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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考评通报 
第 5 期 

南京市绿化园林局                     2021年 6月 23 日 

5 月份各区重点做好安全文明生产、“五一”花卉布置、植物缺株

补植、浇水降尘、植物整形修剪、病虫害防治、法桐果毛飘絮治理、垃

圾和杂草落叶清理、设施维护等养护工作。5 月份考核累计检查了 65

个广场游园、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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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淮区 90.15  0.2  90.35 

2 鼓楼区 90.13  0.2  90.33 

3 玄武区 90.06  0.2  90.26 

4 建邺区 89.39  0.7  90.09 

5 栖霞区 88.90  0.4  89.3 

6 雨花台区 88.78  0.3  89.08 

秦淮区对白下路行道树张贴反光警示带 ，减少安全隐患发生，开展游园广场安

全专项排查，加 0.2分。鼓楼区开展花境评比竞赛，积极开展防汛演练，加 0.2分。

玄武区联合社会力量开展行道树安全隐患排查，开展行道树排险获媒体正面宣传报

道，加 0.2分。建邺区积极开展“五一”花卉布置工作，改造月安街行道树树池，

改造江东南路儿童医院段绿化带，改造庐山路于江山大姐交叉口绿化，在金沙江东

街中分带试点蔷薇花墙，自筹资金购置新能源扫地车，开展防汛演练，加 0.7分。

栖霞区在尧化广场新增花境，改造马群南路中分带，主动联系警方查出违法毁绿行

为，联合龙潭街道开展景观提升获媒体正面宣传报道，加 0.4分。雨花台区改造华

为路树池，积极开展防汛演练，为民办实事（雨花新村二村香樟修剪），加 0.3分。 



 

 2 

（二）新区组 

序号 区属 日常考 专项考 加分 减分 总分 

1 溧水区 90.17  0.2  90.37 

2 浦口区 90.12  0.2  90.32 

3 江北新区 90.05  0.2  90.25 

4 六合区 89.19  0.5  89.69 

5 高淳区 88.54  0.2  88.74 

6 江宁区 88.62    88.62 

溧水区改造珍珠南路区委党校两处绿地，在宝塔路等增设栏杆，加 0.2分。浦

口区积极开展防汛演练，组织养护车辆安全教育培训，加 0.2分。江北新区改造杨

新路岛头，开展花境造景技能竞赛，加 0.2分。六合区改造方洲西广场，改造雄州

西路岛头，改造古棠大道旁闲置绿地，开展法桐飘絮综合治理，为民办实事（双井

黄组周边绿化提升），加 0.5分。高淳区改造镇兴路胥河路交叉口绿化，为民办实

事（行道树整形修剪），加 0.2分。 

（三）园区组 

序号 区属 日常考 专项考 加分 减分 总分 

1 河西新城 90.13  0.3  90.43 

2 江宁开发区 89.16  0.3  89.46 

3 仙林大学城 89.08  0.2  89.28 

4 经济开发区 89.11  0.1  89.21 

河西新城积极开展“五一”花卉布置，改善绿博园行道树堆土过高问题，购置

打草机器人，加 0.3 分。江宁开发区引进防结果药剂减少香樟坐果率，改造天元路

部分节点绿化，开展病虫害防治培训，加 0.3 分。仙林大学城仙隐北路游园配电箱

美化工作，开展元化路与齐民西路平交口绿化景观提升工作，加 0.2 分。经济开发

区开展仙新路、尧新大道绿化改造提升，加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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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8    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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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夫子庙 89.42    89.42 

3 环湖办 88.95    88.95 

二、总体工作情况 

（一）继续做好安全隐患整治工作 

各区继续对行道树上的枯枝、断枝等安全隐患进行排查，保障市民

出行安全。5 月份主城六区共计进行车辆、工具设备检查 146 次，安全

隐患排查巡查 1186 次，设施内外抢险 231 次，排除安全隐患 118 处，

清理枯枝 2148 处，处理危树险树 171 株；新区、园区及窗口共计进行

车辆、工具设备检查 1760次，安全隐患排查巡查 1475次，设施内外抢

险 81 次，排除安全隐患 113 处，清理枯枝 4829 处，处理危树险树 543

株。 

     
  雨花台区雨花东路行道树安全排查          建邺区乐山路行道树树洞修补消险                    

（二）做好园林植物补植和花卉布置工作 

本月适逢“五一”，气温适宜，各区做好园林植物春季补栽补植的

同时，对重点道路的中分带路口及绿岛岛头进行了花卉布置,努力营造

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5月份主城六区共补栽乔木（含行道树）155株、

花灌木 9.34 万株、地被 8950 平方米，补铺草坪 3098 平方米，补植及

更换花卉 79.18万株；新区、园区及窗口共计补栽乔木（含行道树）株、

花灌木 31.46万株、地被 5.31万平方米，补铺草坪 1.14万平方米，补

植及更换花卉 142.03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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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区小桃园草花更换                    河西青年文化公园花卉布置               

（三）积极做好果毛飘絮治理工作 

为切实减少法桐飘絮对广大市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各区结合飘絮预

报、实地勘查及天气趋势情况，安排高射程喷雾机，在夜间九时至次日

凌晨对各道路进行法桐飘絮治理，利用其大风力和带水雾的功能，将已

成熟欲脱落的果毛事先吹落，再配合地面清扫，降低白天果毛的飘絮量。

5月份主城六区共出动车辆 161台次、人员 681人次，累计治理道路 208

条、约 5万余株法桐。 

      
秦淮区行道树法桐飘絮治理              江北新区浦镇大街法桐飘絮治理 

（四）做好园林植物的春季整形修剪工作 

气温回升，行道树法桐萌枝生长迅速，各区对管辖范围内的乔木、

灌木、草坪进行整形修剪工作的同时，重点开展对行道树法桐的抹芽修

剪工作，保持良好的园林景观效果。5 月份主城六区共修剪乔木 4.54

万株、灌木 737.31 万株、草坪 158.89 万平方米，清理下垂枝 1.77 万

处；新区、园区及窗口累计修剪乔木 6.53万株、花灌木 593.95万株、

草坪 440.31万平方米，清理下垂枝 4944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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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区中山东路行道树抹芽修剪                 高淳区草坪修剪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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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浇水和积尘冲洗工作。5 月份主城六区共出动浇水车辆 387 辆次、

