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
市民反
映 的
情
况 ，

记 者
来 到 新

桥 西 路 ，
路两侧每隔

一定距离就有

一个树坑，但树坑里并没有树，只有杂草。
记者了解到，新桥西路是2014年开始大

修的，2015年投入使用，从通车到现在已经有
5年多了。“我就住在新桥西路附近，经常从这
条路走，路已经修好几年了，树坑一直荒着。”
市民李先生很心疼，“5年多时间就这么白白过
去了，如果路修好就种上树，现在已经是绿树
成荫了。”

为什么这条路修好了这么多年，路两侧仍
然光秃秃？

记者联系了市园林部门，相关负责人非常
重视，立即赶赴现场查看。经多方落实，这条
路两侧的绿化项目由凤凰台街道认领。

8月4日傍晚，记者联系了凤凰台街道市
容科，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5年前
她还不在这个部门工作，对当年是否接受了这
项绿化任务并不清楚。“我们也接到了12345
转办的工作单，这几天正在落实这件事情。”
李姓工作人员在经过一天落实情况后，于5日
傍晚告知记者，“新桥西路是住建局牵头建设

的，建好后已经移交
给市政养护，至于
种植行道树这件
事是否移交了，
还需要继续落
实。”

截至记者
发稿时，还未
有 落 实 结
果。

“每年夏天经过青年路，就感觉很幸福。
两侧参天的大法桐，将整条路呵护在绿荫里，
路上温度明显比别的路低好几摄氏度。”市民
张先生特别喜欢青年路的行道树——树冠阔
大的法桐，“这些行道树在酷暑盛夏带给我们
一丝清凉。”张先生说，很遗憾，曾经南大街两
侧也种植过法桐，后来南大街拓宽时移走了。

“银杏树生长慢，树冠小，不能带给人清凉的
感受”。

对此，记者采访了烟台市园林建设养护
中心于文胜副主任。“当年南大街两侧种植的
并不是法桐，而是在路中间隔离带栽植着法
桐，后来为了适应城市发展需要，拓宽南大

街，我市规划取消隔离带，我们只能忍痛将法
桐移走。南大街两侧原本是国槐，因为国槐
病虫害较多，且多年来长势并不好，经过专家
论证，将南大街两侧的行道树更换为银杏。”
于文胜副主任表示，银杏最初生长缓慢，但后
面生长速度就会加快，“作为行道树，银杏有
很多优点，树形好，颜色美丽，病虫害少，寿命
长，而且叶子含有特殊的物质，净化空气效果
相对更好。”

“如今，南大街部分银杏已经长到了胸径
40厘米以上，有一部分长势不好的银杏，跟
土壤土质有关，也和前些年用融雪剂以及部
分商户泼浇肥皂水、盐水等有关。”于文胜副

主任告诉记者，去年我市也曾探讨过是否
更换南大街的绿化树树种，最终经过各
方反复论证，决定南大街两侧仍然保留
银杏树。

“实际上，南大街两侧不管换什
么绿化树，都需要给它们成长的时
间，现在长势好的银杏树已经具备
了遮阴的功能，我们已经用胸径十
厘米以上的银杏替换了长势不好
的银杏，针对土质不好的树穴，
我们采取了更换土壤、扩大树
穴、增加养分等措施，给银杏
更好的生长条件。”

06
2020年8月1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刘希恒/美术编辑/曲通春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朝阳（一期）、所城历史文化街区被搬迁人：
兹定于2020年8月25日至2020年10月3日开展峰山

怡景回迁安置房选房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朝阳（一期）、所城历史文化街区协议搬迁范围内已签订

