深入开展法桐行道树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适时做好抗台修剪以及加固行道树支撑工作，及时清理行道树上枯

枝、断枝，及时处理危险树木，同时进一步完善防汛防台应急预案，积

极做好各类抢险物资储备、人员培训、设备检修工作，以应对可能发生

的灾害性天气。6 月份主城六区共计进行车辆、工具设备检查 147 次，

安全隐患排查巡查 850次，设施内外抢险 397次，排除安全隐患 220处，

清理枯枝 1781 处，处理危树险树 228 株；新区、园区及窗口共计进行

车辆、工具设备检查 1550次，安全隐患排查巡查 1176次，设施内外抢

险 30 次，排除安全隐患 109 处，清理枯枝 4390 处，处理危树险树 444

株。 

     
      秦淮区中华路行道树消险              玄武区法桐行道树安全隐患排查 

（四）做好园林植物的整形修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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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法桐行道树萌枝生长迅速，各区重点开展法桐行道树抹芽修剪

工作，还对管辖范围内的乔木、灌木、草坪开展整形修剪，保持良好的

景观效果。6 月份主城六区共修剪乔木 4.13 万株、灌木 635.29 万株、

草坪 174.12万平方米，清理下垂枝 2.16万处；新区、园区及窗口累计

修剪乔木 6.77 万株、花灌木 701.38 万株、草坪 613.78 万平方米，清

理下垂枝 5969处。 

     
玄武区珠江路法桐行道树抹芽修剪           经济开发区十月广场草坪修剪                

（五）继续做好植物的补植工作 

各区继续做好各类园林植物补植工作，6 月份主城六区共补栽乔木

（含行道树）22 株、花灌木 7.17 万株、地被 4412 平方米，补铺草坪

1032平方米，补植及更换花卉 93.36万株；新区、园区及窗口共计补栽

乔木（含行道树）284 株、花灌木 8.64 万株、地被 6.15 万平方米，补

铺草坪 5.04万平方米，补植及更换花卉 229.9万株。  

      
溧水区绿篱补植                       江北新区绿篱补植     

（六）继续做好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工作 

在市绿化园林局统一指导下，本月各区集中开展天牛生物防治工

作。悬挂天牛诱捕器 50 个，对天牛成虫进行诱捕，减少子代幼虫对寄



 

 6 

主植物的蛀干危害；释放蒲螨 20000管，控制天牛幼虫种群数量。同时

各区继续做好园林植物其它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主城六区共使用药水

5081.4 公斤，防治行道树 7253 株、防治绿地面积 37.86 万平方米；新

区、园区及窗口共使用药水 2.69万公斤，防治行道树 1.63万株、防治

绿地面积达 143.96万平方米。 

  
建邺区悬挂天牛诱捕器                       鼓楼区释放天敌 

（七）做好植物浇水降尘工作 

为保证园林植物生长所需水分和园林绿化景观效果，各区继续做好

植物浇水降尘工作。6月份主城六区共出动浇水车辆 460辆次，人员 1246

人次，浇水控尘作业道路 191条、广场游园绿地 106个，浇水降尘面积

248.61万平方米；新区、园区及窗口共计出动浇水车辆 915辆，出动浇

水人员 2783人次，浇水控尘作业道路 176条、广场游园绿地 63个，浇

水降尘面积 186.14万平方米。  

     
雨花台区卡子门大街抗旱浇水降尘          栖霞区寅春路绿地抗旱浇水降尘   

（八）继续做好设施内垃圾、杂草杂物清理工作 

为保持广场游园及道路绿化带卫生整洁，各区对道路、游园广场、

绿地内杂草、杂灌、杂树、杂物、垃圾进行了全面清理。6 月份主城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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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共出动 1.1 万人次，清理小广告 179 处、卫生死角 51 处，清运各类

垃圾 3127.73吨；新区、园区及窗口共出动 2.0万人次，清理小广告 499

处、卫生死角 543处、水面漂浮物 94.93万平方米，清运各类垃圾 2311.32

吨。 

     
南京南站玉兰路绿地保洁                  六合区人工拔除杂草                       

（九）继续做好设施维修和翻新更换工作  

各区继续做好各类园林绿化设施维修或翻新工作，保证设施外观整

洁和正常使用。6月份主城六区共完成 120处设施维修或翻新更换工作；

新区、园区及窗口共完成 451处设施维修或翻新更换工作。 

     
秦淮区栏杆出新                      河西新区贴面维修  

（十）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各区切实做好防控宣传工作以及辖区内广场和游园等公共场所管

控工作。6月份主城六区共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人员 1015人次，消毒游园

广场 97.07 万平方米，使用消毒药水 2086 公斤；新区、园区及窗口共

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人员 3725 人次，消毒游园广场 78.79 万平方米，使

用消毒药水 8092.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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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园区卫生间日常防疫消杀                夫子庙日常设施消毒 

（十一）亮点工作 

1. 积极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环境布置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根据市绿化园林局统筹规划，鼓

楼区按“三纵三横五大点”的设计理念，以北京西路为中轴线，围绕“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党建主题精神，在鼓楼 A2 广场、水佐岗三角

地、北京西路、胜利广场、滨江风光带等重要点位组成景观核心片。共

计布置节点花境 30余处，使用花卉 130余万盆，运用松果菊、一品红、

绣球、三角梅、凤仙等时令花卉，突出红色主题，配合夜间亮化效果，

充分结合用地特征，营造热烈喜庆的建党百年大庆氛围。 

  
鼓楼 A2 广场                         滨江风光带 

按照市绿化园林局的统一部署，玄武区园林部门全力以赴，聚焦重

点难点，认真做好庆祝建党百年园林绿化环境布置工作。除做好常态花

卉景观的精细化提升外，还对区内道路、公共文化设施、广场公园、交

通场站等重要节点布置庆祝建党百年标识、景观小品、绿雕花境等绿化

景观及夜景观，共计布置花卉约 30 万盆，充分彰显了园林绿化风采，

大力营造喜迎建党百年华诞的热烈、浓厚的氛围。6月 28日，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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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山新闻等多家媒体对该区庆祝建党百年环境布置工作进行宣传报