人员 1005 人次，浇水控尘作业道路 174 条、广场游园绿地 101 个，浇

水降尘面积 218.81万平方米；新区、园区及窗口共计出动浇水车辆 821

辆，出动浇水人员 1714 人次，浇水控尘作业道路 180 条、广场游园绿

地 52个，浇水降尘面积 219.67万平方米。 
 

     
栖霞区马群南路浇水降尘                溧水区珍珠南路草花浇水降尘 

（六）继续做好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工作 

随着气温回升，各区加大了对园林植物病虫害巡查力度，对影响园

林景观的植物病虫害及时采取防控措施。根据市绿化园林局转发的苏农

业〔2021〕10号文件《关于转发加强红火蚁阻截防控工作的通知》的精

神，及时落实红火蚁联防联控工作。5月份主城六区共使用药水 8666.4

公斤，防治行道树 7417 株，防治绿地面积 66.28 万平方米。新区、园

区及窗口共使用药水 4.55万公斤，防治行道树 2.95万株、防治绿地面

积达 164.68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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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区中山东路法桐病虫害防治               南京南站北广场病虫害防治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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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对绿地、绿化带内杂

草、落叶、杂物以及枯萎腐烂的水生植物进行了全面清理。5 月份主城

六区共出动 1.03万人次，清理小广告 205处、卫生死角 51处，清运各

类垃圾 2798.37 吨；新区、园区及窗口共出动 2.09 万人次，清理小广

告 489处、水面漂浮物 101.97万平方米，清运各类垃圾 2614.71吨。 

    
经济开发区落叶清理                           高淳区水域清理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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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主城六区共完成 108处设施维修或翻新更换工作；

新区、园区及窗口共完成 334处设施维修或翻新更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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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栖霞区南十里长沟小广场护栏维修                六合区设施维修 

（九）继续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各区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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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主城六区共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人员 1027人次，消毒

游园广场 99.07 万平方米，使用消毒药水 1980 公斤；新区、园区及窗

口共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人员 3827人次，消毒游园广场 88.86万平方米，

使用消毒药水 8210.5公斤。 

    
河西园区卫生间防疫消毒                         夫子庙景区设施消毒 

（十）亮点工作 

1、积极做好“五一”节花卉布置工作 

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充分营造节日氛围，建邺区在梦都大

街、大剧院、金沙江西街、乐山路、燕山路、河西大街等重点道路和各

路口岛头节点布置。本次布置的草花品种除常规季节性草花外，新增了

毛地黄、垂吊牵牛、金叶雪茄花、超级海棠、欧石竹、常夏石竹、藿香

蓟等新品种；在花卉的颜色选择上，既有统一配色，也有对比配色；既

有层次配色，也有多色配置。多品种、多颜色、多层次配置，改变了以

往单色满铺方式，提升了河西中部地区道路景观品质。 



 

 8 

      
梦都大街                                    乐山路 

河西新城自筹资金对青年文化公园、绿博园进行“五一”节氛围营

造。在青年文化公园出入口、“南京眼”步行桥平台、奥林匹克博物馆

指示牌、旗阵广场和绿博园东门广场、荷兰园周围设置景观花带、组团

花境，在园区景观灯柱上增添垂盆矮牵牛花球，增加园区节日氛围。 

    

2、多举措促进园林绿化养护精细化水平提升 

仙隐北路景观大道是主城区进出仙林的主要出入口，道路西南侧有

一处半敞开式的市民休闲公园，园内苗木品种丰富，绿化环境清新怡人。

为了给周边居民和过往游客提供一处集游览、憩息、宜人的景观效果，

仙林大学城管委会结合场地实际，对仙隐北路游园园内配电箱箱体外观

采用艺术化的手法进行了彩绘装饰提升，做到了与周边绿化环境相得高

度契合，受到游园市民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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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前                                   提升后 

秦淮区对区内行道树安全情况进行深入排查后，发现白下路、解放

路、升州路、建康路等法桐树枝极易被过往的大型车辆碰擦，容易造成

安全隐患。为预防安全事故发生，秦淮区对沿途行道树枝干比较低且容

易被大型车辆碰擦的树枝，在易被碰擦的枝干上贴上反光贴，以此警示

过往车辆避让。截至目前共完成白下路 200余株行道树反光警示标识设

置，此举既是对行道树的保护，也为夜间行车减少了安全隐患。 

  

3、改造绿化设施、整治养护顽疾，进一步提升园林景观 

月安街周边不仅商住密集，人流、车流都比较大。该路段长期以来

踩踏、碾压破坏绿化的现象十分严重，严重影响了道路景观形象。在城

市治理标准化大背景下，为进一步保护绿化，彻底根治城市化进程中带

来的绿化问题，建邺区对破坏最严重的月安街（乐山路-江东中路）的

20个树池进行了硬化处理。此次硬化改造的材料采用黑色弹石面层，基

层采用水泥砂浆处理，中间铺设火山石，既具有一定的强度，也能透水，

保证了行道树的生长势；同时预留树木正常生长所需的空间，保证树木

通风透气、透水，还方便共享单车、电动车等便捷交通的停放，解决了

大众的出行停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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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前                                 改造后 

建邺区自筹资金对江东南路河西儿童医院（友谊街-宜悦街）段开

展景观提升。对该地段道树树池和花境进行了改造，此次园林造景运用

了艺术提炼手法，展现了不同种类花卉的形态对比、高低错落。同时为

了防止人为踩踏花境两边的绿地，还安装了防护栏杆。 

      
改造前                                     改造后 

庐山路与江山大街交叉口绿化带落叶繁多、杂草丛生且绿化景色单

一无特色。为提升该处绿化景观，建邺区园林部门自筹资金进行景观提

升。此次景观提升改善和美化了此处绿化带的环境，丰富了道路景观层

次。 

     

改造前                                     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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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道路绿化景观效果，建邺区自筹资金进行蔷薇花墙改造试点

工作。对金沙江东街（庐山路-恒山路）部分区段进行苗木移植，在中

分带居中位置安装隔离护栏，并在护栏两侧品字形栽植藤本蔷薇。改造

完成后正值蔷薇盛花期，整体效果较好，既能阻隔行人穿行，也营造了

更好的道路彩化效果。 

  

栖霞区自筹资金在尧化市民广场新增花境，此花境设计参照自然风

景中野生花卉在林缘地带的自然生长状态，花期衔接适宜，景观效果良

好，小猫鼬绿雕增强了整个花境灵动性。 

  