产权置换协议后交房且已领取选房顺序号的被搬迁人。
二、选房内容
1.选择峰山怡景安置房的被搬迁人按选房顺序号依次选

房；
2.选择南山嘉园安置房的被搬迁人必须按选房顺序号对

应的选房日期到现场确认，并凭原选房顺序号换取南山嘉园
安置房选房顺序号。

三、选房地点
海岸街18号（原亚朵酒店一楼大厅）

四、时间安排
（一）8月
25日001号—050号，26日051号—100号；
27日101号—150号，28日151号—200号；
29日201号—250号，30日251号—300号；
（二）9月
1日301号—350号，2日351号—400号；
3日401号—450号，4日451号—500号；
5日501号—550号，6日551号—600号；
8日601号—650号，9日651号—700号；
10日701号—750号，11日751号—800号；
12日801号—850号，13日851号—900号；
15日901号—950号，16日951号—1000号；
17日1001号—1050号，18日1051号—1100号；

19日1101号—1150号，20日1151号—1200号；
22日1201号—1250号，23日1251号—1300号；
24日1301号—1350号，25日1351号—1400号；
26日1401号—1450号，27日1451号—1500号；
29日1501号—1550号，30日1551号—1600号；
（三）10月
1日1601号—1650号，2日1651号—1700号；
3日1701号—1750号。
每天限定50个选房顺序号（上午25个号，下午25个

号），自早8：30开始（中午12：00至14：00休息）至当日选房
工作结束。

五、必备资料
被搬迁人本人按选房顺序号对应的选房日期携带选房

顺序号原件、搬迁补偿协议原件、交房验收单原件、身份证原
件和复印件等资料现场办理，如本人不能到场确需委托他人
办理的，受托人须持上述资料和受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授权照片电子资料办理。

六、注意事项
1.选房必备资料、证件不齐的不予安排选房；

2.请妥善安排时间，选房顺序号对应的时间提前30分钟
到选房地点现场选房，如逾期则顺延到下一时间段优先选房；

3.须服从工作人员安排，严格按操作流程办理，每户进入
选房室的不得超过2人，时间限定5分钟；

4.在办理搬迁签约手续过程中提交资料不齐的，本次选
房前须根据工作人员的通知补齐相关资料并于选房当日携
带补齐的资料交给现场工作人员签收；

5.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须持电子健康码进入选房区域并
全程佩戴口罩。

七、特别提示
因搬迁补偿协议预留手机号码为空号、

电话错误等原因，至今未能取得联系的选房
号为：346、379、414、989、1097、1169、1317
的被搬迁人，请及时与本通知所留电话联系，
并按本通知规定的时间参加选房，避免错过
选房期限，不能按选房顺序号选房。

咨询电话：6200653，6200708，6201553，666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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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一期）、所城历史文化街区

回迁安置房公开选房通知

一座城市如何在城市发展、城市建设、城
市绿化、人文关怀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环境保
护优秀企业家、烟台市人大代表、山东德利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德利认为，首先应从
源头上厘清责任，理清关系。

“有的建设单位只管建设不管栽树，后面
接管的单位又无权更改之前的规划，建管两层
皮，彼此脱节，才会出现那么漂亮的万达广场
的锦华街却没有一棵绿化树这样的事情。”于
德利代表认为，城市建设项目审批环节应该增
加一个“绿章”，也就是请绿化专业人员参与到
项目的审批中，“达不到绿化标准，这个章就不
能盖，项目就不能建设，绿化是否达标，和项目
质量一样重要，项目建设不能只考虑小区的绿
化，道路绿化也应该考虑在内。”

于德利代表认为，城市绿化不仅仅只是绿
化，更是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是城市文明的标
志之一，要把城市绿化当做艺术品去创造，坚

持宁缺毋滥、精益求精，对每项工程、每处景观
都要进行最优化、最精致的设计，既要统一风
格，又要和而不同，将每一处绿化都打造成经
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园林部门选择绿化树的时候应该慎重，
一旦选定了没有重大问题应该长期坚持下去，
绿化树作为一个文化元素，记载着城市的历
史，也记载着城市的发展，提升着城市的品位
和档次，折射着城市的人文情怀，几十年、上百
年老树是城市的灵魂和底蕴，如果绿化树木总
是还没长大就换一茬，一座城市就找不到根，
找不到灵魂。”

古树参天、绿树成荫、花木繁盛、风姿绰
约……希望美丽的港城成为一座值得细细品
味的城市，不仅因为它有山有海，还因为它有
着匠心独具、经得住欣赏、耐得住推敲的绿
化，有着承载着记忆和念想的古树，有着可
以随处触摸到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夏日炎炎，行道树成了市民关注的热点