道。 

  
荔枝广场                          珠江路金鹰天地门前 

为营造喜庆氛围，提高道路景观效果，建邺区在奥体东门、区政府

门口、和平广场、北圩路与水西门大街东北角、梦都大街扬子江交叉口

新增 5个主题绿雕；在江东路（奥体段）、水韵路（江苏大剧院周边）、

梦都大街、奥体大街、乐山路、燕山路、集庆门大街等重点道路增加拱

形花桥、花球，并在岛头增加花卉的布置量。品种主要有夏堇、马齿苋、

繁星花、向日葵、一品红、长春花、百日草等，总布置面积 10000平方

米。 

  

奥体东门                              新安江街 

按照市绿化园林局要求，秦淮区在东方福来德、正洪街、双桥门广

场等 10 处点位打造了“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等主题景点，共计摆花 13

万盆。其中新街口花篮的主体为钢结构，篮体和提手分别用正红色和鲜

黄色仿真草坪拼接而成。篮内的荷花、牡丹等仿真花“开”得绚烂，伫

立篮前的太阳花彩带绿雕让整体景观更显灵动飘逸，“热烈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红标语横跨整个花坛，五彩缤纷的盆栽花卉簇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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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铺满地面，满眼喜庆。 

  
东方福来德夜景                              双桥门绿地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根据市绿化园林局统一规划，雨

花台区在赛虹桥环岛、软件大道环岛及雨花大道岛头及卡子门广场布置

了迎“七一”建党百年主题景观小品和灯光投影。同时对其它道路岛头、

节点草花进行了更换，共计更换草花 23万余盆，面积 3609平方米。主

题景观与各色花卉相互辉映，烘托出喜迎建党百年的热烈氛围。 

  
雨花大道岛头                           卡子门广场 

为烘托建党一百周年的庆祝氛围，江北新区对辖区内的晓山市民广

场、太子山公园、范旭东广场、葛塘广场、浦口公园等重要节点，增设

花境 7处，设立精神堡垒 4座、布置繁星花、夏堇、孔雀草等四季草花

约 7.3万盆、宿根花卉 30余平方米、构成立体花雕约 50平方米，以优

美的环境向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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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山市民广场                          浦口公园 

浦口区在珠泉路、河滨路等主次干道和公园广场等节点布置花境景

观，营造出花团锦簇、喜庆热烈的氛围，以高颜值的面貌，鲜明的主旋

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珠泉路绿地                             河滨路广场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以更高标准、更高质量展现六合

主城区园林绿化面貌，六合区自筹资金对雄州西路道路导向岛进行景观

提升，主要是对长势不佳的灌木进行更换、新增花境、点缀造型湖石，

改造后的导向岛通透靓丽，受到过往行人的一致好评。 

    
改造前                                改造后 

溧水区在石燕路与中山东路交叉口绿地新建绿雕一处，绿雕以“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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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主题，以五角星为创作素材，并配地面

草花布置，营造节庆氛围，美化城市环境。 

   
改造前                                改造后 

高淳区在濑渚州公园、人民广场、地铁口岛头等处做好环境布置工

作，花卉布置围绕“红色系”主题色，注重花色、品种的搭配，通过科

学布景，达到最佳景观效果。 

     

高淳区人民广场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营造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浓厚

氛围，进一步强化特色、突出重点，仙林大学城在完成常态化花卉景观

布置的基础上，在学海路仙林政务服务中心南侧增加了一组“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主体花卉景观布置，同时对仙林大道全线草花

进行提档更换，营造出“百里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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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路仙林政务服务中心                   仙林大道仙隐北路路口 

毛主席纪念广场为经济开发区大型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为迎接党

的百年华诞，经济开发区对毛主席纪念广场内草坪退化导致黄土裸露问

题进行了专项整治。组织人员清理垃圾、平整土地、铺设草坪，整治后

改善了周边环境质量，提升园区面貌和老百姓观景幸福感。 

    
改造前                                改造后 

河西新城在绿博园重点区域开展了景观提升工作，具体包括园内重

点景观节点草花更换、左岸花海宿根花卉更换、老旧园区景观提升及花

境改造等。 

    
主要出入口花境更换后效果                 老旧园区景观提升及花境改造成果 

2.多举措促进园林绿化养护精细化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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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洼路侧分带岛头原有绿化植物老旧、色彩单一。为提升道路绿

地品质，鼓楼区创新手段、创新材质提升道路景观。充分利用原有苗木

及地形，通过设置木桩护栏、布置花境等，在原有景观基础上优化和完

善观景空间，做到色彩与环境、季节相协调，增添了道路景观色彩，提

升了道路景观品质。 

     
改造前                                    改造后 

栖霞区自筹资金对环陵路中间岛原有老化、脱脚现象的球类植物进

行更换，将原小叶女贞更换为银姬小蜡球、花叶杞柳等花叶品种，并根

据地形适当增加风车茉莉塔等适应性较强的观花类植物，无刺枸骨球可

观叶观果品种，进一步打造环陵路景观名片，提升道路景观效果。通过

球类植物的更换及增加的色叶品种，不仅增强沿线初夏的景观效果，入

秋后果实成熟，变为亮红色，增添国庆前后的秋季景观。 

     
改造前                                改造后 

为进一步做好南京市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美化园区绿化景观，

近期江宁开发区对将军路与天元路、胜太路、秦淮路交叉口，佳湖东路

与胜太路、湖滨路交叉口的岛头、节点进行改造。通过各种优质素材的

合理搭配，精心施工、精雕细琢，打造一幅幅美丽绿化作品，提升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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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化环境。 