改造前                                     改造后 

马群南路道路中分带绿化品种单调，植物生长不良，苗木品质退化

严重。为进一步提升该道路绿化景观效果，栖霞区自筹资金在中分带中

新增观花植物。此次绿化景观提升在保留原有苗木的基础上，增加紫叶

李、垂丝海棠、美人梅等三种花期相对较长的小乔木，弥补了该路段春

季无花的缺陷，提高绿化景观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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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                                     改造后 

华为路行道树树池因行人踩踏较多，导致土壤板结，多次补植地被

均无法成活，常年黄土裸露。雨花台区自筹资金对沿线行道树树池进行

改造，在树池内铺设景观树皮采用有机可降解木质材料，改造后道路景

观效果得到明显提升。 

  
改造前                                     改造后 

为提升道路景观，高淳区启动“一路一景”试点，自筹资金在每个

路口新增一个小景点，本月在镇兴路胥河路交界处拐角处新增花境一

处。拐角处原种有玉龙草，电线外露，整体景观较差。此次栽种松果菊、

五色梅、满天星、鼠尾草、金鸡菊等增加了道路色彩与层次感。 

  

改造前                                     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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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新路是由南向北进入江北新区大厂街道的第一个入口，江北新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大厂街道将杨新路的岛头改造列入第一批精细化提

升范围。本次改造的岛头位于杨新路与江北大道交叉口，以变色女贞、

金姬小蜡球、日本红枫、小丑火棘作为造型主干苗木，周边以四季海棠、

佛甲草等进行点缀，通过岛头的变化对机动车行驶起到提示作用，同时

作为景观亮点提升杨新路的整体形象。 

     

溧水区在坚持“经济合理、主题突出、整体协调”的原则下，从强

化城市意象、增强公众对城市景观、风貌感知度的角度，自筹资金完成

了珍珠南路区委党校处两处花境整体景观提升工作。为使花境植物立面

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富有变化，对花境地形进行了重新塑造，花境布

置具有品种繁多、布局合理、思路新颖三大“靓”点。 

    
                改造前                            改造后 

宝塔路、珍珠南路为溧水区城市主干道，两侧分布着各类商店、超

市、医院、公交站等，过往市民横穿绿化隔离带，不仅影响交通安全，

还造成多处色块、草坪踩踏破坏的现象，经多次补植苗木和设置文明宣

传牌的方式均未起作用。本月溧水区城建局自筹资金对两条道路绿化带

设置了绿色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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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区城乡建设局坚持问题导向，将方州西广场景观绿化纳入年度

改造计划，通过对广场小改善、小改造、小提升，让居民在细节中感知

城市温度，不断提升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改造工作目前已完成，

在打造配套设施之外，还在入口处新增混合花境景观及主题小品。为了

给周边市民呈现四季皆有景、时时都有花的如画美景，在植物搭配上合

理配置，选择了小叶女贞桩、银姬小蜡、小叶杜鹃、黄栌、细叶芒、蓝

羊茅、香雪球、银叶菊、常夏石竹、花叶络石、石楠、杜鹃、芍药、水

果兰、阔叶箬竹等，营造春则繁花吐艳、夏则绿荫清香、秋则霜叶似火、

冬则翠绿常延的景观效果。 

    
改造前                                改造后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为切实做好节日庆祝活动，营造

团结和谐、聚力发展的浓厚氛围，六合区自筹资金实施雄州西路岛头改

造。此次岛头改造主要内容为移除原先长势不佳苗木，新栽植时令花卉，

增加造型湖石。改造后的岛头不仅景观效果得到了提升，也增强了道路

交通通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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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                               改造后 

古棠大道旁闲置地块景观效果较差，杂草丛生，六合区自筹资金实

施绿化改造，提升了园林景观效果。 

  

           改造前                                改造后                  

面对铺天盖地的飞絮，六合区园林办积极应对，在对区内主次干道

和中小学周边杨树、法桐等树种栽植情况摸排的基础上，采取了各项行

之有效的措施来减轻飞絮。一是提前对主干道及校园周边的树木进行修

剪，减少飞絮量；二是加强对道路绿化带内裸露空地整治，结合春季绿

化补植，积极开展绿化翻整补植，防止二次飘絮；三是引进新技术新方

法，通过探索注射抑制剂来抑制树木花芽形成，从而降低飞絮的生产率；

联合区城管部门，针对法桐树较多地段，在行人较少的时间段进行循环

喷洒，加大机械作业力度，增大空气湿度和地面潮湿；提前在微信公众

号提醒市民做好飞絮预防工作。通过上述方案的实施，有效降低了飞絮，

为广大市民创造一个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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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新城绿博园内法桐行道树下原来补植了黑麦草草坪，但存在树

根与草坪界限不明、根部堆高出现隆起、根部黄土裸露等景观效果较差

的情况。通过重新修筑树围，降土以及摆放河滩石等方式，较好的改善

了原先树池与草坪界限不明、根部黄土裸露等不美观的情况。 

  
改造前                                     改造后 

为了减少香樟果实对路面的污染，江宁开发区引进防结果药剂，对

湖滨路（西起利源路东至佳东路）盛花期的香樟进行喷施，目前调查发

现防治后的香樟坐果率减少约 50%，将有效提升湖滨路绿化品质。 

  

江宁开发区为提升天元路绿化景观效果，本月自筹资金对天元路部

分节点进行改造，提升了园区的绿化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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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中                                    改造后 

为确保元化路齐民西路平交道口与 312 国道交通开放时的景观效

果，彰显地区整体形象，仙林大学城抢抓绿化有利时节，完成 312 国道

和元化路路口的绿化景观提升工作。累计种植香樟、丛生朴树、合欢、

黄山栾树等乔木 131株，紫叶李、紫丁香、山茶等花灌木 111株，法青、

云南黄馨等绿带 236 米，鸢尾、细叶萼距花、金叶麦冬等灌木及草坪地

被 3927平方米，移植残次苗木 15棵。 

  
改造前                                    改造后 

为解决仙新路、尧新大道沿线道路两侧，因黄土裸露造成的景观效

果不佳问题，经济开发区自筹资金对其进行绿化提升改造工作。为解决

空花箱裸露问题，购买矮牵牛 1200盆对花箱进行花卉布置，丰富景观效

果，增强观赏性。 

  
改造中                                    改造后 



 

