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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一挥的5年间，常州的“版图”上：绿色又浓了，道路又密了，河道又清了，历史街区的老屋也重现昔日风采⋯⋯
这些变化，源自常州建设人坚持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精心规划、精致建设和精细管理。5年来，我市一系列大手笔、高效率、重自然的城乡建设项

目，迅速拉开了南北一体的城市框架，大力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了区域发展的无缝对接，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功能日趋完善，为全国文明城市、国
际花园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人居环境奖等重要荣誉的获得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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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建公园添新绿又建公园添新绿

冬风吹，黄叶飘，冬季的横塘河
湿地公园别有一番韵味。

就在两年前，地势低洼的公园原
址还是一片荒芜，方圆几里内一盏路
灯也没有，一到雨季就成泽国。

2014 年 11 月，横塘河湿地公园
示范区正式开工建设。经过一年多精
心建设，沼泽地里的淤泥被全部清除，
河岸地形经过重新调整，种上了绿树、
鲜花，公园里还修建了绿道、设置了健
身器材等。这个公园的建设目标是打
造成为我市核心区的绿色城市湿地公
园和常州本土植物园。所以，公园建
设过程中对许多海绵城市技术进行了
探索和尝试，园内的许多路面采用了
透水混凝土路面，确保路面不会积水，
路边看似普通的草坪下面，都敷设了
管网，植物和泥土吸收不了的水会通
过管网流到园内的河流和湿地。

公园示范区刚建好，附近青龙苑
等小区居民的幸福感就骤然提升。
家住青龙苑的戴婆婆每天早上都要
去公园走几圈，活动活动筋骨，再去
买菜；宋阿姨下午接了幼儿园放学的
小孙女，也会带孩子到公园里去转一
转，让孩子在没有车来车往的园路上
跑跑跳跳，而且可以看看树、认认花；
杨先生等一群白天还在忙碌的中年
人，则会在晚饭后，和家人一起到横
塘河公园散散步，与路上遇到的老邻
居们一起聊聊天。如今横塘河湿地
公园俨然已经成了周边居民生活休
憩、愉悦身心的乐园。

除了横塘河湿地公园，5年来，我
市相继完成丁塘河湿地公园、凤凰公
园、老运河北侧慢行系统、高架沿线生
态绿道、老运河南侧陶家村绿地等一大
批生态绿城建设项目，新增绿地189公
顷；同时正在加快推进皇粮浜公园、老
运河小九华地块等生态绿地建设项目，
最近刚刚建成了贺家塘河生态绿道，
基本完成了劳动西路与勤业路交叉口
绿地建设等功能项目。

这些生态绿城项目，让常州的河
岸成了绿坡，让马路成了绿道，让曾
经的一片片荒地成了城乡居民的休
闲乐园，市民们纷纷为生活在宜居的
常州感到幸福和骄傲。

修缮老街忆往昔修缮老街忆往昔

历史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青果巷是承载着常州悠久历史

的一条老街。
青果巷修缮保护工程启动以来，

作为建设方的市晋陵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多方征求文保专家、地方学者的
意见，尊重建筑应有的古建特色与河
景风貌，修旧如旧，精心保护修缮青
果巷历史文化街区的文保单位和民
居组团。阳湖县城隍庙戏楼、松健
堂、礼和堂、贞和堂、筠星堂等省级文
保单位及部分民居组团已完成修缮，
昔日风采得以逐步重现。

2015 年至 2016 年，青果巷修缮
保护工程完成了主道管线敷设、路面
铺装、南市河北侧驳岸栏杆等施工，开
展了4处文保单位和10处民居组团修
缮工作，并已基本完成 2 处文保单位
及7个民居组团，主道南侧规模初显。

另外，随着古建修缮工作的不断
深入，文化挖掘工作也正加快开展，
2016 年成立了常州青果巷历史文化
研究院，完成了联合攻关课题，将借
助专业力量组织古城古街、运河遗

产、名人资源、市井业态等方面课题
研究，为布展工作提供详实内容，周
有光图书馆等展馆布展工作正有序
推进，为文化、旅游、商业元素的有机
融合打下了扎实基础。

曾经让违章搭建改变模样的青果
巷，如今又渐渐焕发古色古香的本真韵
味。建设部门以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
修缮为重点，将历史文化元素全面融入
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从而实现名城保护
与城市发展统筹协调、相得益彰。

加密路网扩框架加密路网扩框架

年逾古稀的姜元大，每周都从新
北区的百丈乘车赶到红梅公园。

他说，每周能够逛两到三次红梅
公园、听票友唱戏，是因为现在的路
修得太方便了，公交车上一坐，就从
乡下到城里了，这在以前可是怎么也
想不到的事情。

5年来，我市以构筑城市骨架、完
善交通路网、提高服务水平为目标，
实施“提升中心、拓展南北”的空间发
展战略，在建成和完善“两纵”“三横”
市区快速交通网络和环城高架道路
以及7条贯通南北的城市主通道的基
础上，又建成了龙城大道隧道、青洋
路高架北延工程、晋陵南路、大明路、
玉龙路等城市骨干道路，实现了高架
环线快速路的闭合连通，进一步加密
了城市路网。

同时，配合轨道交通 1 号线、2 号
线的开工建设，全面实施了桃园路、
新堂北路、红梅南路、丽华路、同济

桥、正素巷、白云路等配套道路疏解
工程，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得到有效改
善，实现了城市建设由“筑形态”向