路已修完多年，说好的“绿树成荫”呢？
“新桥西路修好五年多了，路两边还是光秃秃的，一棵树也没有……”“城中心万达广场南侧的锦华街上一

棵树都没有……”“每到夏天，经过绿树成荫的青年南路，就特别怀念烟台曾经的老法桐。作为土生土长的老
烟台人，真心希望老城区能绿意葱茏。”夏日炎炎，烟台民意通近期不断接到市民反映市区行道树问题的热线
电话。绿树成荫，是一座城市夏日最靓丽的风景，这背后不仅是广大市民对夏日港城景观的期盼，更反映着一
座城市行道树规划、管理等诸多细节。

锦华街两侧一棵树也看不到锦华街两侧一棵树也看不到

市民李先生特别关注城市发展和绿化，
他反映，万达广场建设得很漂亮，但其南侧
的锦华街两侧居然一棵树没有，二马路从一
中往东，绿化树也是“掉牙漏口”的，让人很
不舒服。

根据李先生反映的情况，记者又赶到了锦
华街。据知情人士介绍，锦华街属于当初万达
规划建设区片的一部分，对于已经建成且没有
绿化的锦华街，园林部门也是爱莫能助。

在二马路往东的路两侧，种植着长势良好
的银杏树和栾树，但记者发现，的确有部分路
段没有绿化树，没有绿化树的路段位于二马路
伯马山庄路口以东。

对此，烟台市园林建设养护中心绿化科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路段下面是国防电缆，
地下已经挖空，我们植树时向下挖了大约40公
分就挖到了盖板，这里土壤太浅，种不了树。”
绿化部门对此也很无奈，“我们也尝试过植树，

但种的树都死了，我们原打算抬高后做花坛，
但场地狭小，又会影响行人通行。”无奈，园林
部门在人行道南侧设置了绿化带，种植了矮的
绿化苗木。

记者发现，在这一段缺少树木的马路对
面，也就是二马路北侧，也有一段路没有绿化树
木。对此，烟台市园林建设养护中心绿化科的
工作人员说：“那边马路紧邻着居民楼，距离太
近，植树会影响路边居民的生活和安全。”

“ 目 前
市 区 主 干
道路主要
种 植 的
行 道
树有
银杏、

法 桐 、
国槐、白

蜡、栾 树、
黑松、五角枫

等。”烟台市园

林建设养护中心绿化科邹丹科长介绍，行道
树代表着一个区域或一座城市的气候特点
及文化内涵。选择行道树树种时，要考虑本
地区的环境特点以及植物的适应性。“行道
树树种的选择，首先原则上需要对城市街道
种种不良条件有较高的抗性，在此基础上要
具备以下条件：树冠大、发芽早，落叶迟而且
落叶延续期短，花果不污染街道环境，干性
强，耐修剪，干皮不怕强光暴晒，病虫害少，
寿命较长，根系较深，美化环境，没有安全隐
患等。”

烟台市园林建设养护中心副主任于文胜

介绍，目前掉絮絮、有安
全隐患的毛白杨已经被
淘汰，我市新增加了乡
土树种楸树作为行道
树。“行道树不能单
一，需要考虑生态
的多样性，以达到
生 态 平 衡 和 互
补，同时也让市
民在欣赏景观
时有更多的选
择。”

新桥西路：道路投用5年，两侧树坑一直空着

二马路：土壤太浅绿化树木无法成活

青年路：每次路过这里就感觉很幸福

园林部门：选行道树要适应地域，能遮阴、扮靓环境

民意通“借智”专家团专家：建设项目审批环节应增加一个“绿章”

YMG全媒体记者 曲彩云 通讯员 闫宏玮 张录伟 刘芷南 摄影报道

新桥西路修好五年多新桥西路修好五年多，，树坑还空着树坑还空着

二马路这一段路下面二马路这一段路下面
是电缆是电缆，，无法植树无法植树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