 18 

4、联合执法部门，处理毁绿行为 

4月 19日下午，栖霞区绿化养护人员巡查发现，前塘路绿化带内新

加装的金属护栏遭到人为破坏。发现此情况后，养护人员立即汇报并报

警，同时积极配合警方走访附近商户，通过调取监控很快找到当事人，

系临街经营户为招揽生意所为。由于沿线商业网点较多，若不及时制止

这一现象，极有可能引起蔓延、效仿的连锁反应，既严重影响景观绿化

效果，又给交通安全带来隐患。在警方配合处理下，当事人现已认识到

自己损毁绿化设施的错误行为，并写下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

情况，并将护栏恢复原样。本次事件也给相邻商户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 

     

5、自筹资金购置园林机械，提升园林养护机械化水平 

为进一步提高养护工作效率，实现养护机械化作业，建邺区自筹资

金购置 2辆集清扫和高压冲洗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新能源扫地车。该扫

地车的清扫效率是人工的 6倍，高强度耐磨边刷对园路沙粒、石子等也

可以轻松扫净，水扫把的使用避免了清扫过程中的扬尘污染。扫地车的

使用改变了传统的作业方式，保证了园林广场清扫保洁的质量，节约了

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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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新城南京滨江公园公司自筹资金自购一款智能打草机器人，此

款打草机器人采用锂电驱动，工作噪音小，充电一次可连续工作 2小时，

电量不足时，会自行寻找充电基座进行充电，充满电自动开始工作。可

调式刀片底盘对割草高度随意把控，修剪整齐平坦。 

     

6、开展技能培训和技能竞赛等活动 

为提高花境营造水准，推进花境养护高质量发展，鼓楼区组织举办

“最美花境”评选比赛。5月 12日下午，由市绿化园林局、园林协会、

园科院等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及技术人员组成评委会进行现场打分，并

进行座谈点评。评委们对本次花境施工打造精细、使用品种大胆、营造

手法创新等给予充分肯定，对后期的长效养护、层次搭配、品种优化等

提出建议和看法，本着节约型园林的理念，建议在后期维护中减少草花

使用量，增加球宿根的配比；并从设计理念、植物材料、景观效果和养

护效果等四方面进行打分。本次评选作为检验养护单位园艺作业水平的

一次契机，充分体现园林工匠精神，调动养护单位工作积极性、挖掘养

护人员创造力，以最佳状态、最美姿态迎接建党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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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欢乐舞台“舞动的青春”                 滨江有恒段“百花闹春” 

江宁开发区邀请南京市园林协会专家，对园区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及

绿化养护单位相关人员，进行园林绿化病虫害防治专业知识培训，提升

园区绿化管理人员病虫害防治水平，为做好园区绿化植保工作夯实基

础。 

    

为了提升绿化养护技能，促进技术交流，江北新区在太子山公园内

开展了“花境造景技能竞赛”。本次技能竞赛分为 4个小组，选手抽签

选择场地，在 15㎡左右的场地进行设计，同时组织采购苗木，参与整

地到栽植等施工全过程。施工完毕后由专家组成的评委小组花境的主

题、空间层次丰富、品种应用、整体效果、细节处理等五个因素综合评

分。本次技能大赛既可以展现新区园林绿化养护职工的知识储备和专业

能力，同时又提升了公园边角绿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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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过程中                             比赛作品展示 

7、开展相关交流活动，提升全社会爱绿护绿意识 

根据南京市绿化园林局工作指导和要求，玄武区园林部门联合南京

理工大学在中山东路开展“为法桐体检，共建绿色安全防线”的社会交

流活动。旨在发动社会力量，共同排查行道树隐患，营造“防范安全，

从我做起”的社会氛围，推动园林行道树安全生产群防群控工作机制。

在玄武园林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通过观其型、辨其声、察其态，学习关

于行道树排查作业相关知识。下一步，玄武园林部门会加强与社会力量

合作，普及园林养护知识，提升全社会爱绿护绿意识。 

     

8、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根据南京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及南京市绿化园林局

相关要求，为做好汛期应急抢险工作，提高极端天气应急处置能力，同

时完善应急抢险工作预案。5月 18日晚，鼓楼区园林部门以实战形式检

验绿化养护单位的应急处置工作。本次绿化防汛演练采取“事前不招

呼，警情突然发，抢险全计时，全程有考察，始末有讲评”的方式，对

各抢险队伍在各类紧急情况下的值班值守、抢险队伍出动、抢险人员着

装、抢险物资携带等方面的能力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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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区在对游园广场等危险区域汛前巡查时，发现东水关公园九龙

桥附近绿地内有多处护栏存在破损或者遗失现象，形成较大缺口，存在

严重安全隐患, 制作并悬挂安全警示标志牌，做好各项防范工作，对石

城桥游园、朝天宫广场、滨河游园、武定门南北园、东水关公园、水西

门广场内张贴危险告示牌 15 张，自筹资金对东水关沿河加装防护栏，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5月 19日夜间建邺区城管综养中心组织开展园林绿化防汛演练。本

次演练特意选取集庆门大街一株生长倾斜较为严重的法桐行道树作为

险点，实施真实消险演练。演练过程中，综养中心对参训组织、人员，

物资及车辆、设备进行了安排和落实。40 分钟后，这株干径 40 厘米、

高 20 米的大树经过对偏重一侧的重修剪、树冠疏枝修剪、平衡行道树

重心的处置，解除了隐患。此次应急演练，提高了园林养护公司的应急

抢险能力和专业技能，为紧急情况下顺利完成应急抢险任务、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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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强化雨花台区市政养护防台防汛应急预案保障措施的落

实，提高养护单位应对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检查养护单位正确、准确、

迅速处理突发事件，雨花台区于 4 月 23 日夜间组织各养护单位集中开

展防台防汛应急演练。通过这次演练，进一步提高养护单位应对紧急情

况的应急反应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台风、汛期造成的树木损失，保障

各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本次获龙虎网进行了宣传报道。 

     

为应对极端天气及其他因素带来的突发事件，提升紧急事件处理能

力，5月 14日，浦口区园林部门积极组织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演练。

演练模拟不良天气高空枯枝消险及歪斜树木加固支撑，演练中，园林部

门运用智慧园林平台作为辅助手段，通过车载摄像头移动查看路段情

况，及时提供现场画面，方便抢险指挥部进行消险调度。此次演练不仅

检验了应急预案的落实、应急抢险设备性能保养及使用情况，更加强化

了人员的险情意识，锻炼了抢险队伍，提升了抢险队伍的应急组织指挥、

快速反应和险情处置能力，获南京零距离正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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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口区开展“文明交通安全在 留住生命留住爱”为主题的园林绿