  
改造前                                改造后 

3.整治养护顽疾、完善绿化设施，进一步提升园林景观      

 为营造节日氛围，进一步提升景观效果，玄武区自筹资金对太平北

路两侧侧分带长势不佳的日本麦冬进行清理，对高出绿化带路牙石的种

植土降土平整，铺设百慕大混播草坪，改造后呈现焕然一新的景观效果。 

  

陶家营路因位于中山陵风景区附近，由于苗木老化、行人反复踩踏

缺株问题造成绿化设施观感不佳，栖霞区自筹资金对其进行景观提升改

造。此次改造针对反复出现的行人踩踏苗木点位及消防栓周边，通过疏

堵结合方式，采取有机覆盖铺设的方式解决了行人踩踏问题；针对苗木

老化问题，通过进行品种的有机更新，注重色彩搭配，并适当新增观花

小乔木和草花。经过此次改造，景观效果有了明显提升，长期无法解决

的行人踩踏黄土裸露问题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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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                            改造后 

为解决江山大街（江东南路-庐山路）杂草丛生、黄土裸露等问题，

建邺区自筹资金对该地段进行了整治，整治后的绿化景观赏心悦目，增

强了市民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改造前                            改造后 

秦淮区自筹资金配合五老村街道进行文泽园、大杨村 27 号绿化景

观提升。 

    

改造前                               改造后 

象山路浦口实验小学门前绿地护栏原先为白色 PVC护栏，经常损坏，

导致护栏内绿化也随之被践踏，严重影响景观效果。为解决此问题，浦

口区自筹资金更换为绿色镀锌钢管铁艺护栏，该护栏造型美观，坚固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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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效防止学生随意穿行绿化造成踏踩现象，与周边景观协调一致，

提升了园林景观档次。 

    
改造前                                 改造后 

上河街广场绿地内，乔木较多树冠浓密，导致林下地被植物生长不

良，部分黄土裸露，严重影响了景观效果。浦口区自筹资金对绿地进行

了改造，将原有生长不良的大吴风草清除，在中部人行步道旁栽植半常

绿灌木毛鹃与耐寒耐荫耐涝且四季常青的兰花三七，林荫下栽植耐寒耐

阴的常绿草本吉祥草，与此处原来生长良好的吉祥草连成一片，形成绿

色海洋，通过改造，有效提升了广场景观。 

    
改造前                                 改造后 

溧水区自筹资金对珍珠南路部分中分带绿岛节点进行提升改造。改

造中充分考虑场地的立地条件，对珍珠南路沿线中分带的岛头节点进行

植物美化布置，打造富有故事性与设计感的节点绿化景观亮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90%E5%AF%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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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印公园位于江宁区区政府附近，是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集中区

域，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为改善绿化景观，江宁区自筹资金将广场内

退化比较严重的 2.3万平方米草坪更换为地被。 

    
改造前                            改造后 

    为提升园区景观效果及绿地覆绿，仙林大学城管委会对九乡河生态

公园（仙林大道以南）预留地进行整治提升，撒播百日草草籽 8100㎡；

近期百日草已盛开，达到预期景观效果。 

  
改造前                               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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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博园、青年文化公园内沿江主要道路因 2020年汛期经江水长时

间浸泡，致使路面多处破损，观感差且存在安全隐患，河西新区自筹资

金完成了沥青路面的出新工程。 

  
改造前                               改造后 

4.开展园林科普和志愿活动，提升全社会爱绿护绿意识 

玄武区园林部门联合《东方娃娃》杂志社，于 6月刊刊登一篇展现

园林人一年四季绿化养护的画刊——“大树们，好好长哦”。将园林绿

化四季养护以深入浅出的漫画形式呈现，让孩子们在幽默、有趣的图画

中了解到丰富的园林绿化科普知识，为这个“六一”节送上了一份特别

的儿童节礼物。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浦口区园林部门前往浦口区特殊

教育学校开展园林绿化义务植树、志愿修剪活动，用园林人的方式传递

对特殊儿童的关爱，为孩子们打造靓丽的校园环境，送上节日祝福。通

过此次志愿服务活动，为特殊学校奉献了浦口园林人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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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展植物修剪技能培训，提高养护工人修剪水平 

为提升仙林大学城的整体绿化养护标准，仙林大学城管委会邀请园

林专家针对近期的苗木生长状况及苗木习性，组织 6 家绿化养护单位开

展苗木整形修剪专项讲座并现场组织修剪培训工作。通过人为整形修剪，

使苗木恢复其应有生长形态，增添观赏价值，还可促使局部生长，恢复

或调节均衡树势，做到适当修剪与施肥、浇水促使绿化生长更加茂盛。 

  

江宁开发区邀请专家对园区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及养护单位相关人

员，进行园林植物修剪现场技术培训。通过培训提升了园区内绿化管养

人员的修剪专业水平，为园区绿化修剪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为做

好园区绿化修剪工作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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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高淳区积极开展防汛防台演练，此次演练模拟场景为台风天气造成

固城湖南路树木倒伏、断枝悬挂于树上，需要及时清除，恢复交通。高

淳区养护单位接到险情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抢险人员根据现场险情

进行排险，约 30 分钟圆满完成抢险任务。此次实战演练，检验了高淳

区的防汛防台应急体系运行情况，通过演练将对应急预案处置流程进一

步完善，全面提高防汛防台的应急能力。 

    

滁河景观带是六合的标志性景观大道，因地处城区、景观效果佳，

是六合老百姓散步休闲的场所，因年久失修及人为破坏，临水面的护栏

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及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六合区在汛期来临前将河