“优品质”的转变。

管管““窥窥““城市大更新城市大更新

市区“服役”二三十年的铸铁燃
气管，经过 10 多年有计划的改造，终
于在2016年提前完成更新任务。

上世纪80年代初，城市管道燃气
的最初气源为焦炉煤气，因铸铁管具
有耐腐蚀性强、连接方便等优点，当时
在国内被广泛使用。我市累计敷设过
各种口径的铸铁管360公里。但随着
铸铁管逐渐老化，以及输送气源从湿
性人工煤气到干性天然气的转变，铸
铁管接口易泄漏的弱点日益显现。为
此，常州港华公司自2004年起对燃气
管线进行普查，制订并实施了到2017
年全面完成改造的计划。

经过多年改造，剩下老旧铸铁管
都是集中在市中心交通密集区域的

“硬骨头”。2016年，港华公司终于啃
下了“硬骨头”，分三批完成了剩余
33.1公里铸铁燃气管的改造任务。

为了在交通压力相对较小的暑
期完成改造计划，港华公司调整方案
展开了夏季夜战。施工人员在太阳
西下、车流退去的时候，开始马不停
蹄地忙碌，经过围挡、开挖、埋管、路
面恢复等一系列工序，终于超前完成
了怀德中路、双桂坊、茭蒲巷、劳动西
路、清凉东路、清潭路等路段的燃气
管改造施工。

现在，市区老旧铸铁燃气管的改
造计划已经提前一年完成，成为全省
第一个完成铸铁管改造的城市。

除了燃气管道，城市照明方面也
通过各类技术手段有效提高了城市
照明设施智能化管理水平。五年来，
市区城市照明设施总量由 34 万盏增
至 43 万盏，增长 26.5%,城市功能照
明完善，城市道路装灯率始终保持
100%，城市照明智能化管理工作处
于全国领先水平。

尽心做好尽心做好““水水””文章文章

水是生命之源，是水乡之魂。
5 年来，建设部门一手抓安心饮

用水工程，让市民喝放心水；一手抓
污水处理工作，让河道流淌清水。

为了完善对常见水质污染事故
的应对措施，提升城市供水安全保障
能力，实现从“合格水”到“安全水”

“优质水”的跨越，魏村水厂和西石桥
水厂都在加快实施深度处理工艺改
造工程。改造完成后，水厂将对原水
增加预臭氧杀菌消毒等前期处理环
节，待完成沉淀、过滤等常规处理工
作后，再通过提升泵让自来水经过主
臭氧接触池和活性炭滤池进行深度
处理。自来水的深度处理工艺可以
有效处理微量有机物，常规出厂水的
COD 标准是小于 2 毫克/升，经深度
处理后可以降低到1毫克/升。

2016 年上半年完工的江边污水
厂管网扩建工程，在长江路增加了一
条长约 11.9 公里、最大管径达 2.6 米
的污水主干管网，南起黄河路，北至

黄海路，与江边污水处理厂大口径进
水管连通；该工程同时在惠家塘污水
泵站新建 1 座污水提升泵站，从而使
江边污水处理厂的污水输送能力由
30 万吨/日提升到 60 万吨/日，大大
增强了汛期污水管道的抗风险能力。

原本每天只有5万吨处理能力的
戚墅堰污水厂，经扩能改造，2016 年
日处理能力已提升到 9.5 万吨。在提
升处理能力的同时，还针对雨天水量
激增的情况，专门设计了雨天运行模
式，雨季高峰期污水日处理能力最高
可达18万吨。

强化管理优市场强化管理优市场

道路硬化、裸土绿化、标识清晰、
工舍整齐，5 年多来常州建筑工地早
已告别尘土飞扬的“脏、乱、差”形象，
变得像城市广场一样井然有序。

美丽的建筑工地源于有力的建
筑业行业管理。

5年前，我市建设工程招投标，采
用经济和技术“二元”评标法，投标企
业往往偏重于投标时的价格竞争和技
术措施的书面编制。2012 年起我市
率先在科学构建建筑市场监管平台的
基础上，推出“三合一”综合评估法新
模式，将建筑业企业的信用考核量化
结果应用于施工招投标工作，首开国
内工程建设领域诚信体系改革先河，
得到中纪委和住建部高度肯定。强化
精益建造理念，积极开展工程质量创
优治劣，加强建筑材料质量整治，从源
头保证工程质量，推广土建安装工程
创新做法，形成常州特色。实行住宅

交付样板房制度，让百姓放心购房、满
意住房，工程质量水平得到进一步提
升。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保
持高压态势，大力开展扬尘整治，积极
推行标准化管理，安全生产和文明施
工水平再上新台阶。

在此基础上，建设部门着力推进
简政放权，全力服务重点工程项目：
2013 年实现各类资质资格“一站式”
集中审批;2014 年施工图联合审查
分中心顺利建成投用;2015年推进建
设项目施工图“七图联审”等一系列
行政审批改革措施，深入推进信息
化、精细化管理，建设行业管理和服
务的质量效率得到全面提升。

同时，对重点招商企业、上市辅
导企业和各类重点项目，专门开通建
设服务“绿色通道”，主动对接，并对
完成规划审批手续的重点工程，在施
工许可前置手续办理、规费征收和档
案管理等方面提供上门服务。

成就属于过去，奋斗赢得未来。
2017 年是深入推进“十三五”创

新发展的重要时期，我市将紧紧围绕
和谐宜居、富有活力、特色鲜明的城
市建设发展要求，进一步尊重城市发
展规律，坚持产城融合方向，更加注
重生态环境改善和城市内涵提质，深
入推进城市功能建设，不断强化建设
行业监管，促进生产生活生态联动发
展，扎实打造功能完善、环境优美、宜
居宜业、特色鲜明的“精美常州”！

——打造打造““美丽常州美丽常州””55年纪事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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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塘河湿地公园

环高架生态绿道

戚墅堰污水处理厂

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 青洋高架二期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