化养护安全教育活动。重点检查园林绿化养护作业车辆车门应急开关、

安全锤、灭火器等安全设施及驾驶人员驾驶证、行驶证等，并与驾驶人

员签订交通安全责任书，逐车逐人明确交通安全责任，进一步加强交通

安全管理，消除养护作业车辆交通安全隐患。 

    

9、园林工作获媒体正面宣传报道 

栖霞区综管所联合龙潭街道综合执法大队、龙岸花园社区、谐扬物

业园林与城市治理公众委员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绿化工作，提升沿街景观

效果。重点对龙岸南路、龙韬路、龙岸路的绿化带、草坪、主干道两侧

的树木、绿地植物进行修剪、对枯死衰弱的树枝、杂草、杂物进行清除，

安装绿色压制格等。该项工作的开展受到中国江苏网及牛咔视频的宣传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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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区园林部门积极落实市主要领导视察北京东路行道树安全隐

患消除工作时的重要指示，及时修剪和清理枯枝、病枝，尽可能避免倒

伏、断枝造成的安全事故的发生。5月 17日南京日报对玄武区园林部门

修剪行道树，排除安全隐患进行了专题报道。 

      

10、园林系统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六合区园林办以人民为中心，发挥专业特长，扎实做好横梁街道方

山村双井黄组周边绿化提升项目，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走深走实走

心，力争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在双井黄组周边约 400平方米的绿地栽

植桂花、垂丝海棠、樱花、紫薇等开花乔木，搭配红枫、红叶石楠等彩

叶树种，以及月季、芍药、牡丹、鸢尾等丰花灌木，在保证四季有景的

同时，也便于后期的养护管理。看着家门口的绿化有了明显的改善，居

民感慨，这项民生实事真的是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这里就是六合区村

民心目中真正的“后花园”。学习强国对此进行了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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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前                                    改造后 

道路两侧的行道树若不进行维护修剪，既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还给

市民生活带来一系列困扰。高淳区城管局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不断

践行为民办实事的初心，切实为群众办实、解民忧，对民众诉求及时响

应办理，督促养护单位城区多路段行道树进行整形修枝，提升园林绿化

景观，为市民提供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得到省级媒体扬子晚报宣传报

道。 

   

    雨花新村二村行道树香樟共 50 株，生长高度约 15-20 米左右，严

重影响居民生活采光，树枝与高压输电、低压输电及电信电缆等线缆交

织，存在安全隐患。雨花台区农业农村局积极与供电部门及社区协调沟

通，组织人员、机械实施修剪，有效解决居民采光不足的困扰，消除安

全隐患，此项工作获雨花新村二村居民一致好评且赠予锦旗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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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存在问题 

（一）城区绿化组 

1、玄武区本月共抽查 26 个设施，其中主路 5 条(长白街、洪武北路、

长江路、市委门前路、墨香路），次路 6 条（北门桥路、汉府街、兴贤

路、营苑南路、展览馆路、九华山路），支路 9 条（东箭道、估衣廊、

梅园新村、长江东街、雍园、小汉府街、鸡鸣寺路、邓府巷、青石街），

游园广场 3 个（梅园小游园、520 广场、南十里长沟），绿地 3 个（北

京东路九华山地铁站出入口广场、易发五洲绿地、丹凤街与北京东路交

叉口绿地）。 

考核中城维设施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缺株，如东箭道、

邓府巷；二是行道树树干干枯、有安全隐患，如长江路；三是行道树斜

树、有安全隐患，如长白街、北门桥路、雍园；四是行道树上枯枝，如

市委门前路、洪武北路、汉府街、估衣廊邓府巷；五是绿岛灌木内杂灌、

杂藤未及时清理，如墨香路、兴贤路、东箭道；六是游园广场、绿地内

杂草、垃圾未及时清理，如梅园小游园、520 广场。 

建议养护单位及时补植行道树，加强后期养护管理；及时搭设支撑

加固行道树斜树、及时清除行道树上枯枝，及时消除行道树安全隐患；

连根拔除绿岛灌木内杂灌、杂藤；及时清理游园广场、绿地内杂草和地

面垃圾；保证园林景观效果。 

2、秦淮区本月共抽查 47 个设施，其中主路 8 条（龙蟠中路、龙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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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路、大明路、卡子门大街、双桥门路、凤台路、中华路、集庆路），

次路 14 条（晨光路、大明西路、永乐路、永乐北路、永乐南路、宏光

路、明匙路、育仁路、鼎新路、丰富路、户部街、来凤街、石鼓路、仙

鹤街），支路 10 条（弘学路、窨子山路、普天路、凤游寺、广艺街、

火瓦巷、柳叶街、双塘路、五福街路、羊皮巷），游园广场 9 个（窨子

山公园、逸仙桥广场、复成桥广场、大中桥广场、武定门公园北园、集

庆门北侧绿地、柳叶街沿河广场、来凤街 1 号绿地、水西门广场），绿

地 6 个（逸仙桥小游园、东风河游园、双桥门南侧绿地、仙鹤街广场、

集庆门南侧绿地、西长干巷绿地）。 

考核中城维设施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未及时抹芽，如龙

蟠中路、集庆路、永乐路、户部街、仙鹤街；二是行道树树洞，如集庆

路、宏光路、鼎新路、五福街路；三是行道树上枯枝未及时清理，如；

集庆路、石鼓路、丰富路、宏光路；四是绿岛、游园广场和绿地内园林

植物缺株，如中华路、大明西路、育仁路、大中桥广场；五是广场、绿

地内落叶、枯枝叶未清，如复城桥广场、武定门公园北园、来凤街 1 号

绿地。 

建议养护单位及时对行道树进行抹芽；及时修补行道树树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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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绿地内落叶、枯枝叶；确保园林景观。 

非城维设施问题：龙蟠中路路灯 132 号街边绿地内杂草（壹城集团

管养），大明路灌木缺株、枯死株，杂草、杂树、枯枝、垃圾未及时清

理（南部新城在建工程未移交），来凤街 1 号绿地绿地垃圾、灌木未及

时修剪、乔木腐洞（来凤一号物业管养），逸仙桥小游园落叶、垃圾、

杂草未及时清理（壹城集团建设项目未移交），建议秦淮区督促相关责

任单位加强绿化养护管理。 

3、建邺区本月共抽查 30 个设施，其中主路 6 条（集庆门大街、云

锦路、兴隆大街、梦都大街、奥体大街、河西大街），次路 7 条（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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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庐山路、月安街、乐山路、黄山路、泰山路、富春江东街），支路