滨五期存在安全隐患的护栏更换为不锈钢复合护栏，崭新的护栏让大家

在亲近滁河的同时也多了份安全感。 

  

7. 园林系统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为民办实事”工作，雨花台区农业农村局通

过解民忧、听民意、顺民心的工作方式，开展行道树大修剪、法桐飘絮

治理、绿化服务进社区等工作，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实现服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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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零距离，切实推进群众路线的全面开展，此项工作获龙虎网宣传报道。 

      

怡康小区楼栋外的 7 棵大树严重遮挡阳光，住在房屋里的几位老人

希望可以对树木进行大修剪，但根据《南京市城市绿化条例》，需要办

理相关绿化修剪审批手续。建邺区园林部门考虑到几位老人年岁较大且

行动不便，决定开辟“绿色通道”，由园林部门牵头，协调社区、物业，

确保将申报材料一次性准备齐全，并由园林部门帮助跑相关手续，很快

怡康小区的树木大修剪就获批了，随后第一时间安排园林绿化施工队伍

对大树进行了修剪。几位老人自发送来锦旗，为园林部门的贴心服务点

赞。 

   

莫愁湖街道文体社区康复村 15 幢险树移除是建邺区政府办 5 月 26

日“我为群众办实事”现场推进会项目。专题会后建邺区园林部门按照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在协助社区办理完成树木砍伐手续

后，5月 28日下午，立即组织队伍，义务出动人员机械，利用半天时间

完成了险树的处理，解决了长期以来的绿化险情，5月 31日下午莫愁湖

街道文体社区代表康福村小区全体居民送来了“为民办实事，赢得百姓

心”锦旗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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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 194 号提案为政协委员要求对莫愁路 399 号一株胸径为 70 公

分，高约 8米的树木进行排险。秦淮区园林部门现场勘察发现，由于现

场空间狭小，上有电线下有房屋，树木内部存有马蜂窝，施工难度较大。

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首先由街道配合对房屋内人员进行清空，树

木上方的电线由供电部门断电，随后园林人员对树木进行排险。 

     

      宏图上水庭院小区内一株栾树死株，树体空腐存在安全隐患，业主

多次向物业反映无果，故求助于雨花台区农业农村局。雨花台区农业农

村局本着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原则，组织了专业队伍，现场查看后

制定安全砍伐作业方案，安排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进行砍伐，尽力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举得到周边居民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市民特

向雨花台区农业农村局赠送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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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季是柳絮漫天飞舞的季节，不但影响人体健康，还易发生火

灾。2020年 5月份高淳区对武家嘴公园，石固河、大丰河沿岸，官溪路

等共计 416棵柳树进行了飘絮治理，今年春季柳絮飘絮期飞絮同比减少

90%左右，效果显著，得到省级媒体扬子晚报的报道。 

   

三、存在问题 

（一）城区绿化组 

1、玄武区本月共抽查 28 个设施，其中主路 4 条(月苑西路、月苑南

路、黄浦路、中山东路），次路 6 条（北苑西路、华飞路、大钟亭路、

高楼门、傅厚岗、玄武门路），支路 10 条（百子亭、广贤路、天山路、

紫月巷、台城路、北极西村、西家大塘、厚载巷、中百里、洞庭路），

游园广场 6 个（梅庵小游园、红山体育广场、南十里长沟广场、玄武门

广场、玄武门城墙南面东侧广场、浮桥数字广场），绿地 2 个（经五路

桥下游园、华新西路绿地）。 

考核中城维设施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法桐未及时抹芽，

如月苑南路、黄浦路、中山东路；二是行道树上枯枝，如月苑西路、华

飞路、高楼门、傅厚岗；三是行道树斜树、有安全隐患，如高楼门、百

子亭；四是游园广场、绿地内杂草杂灌未及时清理，特别是加拿大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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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未能及时清除，如玄武门城墙南面东侧广场、浮桥数字广场、经五

路桥下游园。 

建议养护单位及时对行道树法桐进行抹芽；及时清除行道树上枯

枝；及时搭设支撑加固行道树斜树，消除行道树安全隐患；及时清理游

园广场、绿地内杂草杂灌，保证园林景观效果。 

非城维设施问题：百子亭花坛内杂草（玄武门街道管养）；天山路

路边绿地地被缺株、杂草、路边绿地内树枝未清理（小区开发商管养）；

紫月巷行道树上枯枝、行道树下垂枝、行道树缺株、行道树上悬挂枝（红

山街道管养）。建议玄武区督促相关单位加强设施的绿化养护管理。 

2、秦淮区本月共抽查 50 个设施，其中主路 8 条（中山东路、苜蓿

园大街、御道街、洪武路、建康路、白下路、建邺路、莫愁路），次路

14 条（游府西街、三条巷、苜中路、光华东街、紫金路、明御河路、明

故宫路、瞻园路、秣陵路、马道街、罗廊巷、来燕路、侯家桥、洪公祠），

支路 13 条（蓝旗街、头条巷、二条巷、四条巷、九条巷、文昌巷、西

华东巷、箍桶巷、明瓦廊、堂子街、陶李王巷、许家巷、俞家巷后），

游园广场 7 个（西安门公园、西华门遗址公园、朝天宫广场、朝天宫西

广场、汉中门广场、汉中门广场东扩、建邺路广场），绿地 8 个（光华

门休闲广场、明御河公园、中山门内公园、中山门小游园、五龙桥小游

园、白下路小游园、内桥小游园、状元楼门前绿地）。 

考核中城维设施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萌枝未及时清理，

如中山东路、洪武路、建康路、建邺路；二是行道树蛀干害虫，如中山

东路、白下路、三条巷；三是行道树上枯枝未及时清理，如中山东路、

建邺路、来燕路；四是绿岛、游园广场和绿地内园林植物缺株，如苜蓿

园大街、洪武路、汉中门广场；五是绿岛、游园广场和绿地内杂草、杂

灌、杂藤未清，如苜蓿园大街、明故宫路、明御河公园、状元楼门前绿

地。 

建议养护单位及时对行道树清除萌枝条；及时防治行道树蛀干害

虫；及时清理行道树上枯枝；绿岛、游园广场和绿地内及时补植园林植

物；及时清理绿岛、游园广场和绿地内杂草、杂灌、杂藤；确保园林景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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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城维设施问题：苜蓿园大街草坪缺株（御河公司管养）；三条巷