12 条（积贤街、怡康街、白鹭东街、香山路、华山路、新安江街、恒山

路、牡丹江街、嵩山路、云龙山路、楠溪江东街、白龙江东街），游园

广场 3 个（河西指挥部门前广场、泰山路游园、朱二河广场），绿地 2

个（怡康河两岸、朱二河绿地）。 

考核中城维设施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未及时抹芽，如集

庆门大街、云锦路、燕山路、月安街；二是行道树树池未覆盖，如白鹭

东街、楠溪江东街；三是绿岛内灌木缺株如河西大街、乐山路、泰山路；

四是绿岛灌木内杂灌未清如集庆门大街、兴隆大街、河西大街、黄山路、

富春江东街；五是游园广场、绿地内杂草、垃圾未清，如河西指挥部门

前广场、朱二河广场。 

建议养护单位及时对行道树进行抹芽；及时用园林植物或透水材料

覆盖行道树树池；绿岛内及时补植灌木，杂灌及时清理；游园广场、绿

地内的杂草、垃圾及时清理；保证园林景观效果。 

非城维设施问题：泰山路游园绿地内乔木下建筑垃圾、乔木支撑损

坏（沙洲街道正太中心自建），云龙山路灌木缺株，杂草、杂灌、垃圾

未及时清理（科技园新建未移交），建议建邺区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加强

绿化养护管理。 

4、鼓楼区本月共抽查 40 个设施，其中主路 13 条（黑龙江路、中

央路、南瑞路、三牌楼大街、广东路、福建路、新模范马路、建宁路、

城河南路、热河路、热河南路、郑和北路、郑和中路），次路 10 条（许

府巷、芦席营北段、马台街、护城河南路、铁路北街、萨家湾、四平路、

南通路、白云亭路东延、姜家园路），支路 3 条（橡胶厂路、司背后街、

虹桥），游园广场 7 个（中央门长途汽车站南侧休闲广场、芦席营法制

广场、胜利广场、狮子山广场、仪凤广场、八字山广场、铁路北街广场），

绿地 7 个（三牌楼路口绿地、三牌楼大街广场、橡胶厂门口绿地、万荣

园、宏景公寓绿地、金川河大埂、天妃宫小学对面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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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中城维设施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上钉挂物，如广东

路、福建路、司背后街、虹桥；二是行道树萌枝未及时清理，如南瑞路、

福建路、广东路、郑和中路；三是行道树树池内地被缺株，如许府巷、

护城河南路；四是行道树树池内杂草、杂物、垃圾，如南通路、护城河

南路、四平路；五是绿岛灌木内枯枝未及时清理，如黑龙江路、中央路、

新模范马路；六是灌木内杂灌未及时清理，如白云亭路东延、萨家湾、

郑和北路、三牌楼大街广场、八字山广场；七是绿岛、游园广场、绿地

内植物缺株，如新模范马路、热河南路、中央门长途汽车站南侧休闲广

场、芦席营法制广场、仪凤广场、金川河大埂。 

建议养护单位及时清理行道树钉挂物、萌枝；及时清理行道树树池

内杂草、杂物、垃圾；及时清理灌木内枯枝；及时清理杂草、杂灌；及

时补植设施内缺损的园林植物。 

非城维设施问题：黑龙江路路侧灌木局部死株（先锋广场管养），

许府巷路侧铁树枯枝叶（凤凰和鸣幼儿园管养），南通路路侧地被上杂

物（世茂外滩新城小区管养），姜家园路路侧灌木上垃圾、路侧灌木枯

枝、路侧绿篱缺株、有杂灌、路侧绿篱枯枝（属锋尚小区管养），虹桥

花坛内树体上钉挂物（湖南路街道管养），建议鼓楼区加强非城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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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个设施，其中主路 3 条（幕府东路、和燕

路、燕城大道），次路 5 条（寅春西路、燕春路、青城路、迈化路、万

晓璐），支路 7 条（太龙路、公安路、神龙路、佘冲街、燕恒路、逸文

路、付家场街），游园广场 1 个（南十里长街广场），绿地 3 个（北十

里长街西支广场、三元祠绿地、阳光雅居 5 幢附近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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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坪缺株，如神龙路、寅春西路、青城路；二是行道树萌枝、枯枝未修

剪，如青城路、太龙路、神龙路；三是绿岛灌木缺株，如幕府东路；四

是游园广场内枯枝未清，如南十里长沟广场；五是绿地草坪内杂草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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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祠绿地、阳光雅居 5 幢附近绿地。 

建议养护单位及时在行道树树池补植地被和草坪；及时清理行道树

萌枝、枯枝；及时在绿岛内补植灌木；及时清理游园广场内枯枝；及时

清理绿地草坪内杂草；保证园林景观效果。 

非城维设施问题：燕城大道行道树枯死，行道树树池内草坪缺株，

杂草、杂灌，（燕子矶新城养护）；燕春路行道树萌枝、枯枝，行道树

树池内地被缺株（燕子矶街道养护）；太龙路行道树枯枝，灌木缺株较

多，灌木内枯枝、垃圾未及时清理（尧化街道养护）；燕恒路、佘冲街

行道树树池内地被缺株（燕子矶新城养护）；北十里长沟西支广场草坪

缺株，墙面小广告未及时清理（燕子矶新城养护）；建议栖霞区加强非

城维设施监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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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个设施，其中主路 4 条（雨花东路、卡

子门大街、应天大街、凤台南路），次路 2 条（长虹路、小行路），支

路 10 条（岱善路、丁墙路、衡村路、邱村路、盛家岗路、西柿路尤庄

街、梅山村路、菊花路、菊花北路），游园广场 4 个（安德门广场、卡

子门广场、雨花东路路侧绿地、南河拖板桥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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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雨花东路、菊花路；二是行道树缺株，如凤台南路、

岱善路、西柿路；三是行道树树池地被缺株，如雨花东路、应天大街、

凤台南路、岱善路、盛家岗街、梅山村路；四是行道树树干有刻画小广

告，如凤台南路、小行路、菊花路；五是绿岛和游园广场内植物缺株，

如凤台南路、长虹路、卡子门广场、南河拖板桥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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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补植行道树；在行道树树池内补植地被植物；及时清理行道树刻画小