灌木缺株（五老村街道管养）；头条巷小乔木上垃圾（五老村街道管养）；

二条巷绿地垃圾（五老村街道管养）；五龙桥小游园乔木萌条、灌木未

及时修剪、地被缺株、灌木枯死株、乔木树池无覆盖（御河公司管养）。

建议秦淮区督促相关单位加强设施的绿化养护管理。 

3、建邺区本月共抽查 28 个设施，其中主路 5 条（莫愁湖西路、南

湖路、文体路、集庆门大街、江东南路），次路 9 条（蓓蕾街、南湖东

路、文体西路、长虹路、龙王大街、高庙路、元前路、庐山路、平良大

街），支路 10 条（玉塘东街、文体北街、彩虹路、云河路、新亭街、

天保街、螺塘路、天康街、青莲街、吴侯街），游园广场 4 个（南湖中

心广场、南湖公园、五号河景观绿化工程、三号河景观绿化工程）。 

考核中城维设施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树池内杂草、杂灌、

杂物未清除，如莫愁湖西路、龙王大街、文体北街；二是行道树伤口未

处理，如江东南路、南湖东路、文体西路、云河路；三是绿岛内杂草、

杂灌、垃圾未清除，如集庆门大街、龙王大街、庐山路；四是游园广场、

绿地内杂草杂灌未及时清理，如南湖公园、三号河景观绿化工程、南湖

中心广场。 

建议养护单位及时清除行道树树池内杂草、杂灌、杂物；对行道树

伤口及时做防腐处理；绿岛内及时清除杂草、杂灌、垃圾；对游园广场、

绿地内的杂草、杂灌及时清理；保证园林景观效果。 

非城维设施问题：蓓蕾街路侧绿地地被缺株、路侧绿地内草坪缺株

（建邺区城建集团改造未移交）；南湖东路行道树树池内覆盖缺失（莫

愁湖街道社区中心新建未移交）；南湖东路侧分带内灌木枯死、侧分带

内杂草（莫愁湖街道社区中心自建自管绿地）。建议建邺区督促相关单

位加强设施的绿化养护管理。 

4、鼓楼区本月共抽查 42 个设施，其中主路 12 条（黄家圩路、中

央北路、北京西路、颐和路、云南路、云南北路、察哈尔路、中山路、

汉中路、虎踞路、虎踞关、广州路），次路 8 条（金燕路、宝燕中路、

金碧路、天津路、汉口路、姜家圩、姜家园路、龙蟠里），支路 2 条（莫

干路、牯岭路），游园广场 13 个（幕府西路北侧广场、宝象广场、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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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南路路侧广场、铁古庙广场、鼓楼 A2 片广场、察哈尔路西延广场、

察哈尔路西延北侧广场、小桃园景区、护城河小桃园段西岸三期广场、

护城河小桃园西岸游园二期工程、乐富来广场、汉中门北广场、石城桥

北广场），绿地 7 个（安怀村小游园、燕江园绿地、郭家山广场、颐和

路片区绿地、姜家园绿地、姜家园路路侧绿地、金陵中学门前绿地）。 

考核中城维设施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萌枝未及时清理，

如黄家圩路、颐和路、天津路；二是行道树树池内杂草、杂灌、杂物未

清理，如黄家圩路、中央北路、姜家园路；三是绿岛灌木内杂草、杂灌

未及时清理，如黄家圩路、中央北路、汉中路、虎踞路；四是游园广场、

绿地内杂草、杂灌、杂树未及时清理，如乐富来广场、护城河小桃园西

岸游园二期工程、安怀村小游园、金陵中学门前绿地。 

建议养护单位及时清理行道树萌枝；及时清理行道树树池内杂草、

杂杂灌、杂物；及时清理绿岛灌木内杂草、杂灌；及时清理游园广场、

绿地内杂草、杂灌、杂树。 

非城维设施问题：宝燕中路行道树萌枝、行道树上缠绳晾晒、行道

树树池内建筑垃圾（宝塔桥街道管养）；金碧路路侧灌木未及时修剪、

行道树萌枝（泛城市广场二期）；姜家圩路侧绿篱内杂灌、路侧绿篱缺

株、路侧绿篱内垃圾、枯枝未清（锋尚小区管养）；建议鼓楼区加强对

非城维设施的监管，督促各责任主体做好日常养管工作。 

5、栖霞区本月共抽查 20 个设施，其中主路 6 条（栖霞大道、经五

路、华电北路三期、华电北路二期、金马路、奔马路），次路 7 条（燕

园路、嘉善路、门坡街、怡宁路、玉尚路、黄马路、石狮路），支路 2

条（金源百货西侧支路、达古路），游园广场 1 个（尧化广场），绿地

4 个（栖霞大道与燕园路交叉口绿地、北十里长沟西支游园、上城名苑

西侧绿地、黄马路绿地）。 

考核中城维设施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树池内地被缺株，

如栖霞大道、经五路、燕园路、嘉善路、门坡街；二是行道树萌枝未及

时清理，如华电北路三期、金马路、玉尚路；三是绿岛内杂草、杂树、

杂灌未及时清理，如栖霞大道、华电北路三期、金马路、黄马路；四是

游园广场、绿地草坪内杂草未清，如上城名苑西侧绿地、黄马路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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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绿地内草坪缺株，如北十里长沟西支游园。 

建议养护单位及时在行道树树池补植地被；及时清理行道树萌枝；

及时清理绿岛内杂草、杂树、杂灌；及时清理绿地草坪内杂草；绿地内

及时补植草坪，保证园林景观效果。 

非城维设施问题：燕园路侧分带灌木上枯枝、行道树树池内地被缺

株、侧分带灌木内杂草（燕子矶新城管养）；嘉善路行道树枯枝、行道

树树池内地被缺株、行道树萌枝、行道树树池内杂草、行道树萌枝（燕

子矶街道管养）；门坡街行道树萌枝、行道树树池内地被缺株、行道树

支撑损坏（燕子矶新城管养）；怡宁路侧分带灌木内杂树苗、侧分带灌

木上枯枝、侧分带灌木内枯枝（燕子矶新城管养）；玉尚路行道树萌枝、

行道树树池内杂草、行道树枯枝（迈皋桥街道管养）；达古路行道树树

池内地被缺株、行道树萌枝、行道树钉挂物（燕子矶新城管养）；栖霞

大道与燕园路交叉口绿地草花缺株、灌木内杂草（燕子矶新城管养）；

北十里长沟西支游园草坪缺株、草坪上枯枝、草坪内杂草、乔木枯枝（燕

子矶新城管养）；栖霞大道侧分带内杂草（地铁万寿站施工占用）。建

议栖霞区加强对非城维设施的监管，督促各责任主体做好日常养管工

作。 

6、雨花台区本月共抽查 23 个设施，其中主路 9 条（雨花大道、雨

花南路、雨花西路、紫荆花路、共青团路、花神大道、郁金香路、玉兰

路、玉兰路南下段），次路 8 条（普德村路、春江路、凤翔路、江泉路、

江艺路、宁双路、文竹路、西春路），支路 2 条（雨花新村一号路、雨

花新村三号路），游园广场 4 个（雨花西路建行旁 73 号小游园、能仁

里市民广场游园、五贵里小游园、玉兰路游园）。 

考核中城维设施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倾斜、重心偏移、

有倒伏安全隐患，如雨花南路、花神大道、雨花新村一号路；二是行道

树树池地被缺株，如春江路、雨花南路、雨花西路；三是绿岛和游园广

场内植物缺株，如雨花大道、雨花南路、花神大道、五贵里小游园。 

建议养护单位及时对行道树斜树搭设支撑加固、消除安全隐患；及

时在行道树树池内补植地被植物；在绿岛和游园广场内补植合适园林植

物，并加强后期养管，保证园林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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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区（园区、窗口地区）组 

1、新区组： 

江北新区本月共抽查 15个设施，其中主路 6条（新华西路晓山段、

新华西路南钢段、东大路、高新路、天华东路、观江路），支路 5条（园

东路、同安路、敬贤路、桐雨路、宜景路），游园广场 4个（晓山广场

转盘、晓山市民广场、新华西路休闲广场、建设银行广场）。考核中发

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倾斜、重心偏移、有倒伏的安全隐患，如

新华西路晓山段、新华西路南钢段、园东路；二是行道树枯死，如敬贤

路；三是行道树上萌枝，如园东路、高新路；四是行道树树池内地被缺

株，如新华西路晓山段、园东路；五是灌木缺株，如高新路、天华东路；

六是绿岛内草坪徒长，如晓山广场转盘、晓山市民广场。建议江北新区

养护单位及时按规范要求做好行道树倾斜树的支撑加固工作，消除安全

隐患；及时清除行道树萌枝；及时做好行道树树池的覆盖工作；及时修

剪草坪；及时清理枯死株，补植行道树、灌木、地被，做好补植后的日

常养护工作。 

东大路路侧绿地内黄土裸露、垃圾、杂草（江北大道二期改造，未

移交）；桐雨路侧分带内灌木缺株、灌木枯枝叶、绿岛内残留树桩（江

北新区融媒体中心周边人行道亮化工程，未移交）；宜景路绿地内树木

枯死、灌木缺株、有杂草（江北新区融媒体中心周边人行道亮化工程，

未移交）。建议江北新区督促相关单位加强设施的绿化养护管理。 

江宁区本月共抽查 4 个设施，其中主路 1 条（天印大道），次路 1

条（金箔路），支路 1条（同夏路），游园广场 1个（城东公园）。考

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倾斜未及时扶正加固，如天印大道；

二是行道树树洞未及时修补，如同夏路；三是行道树上枯枝，如金箔路；

四是乔木上萌枝，如同夏路、城东公园；五是灌木缺株，如金箔路；六

是绿岛灌木内杂灌，如同夏路；七是绿岛内草花枯萎、衰败，如天印大

道、城东公园；八是路侧绿地内大量一枝黄花，如同夏路。建议江宁区

养护单位及时按规范要求做好行道树倾斜树的支撑加固工作，消除安全

隐患；及时按规范要求修补行道树树洞；及时清除行道树上枯枝、乔木

萌枝和灌木内杂灌，对一枝黄花及时拔除并销毁；及时做好灌木补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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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衰草花的更换工作，以及补植更换后的日常养护工作。 