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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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区（园区、窗口地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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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区组： 

江北新区本月共抽查 9个设施，其中主路 2条（葛关路、柳州南路）、

次路 2条（杨村二路、学府路）、支路 2条（杨村一路、永锦路）、游

园广场 1个（浦口公园广场）、绿地 2个（葛塘广场至范旭东广场绿地、

南化宾馆旁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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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葛关路、杨村一路；二是行道树树池内地

被缺株，如葛关路、柳州南路、杨村二路；三是行道树上小广告未及时

清理，如柳州南路；四是有灌木枯死株，如杨村一路、杨村二路、南化

宾馆旁绿地；五是绿地内草坪徒长，大面积黄土裸露，如葛塘广场至范

旭东广场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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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做好行道树树池的覆盖工作；

及时清理行道树上小广告；及时修剪草坪；及时清理枯死株，补植灌木、

地被，做好补植后的日常养护工作。 

江宁区本月共抽查 4 个设施，其中主路 1 条（宏运大道）、次路 1

条（小龙湾路）、支路 1条（北沿路）、游园广场 1个（东山公园）。

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倾斜，如宏运大道、小龙湾路、

东山公园；二是灌木缺株，如宏运大道、北沿路；三是绿岛内草花缺株

较多，如小龙湾路；四是绿化带内有一枝黄花，如北沿路；五是广场内

落叶、建筑垃圾、水面垃圾未及时清理，如东山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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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清除行道树死树、杂灌和一枝黄花；及时清理广场内落叶、建

筑垃圾和水面垃圾；及时做好灌木、草花的缺株补植和补植后的日常养

护工作。 

浦口区本月共抽查 4个设施，其中主路 1条（狮山路）、次路 2条

（公园南路、文昌路）、游园广场 1个（北门广场）。考核中发现的主

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有蛀干害虫，如狮山路、公园南路、北门广场；

二是灌木缺株，如文昌路；三是灌木内有枯枝、垃圾、杂灌未及时清理，



 

 33 

如狮山路、文昌路；五是广场内枯枝、修剪剩余物未及时清理，如北门

广场。建议浦口区养护单位及时做好行道树蛀干害虫的防治工作；及时

补植缺损灌木；及时清理枯枝、垃圾、杂草、杂藤。 

六合区本月共抽查 10 个设施，其中主路 1 条（延安路）、次路 4

条（长江路、棠城西路、凤凰路、永宁路）、支路 2 条（达家巷、文昌

街）、游园广场 3 个（浮桥广场、滨河大道一期、滨河大道七期）。考

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树洞未及时修补，如延安路、长江

路、文昌街；二是行道树上枯枝、有安全隐患，如长江路、棠城西路；

三是行道树萌枝未及时清理，如永宁路、凤凰路；四是灌木缺株，如文

昌街、延安路；五是灌木内杂草、杂灌，如延安路、棠城西路、浮桥广

场、滨河大道一期、滨河大道七期；六是广场游园内枯枝、垃圾未及时

清理，如浮桥广场、滨河大道七期。建议六合区养护单位及时及时修补

行道树树洞，清除行道树上枯枝，消除安全隐患；及时清除行道树萌枝

和灌木上枯枝；清除游园广场内杂灌、垃圾、枯枝落叶；及时做好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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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主路 1条（双塘路）、次路 4条

（毓秀路、秀园路 1、秀园路 2、庆丰路）、游园广场 2个（毓秀广场、

双塘路游园）。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树洞未及时修补，

如双塘路、毓秀路；二是行道树枯枝未及时清理，如毓秀路、秀园路 1、

秀园路 2、庆丰路；三是灌木内杂树，如双塘路；四是灌木上枯枝未及

时清理，如秀园路 1、庆丰路；五是广场游园内枯树桩、枯枝、断枝、

杂物未及时清理，如毓秀广场。建议溧水区养护单位及时修补行道树树

洞，及时清除行道树上悬挂枯枝，消除安全隐患；及时修剪行道树枯枝；

及时清除绿岛灌木内杂树；及时清理广场游园内枯树桩、枯枝、杂物，

补植相应植物，做好补植后的日常养护工作。 

高淳区本月共抽查 8个设施，其中主路 3条（宝塔路、石臼湖南路、

丹阳湖南路）、次路 2条（北漪路、淳南路）、支路 1条（迎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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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园广场 2个（迎宾广场、景鹰广场）。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

是行道树（乔木）腐洞未及时修补，如宝塔路、石臼湖南路、迎宾路、

景鹰广场；二是行道树（小乔木）倾斜，如宝塔路、石臼湖南路；三是

灌木内枯枝、杂草、杂灌，如宝塔路、淳南路、丹阳湖南路、北漪路、

淳南路；四是侧分带内植物缺株，如宝塔路、石臼湖南路、北漪路、淳

南路；五是游园广场内枯枝、落叶、杂草未及时清理，如迎宾广场、景

鹰广场。建议高淳区养护单位及时做好及时修补行道树腐洞、及时做好

斜树的扶正和支撑加固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及时清除灌木内枯枝、杂

灌、杂藤、杂草等；做好缺损植物的补植和补植后的日常养护工作，保

证园林景观效果。 

2、园区组： 

经济开发区本月共抽查 6个设施，其中主路 1条（新港大道）、次

路 2条（恒谊路、恒达路）、支路 2条（惠港路、惠欧路）、游园广场

1个（尧新大道 AO小游园）。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缺

株较多，如新港大道、恒达路、惠欧路；二是行道树枯枝、萌枝未及时

清理，如新港大道、恒谊路；三是行道树树洞未及时修补，如恒达路、

惠欧路；四是灌木缺株，如恒谊路；五是尧新大道 AO 小游园内枯枝、

修剪剩余物未及时清理。建议经济开发区养护单位及时清理行道树枯

枝、萌枝；及时清理广场游园内枯枝、和修剪剩余物；及时做好缺损行

道树、灌木的补植和补植后的日常养护工作。 

江宁开发区本月共抽查 4个设施，其中主路 1条（将军大道）、次

路 1条（胜太路）、支路 1条（水阁路）、游园广场 1个（胜太广场）。

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道树树洞未及时修补，如将军大道；

二是行道树斜树未及时扶正加固，如将军大道、水阁路；三是灌木内杂

草、杂灌、一枝黄花未及时清理，如将军大道、胜太路；四是草花缺株，

如胜太路、胜太广场；五是游园广场内垃圾、杂草、灯具坏损、绿地内

种植蔬菜。建议江宁开发区养护单位及时及时修补行道树树洞，做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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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树斜树的扶正和支撑加固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及时清除灌木内杂灌、