浦口区本月共抽查 3个设施，其中主路 2条（白马路、公园北路），

游园广场 1个（浦口市民广场）。考核中发现白马路的主要问题有：一

是行道树修剪断面未处理；二是行道树萌枝；三是灌木缺株；四是灌木

未及时修剪。五是灌木内杂灌、杂草、杂藤；建议浦口区养护单位及时

做好行道树修剪断面防腐处理工作；及时补植缺株灌木；及时修剪灌木；

及时清理行道树萌枝和灌木内的杂灌、杂草、杂藤。 

六合区本月共抽查 8个设施，其中主路 3条（白果北路、园林东路、

白果路），次路 2条（棠城东路、泰山路），游园广场 3个（万汇广场、

滨河大道八期、滨河大道三期）。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

树倾斜未及时扶正加固，如白果路、园林东路、白果北路；二是行道树

上缠绕物，如白果路、棠城东路；三是行道树断枝处理不规范，如白果

路；四是行道树萌枝，如白果北路、园林东路、泰山路；五是绿岛内小

乔木枯死，如园林东路；六是绿岛内杂灌、杂藤、杂草，如白果北路；

七是绿岛内镶边地被缺株，如园林东路；八是游园广场绿岛内灌木、地

被缺株，如万汇广场、滨河大道三期、滨河大道八期。建议六合区养护

单位及时按规范要求做好行道树倾斜树的支撑加固工作，消除安全隐

患；及时按规范要求做好行道树断枝断面防腐处理工作；及时做好行道

树萌枝、行道树上缠绕物、绿岛内枯死小乔木和杂灌、杂草、杂藤的清

理工作；及时做好缺株小乔木、灌木、地被的补植工作，同时加强肥水

管理。 

溧水区本月共抽查 7个设施，次路 2条（致远路、青年路），支路

4条（分龙岗路、大东门街、后巷、方塘巷），游园广场 1个（竹溪园）。

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树洞未及时修补，如致远路；二

是行道树枯枝，如致远路、青年路、后巷、竹溪园；三是行道树伤口未

处理，如后巷、分龙岗路、方塘巷；四是行道树树池内杂物，如青年路；

五是游园广场设施破损，如竹溪园。建议溧水区养护单位及时修补行道

树树洞，消除安全隐患；及时修剪行道树枯枝；及时做好行道树伤口防

腐处理工作；及时清除行道树树池内杂物；及时做好广场游园内破损设

施的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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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路花箱内杂草、杂藤、草花缺株、行道树树洞、行道树枯死（区

城建集团致远路改造工程，未移交）；大东门街路侧地被上枯枝、杂灌

（区产业集团政府南门改造工程，未移交）。建议溧水区加强对改造设

施的监管，督促各责任主体做好日常养管工作。 

高淳区本月共抽查 8个设施，其中主路 1条（淳中路），次路 4条

（栗园路、牡丹路、学山路、镇北路），支路 1条（春泉路），游园广

场 2个（凤岭公园、甘霖广场）。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

树斜树未及时扶正加固，如镇北路；二是行道树树洞未及时修补，如淳

中路、镇北路、春泉路；三是行道树萌枝，如淳中路；四是行道树树池

格栅破损、缺失，如栗园路、淳中路；五是行道树树池内杂物，如栗园

路、淳中路、镇北路；六是行道树上钉挂物，如栗园路；七是绿地内地

被缺株，如牡丹路；八是灌木未及时修剪，如学山路；九是灌木缺株，

如学山路、甘霖广场；十是游园广场灌木内杂灌、杂藤缠绕，地被内杂

草，如凤岭公园、甘霖广场。建议高淳区养护单位及时修补行道树树洞，

做好行道树斜树的扶正和支撑加固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及时修复补全

行道树树池内格栅；及时清除行道树萌枝、行道树树池内杂物、行道树

上钉挂物；及时清修剪灌木；及时清除游园广场灌木内杂灌、杂藤、地

被内杂草；及时做好缺株灌木、地被的补植和补植后的日常养护工作。 

2、园区组： 

经济开发区本月共抽查 6个设施，其中主路 2条（仙新路、仙新中

路），次路 2条（恒泰路、恒业路），支路 1条（兴联路），游园广场

1 个（十月广场）。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倾斜未及时

扶正加固，如仙新中路；二是行道树树洞未及时修补，如恒业路；三是

行道树缺株，如兴联路；四是行道树枯枝，如仙新路；五是行道树树池

内地被缺株，如仙新中路；六是行道树萌枝，如仙新路；七是灌木缺株，

如仙新路、恒泰路；八是灌木内杂灌，如仙新路、十月广场；九是地被

内杂草，如恒业路。建议经济开发区养护单位及时修补行道树树洞，做

好行道树斜树的扶正和支撑加固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及时修剪行道树

枯枝；及时清除行道树萌枝、灌木内杂灌和地被内杂草；及时做好缺株

行道树、灌木、树池内地被的补植和补植后的日常养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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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开发区本月共抽查 4个设施，其中主路 1条（双龙大道），次

路 1条（清水亭西路），支路 1条（铺岗街），游园广场 1个（河定桥

广场）。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树洞未及时修补，如双

龙大道；二是行道树上悬挂枝，如清水亭西路；三是行道树扶木缺失、

四是绿地内斜树未及时扶正加固，如清水亭西路；五是树池地被内杂草

多，如铺岗街；六是花箱内草花缺株，如双龙大道；七是花灌木内杂草

杂灌，如河定桥广场；八是地被内大量一枝黄花，如河定桥广场。建议

江宁开发区养护单位及时修补行道树树洞，做好行道树斜树的扶正和支

撑加固工作，做好行道树缺失扶木修复工作，及时清除行道树上悬挂枝，

消除安全隐患；及时清除树池地被内杂草、花灌木内杂草、杂灌；及时

拔除地被内大量的一枝黄花，并及时销毁；做好花箱内缺株草花的补植

和补植后的日常养护工作。 

河西新区本月抽查了绿博园。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园区

内灌木、地被缺株；二是小乔木萌枝未及时清除；三是绿地内杂草、杂

灌、杂藤、枯枝、垃圾未及时清除。建议河西新区养护单位及时清除乔

木萌枝和绿地内杂草、杂灌、杂藤、枯枝、垃圾；做好缺株灌木、地被

的补植和补植后的日常养护工作。 

仙林大学城本月共抽查 3个设施，其中主路 1条（文苑路），支路

1 条（学衡路），游园广场 1 个（仙隐北路入口广场）。考核中发现的

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倾斜未及时扶正加固，如文苑路；二是行道树

（乔木）树洞未及时修补，如文苑路、学衡路、仙隐北路入口广场；三

是行道树萌枝、行道树枯枝未及时清除，如文苑路；四是行道树树池地

被缺株，如文苑路、学衡路。建议仙林大学城养护单位及时修补行道树

（乔木）树洞，做好行道树斜树的扶正和支撑加固工作，消除安全隐患；

及时清除行道树萌枝、行道树枯枝；做好行道树树池缺株地被的补植和

补植后的日常养护工作。 

3、窗口地区： 

南京站本月共抽查 2个设施，其中道路 2条（神武路、环湖路）。

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灌木内枯死枝，如环湖路；二是草坪内

杂草，如神武路；三是地被缺株，如神武路。建议环湖办养护单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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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灌木内枯死枝、草坪内杂草；做好缺株地被的补植和补植后的日常

养护工作。 

南京南站本月共抽查 3个设施，其中道路 2条（金阳西街、绿都大

道），游园广场 1个（南站南广场）。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

灌木未及时修剪，如绿都大道；二是树池内地被缺株，如金阳西街、绿

都大道；三是灌木内杂草，如南站南广场；四是桂花枯枝叶、长势衰弱，

如南站南广场。建议南京南站养护单位及时修剪灌木和桂花枯枝叶；及

时清除灌木内杂草；加强长势衰弱桂花的水肥管理工作；及时做好树池

缺株地被的补植和补植后的日常养护工作。 

夫子庙本月共抽查 6个设施，其中道路 6条（贡院西街、贡院街、

MO音琵琶乐街、大石坝街、乌衣巷、东市）。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行道树枯枝未及时修剪，如 MO 音琵琶乐街、贡院西街；二是行道

树（乔木）萌条未及时清除，如贡院街、东市；三是灌木内杂灌，如贡

院街；四是灌木、地被缺株，如 MO 音琵琶乐街、乌衣巷；五是草花缺

株，如 MO 音琵琶乐街。建议夫子庙养护单位及时修剪行道树枯枝；及

时清除行道树萌枝、灌木内杂灌；及时做好缺株灌木、地被、草花的补

植工作，同时加强日常养护管理。 

四、七月份绿化管理工作重点 

（一）做好庆祝建党 100 周年布置景点的后期维护工作 

各区要加强日常巡查，做好七一前布置的绿地内宣传牌、景观小

品维护和花卉更换、浇水和除草等日常养护工作，要保持宣传牌和景

观小品的干净整洁美观，防止歪斜、杜绝污渍；对草花出现局部枯萎

现象应及时补植、更换，松土除草，保持土壤疏松透气，确保花卉景

观质量。 

（二）加强防暑及安全文明生产工作 

七月份我市将进入持续高温天气，各区应加强园林工人防暑安全宣

传工作，合理安排上班时间，及时发放防暑用品，出现晕厥、呕吐等情

况及时送医院就诊。各区应继续重视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工作，加强园林

工人安全宣传工作，增强工人的安全预防意识，对隐患点及时增设警示

标牌和禁行隔离设施，杜绝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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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高温天气抗旱浇水工作 

随着气温的升高，各种植物的需水量很大，应及时进行抗旱浇水。

根据园林植物的生理特点，科学安排浇水时间，高温期间应安排在早、

晚进行浇水作业。 对抗旱机械、设施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必要的保

养、维修，杜绝机械设施跑、冒、滴、漏现象，珍惜用水。同时各区园

林养护单位结合浇水养护作业，加强植株除尘冲洗，保证优美城市景观

效果。 

（四）做好防台防汛和应急抢险工作 

七月份我市将进入主汛期，各区要高度重视防台防汛工作，各养护

单位对险树、险枝等安全隐患进行及时处理，适时做好抗台修剪、支撑、

加固等工作，确保防汛抢险防台工作的圆满完成。 

（五）继续做好植物整形修剪工作 

各区养护单位应继续做好行道树的整形修剪和抹芽，绿岛灌木可结

合植物长势适度修剪，定期开展草坪修剪，修剪后的枝条等园林废弃物

要及时清理。 

（六）继续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各区养护单位应继续做好园林植物的病虫害防治工作，发现病虫害

根据危害情况及时采取防治措施，避免因病虫害影响园林景观。 

（七）继续做好杂草、垃圾、杂物清理工作 

各区绿化养护单位须加大管养范围内的卫生保洁工作力度，清除卫

生死角，及时做好各主次干道及各广场游园、绿地内杂草杂灌、杂树的

清理工作，尽可能减少杂草、杂灌、杂树与园林植物间生长竞争，保证

园林景观效果。 

（八）继续做好广场游园及公共绿地的防疫消杀工作 

各区养护单位须按照南京市政府部署要求，针对项目养护特点及实

际情况，结合现场养护工作要求，继续做好广场游园、宿舍、食堂等场

所的消毒工作，确保辖区内各项防疫措施落实到位，坚决杜绝新冠肺炎

疫情的发生，全力有序的推进养护工作。 

（九）做好水体环境质量改善工作 

各区养护单位应加大巡查力度和设施内水体的保洁力度，及时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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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垃圾、水面漂浮物等，及时打捞过密水草。针对流动性不强、缺乏

水源补充、自我净化能力不强的水体，采取清淤、增氧、放鱼苗、灌水

等多种方式改善水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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