一枝黄花；及时修复广场内损坏灯具，清理广场内枯枝和垃圾，加强管

理、杜绝广场内种植蔬菜；做好缺损植物的补植和补植后的日常养护工

作。 

河西新区本月抽查了青年文化公园。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园区内乔木萌枝未及时清除；二是枯枝、垃圾未及时清理；三是杂

草、杂灌未及时清除。建议河西新城养护单位及时及时清除乔木萌枝和

绿地内枯枝、垃圾、杂草、杂灌。 

仙林大学城本月共抽查 3个设施，其中主路 1条（文澜路）、次路

1 条（汇通路）、游园广场 1 个（文澜路小广场）。考核中发现的主要

问题有：一是行道树树洞未及时修补，如文澜路、汇通路；二是行道树

萌枝、枯枝，行道树缠绕物未及时清理，如文澜路；三是灌木、地被缺

株，如文澜路、汇通路；四是广场游园内杂草、杂灌、灌木枯死、地被

缺株，如文澜路小广场。建议仙林大学城养护单位及时修补早点睡树洞，

清除行道树上悬挂枯枝，消除安全隐患；及时清理行道树上缠绕物、清

除广场内枯死灌木，以及杂灌、杂草等；做好缺株植物的补植和补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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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行道树树洞、草坪缺株、杂草、杂灌、

一枝黄花，如神武路；二是垂柳上枯枝、灌木枯枝，如环湖路。建议环

湖办养护单位及时修复行道树树洞；及时清除垂柳上枯枝、清除绿地内

枯枝、杂草、杂灌和一枝黄花；做好路侧草坪的缺株补植工作，同时加

强肥水管理。 

南京南站本月共抽查 2个设施，其中道路 2条（六朝路、江南路）。

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树木支撑搭设不规范、易损伤树皮、绿

岛内地被缺株，灌木内有杂草、垃圾，如六朝路；二是灌木缺株，有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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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株，如江南路。建议南京南站养护单位加强树木支撑搭设规范化管理；

及时清除灌木枯死株和绿岛内垃圾；及时做好缺株灌木和地被的补植和

补植后的日常养护工作。 

夫子庙本月共抽查 3个设施，其中道路 3条（贡院西街、贡院街、

乌衣巷）。考核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一是银杏未及时抹芽、灌木中杂

藤，如贡院街；二是行道树未及时抹芽、行道树上枯枝、行道树蛀干害

虫、花箱内杂物缺株，如贡院西街；三是灌木、地被缺株，如乌衣巷。

建议夫子庙养护单位及时做好行道树抹芽工作；及时清除行道树上枯

枝；加强行道树蛀干害虫防治工作；及时清除灌木中杂藤；及时做好缺

株补植工作，同时加强日常养护管理。 

四、六月份绿化管理工作重点 

（一）做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园林绿化环境布置工作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全市营造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的浓厚氛围，市绿化园林局于 4 月 28 日下发《关于开展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周年园林绿化环境布置工作的通知》，拟会同主城六区在我

市园林绿化常态化花卉景观布置的基础上，通过新建主题绿化景点、立

体花坛、景观小品、花境等多种方式，围绕“主核心片，六纵七横线，

三十大节点”的总体布局，打造“百处景点、百里花道”，为全市人民

献上一幅“美丽精绣的新时代画卷”。6 月份各区要严格按照市绿化园

林局统筹的设计方案，认真组织，倒排工期，抓紧施工，力争 6 月 20

日前保质保量完成环境布置工作任务，以更加优美的城市景观喜迎建党

一百周年。 

（二）继续做好汛期的安全生产工作 

六月份我市将进入主汛期，各区要高度重视防台防汛工作，建立健

全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做好各类抢险物资储备、人员培训、设备检修工

作，确保防汛抢险工作的顺利完成。绿化管养单位要严防死守，绝不放

松，认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应对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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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灾害性天气，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继续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高温高湿天气极宜于各类病虫害的发生与危害，各区养护单位应加

强巡查工作，做好病虫害的预防工作。白蚁近年来在我市部分路段危害

有加重趋势，应引起重视。梅雨季节白蚁将进入飞分高峰期，此时可采

取喷雾、喷粉及饵剂系统方法灭治，使用的药剂一般为氟虫腈、虫螨腈、

氟铃脲、氟啶脲等。斑衣蜡蝉可危害多种园林植物，若虫危害高峰一般

在 6 月上旬左右，若发生量大可用 10%吡虫啉 2000 倍液或 20%啶虫脒

6000 倍液或 25%噻虫嗪 4000 倍液喷雾防治。同时须继续做好天牛和白

粉病的防控工作。 

（四）继续做好植物的浇水降尘工作 

高温天气来临，又是植物生长的旺盛期，蒸腾作用大，植物对水分

的需求激增，各区绿化管养单位应切实做好浇水工作，确保园林绿化苗

木的正常生长。特别是新移栽的苗木，需及时做好遮阳、浇水等日常养

护工作，保证补植苗木的成活率，杜绝反复补植，必要时移栽大树需挂

吊袋液补充水分和养分。 

（五）继续做好植物整形修剪工作 

重点做好养护范围内行道树的整形修剪和抹芽工作，绿岛灌木可结

合植物长势以及道路栏杆高度，适度修剪，修剪后的枝条要及时清理。

同时，要注意对生长混杂植物的清理、修剪，开花植物于花后进行适当

修剪、严禁重剪，确保花后观赏效果，修剪时主要以抹芽、疏枝为主，

并做好残花败叶的清除工作，保证园林绿化良好的景观效果。 

（六）继续做好杂草、垃圾、杂物清理工作 

气温炎热，雨水充足，杂草、杂灌、杂树苗快速生长，垃圾量也迅

速增加。各区绿化管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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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减少杂草与园林植物间水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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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做好水体环境质量改善工作 

气候炎热，水体极易滋生大量病菌，各区应加大设施内水体的保洁

力度，及时清理水体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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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继续做好广场游园及公共绿地的防疫消杀工作 

各区应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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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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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防控新

冠疫情，全力有序的推进养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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