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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海绵城市，要有科学的规划方案——

管 好 水 才 能 建 好 城

随着城市的水泥建筑不断增

多，大量能够涵养水源的林地、

草地、湖泊、湿地被占用，导致

我国很多城市出现“雨季一来，

城市看海”的局面。新城新区的

规划建设如何避免重走老路？专

家指出，建设海绵城市是解决这

些问题的重要抓手

·海绵城市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瞳

近日，记者走进湖北武汉市青山区钢
城二中，只见两栋教学楼被花草树木包围，
路面铺上了全新的混凝土、透水砖，一条长
约 160 米的旱溪“装”满了鹅卵石，一座“海
绵+”理念的“生态厕所”正在紧张施工。

谁能想到，这里原来是座有名的“水
上”学校？校长李培根介绍，因建设年代久
远，学校地面比周边小区低，以前只要一下
雨，学校就内涝。去年暴雨期间，学校操场
积水1米多深，严重影响正常教学。

转机来自武汉市被列为全国首批 16
个“海绵城市”试点城市。钢城二中作为重
点工程纳入改造范围。“经过几个月改造
后，学校处处能感受到‘海绵’的存在。”葛

洲坝五公司青山区海绵城市项目技术负责
人刘江介绍，学校路面铺设的混凝土、步道
砖都有渗水功能，地下调蓄池可以蓄水
400 立方米，用于浇花、浇树、冲洗道路，雨
水可以循环利用。蓄水容量超标后，再通
过压力泵将水排入市政管网。

离钢城二中不远的天兴洲长江大桥青
山桥头下的桥南公园，占地 5.2 万平方
米，2011 年建成。“以前散步都不想去桥
南公园。”住在公园旁的红钢城社区居民
李女士说，之前公园内大面积黄土裸露，
草坪和花坛上杂草丛生，园内低洼处很
多，下雨时泥泞不堪，积水严重，居民都
不愿到公园玩。

去年，该公园被进行海绵化改造。记
者走进桥南公园，园内郁郁葱葱，下沉式绿
地便于收集雨水，广场铺设了透水沥青，景
色宜人。据了解，改造后的桥南公园，日均
人流量是改造前的3倍以上。

青山示范区是武汉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区域之一，预计全部项目将在今年 10 月底
前完工。据介绍，该示范区面积约 23 平方
公里，综合了老工业区、棚户区、老住宅区、
水敏感区和循环经济试点区等 5 种形态，
惠及人口近40万。

作为首批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武
汉已完成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计划在
未来 15 年内划分 171 个海绵城市汇水分

区，最终实现 80%建成区达到海绵城市建
设目标的要求。在规划的内涝防治上，重
点新改扩建出江泵站 18 座，建骨干通道工
程34条141公里，需进行退养、清淤及退塘
还湖的湖泊共 11 个；利用三环线防护林带
及中小型湖泊等构建生态内、外环，配合城
市公园抵御内涝。

短期内，根据《武汉市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武汉市计划完成 2015
年至 2017 年 3 年试点建设期，在青山和四
新两个示范区实施项目近 300 个，包括居
住小区、公共建筑、公园绿地和道路海绵性
改造等，到 2017 年，两大示范区内涝防治
标准将提高到50年一遇。

武汉:海绵城市试点步伐加快
本报记者 郑明桥

近年来，尽管中
央对各种城市评比表
彰项目多次进行了清

理整顿，但从基层来看，评比表彰项目仍琳琅满
目。单说评比表彰后的“头衔”，就有卫生城市、文
明城市、环保城市、园林城市⋯⋯

为取得这些“头衔”，不少城市全城动员，一些
城市更是费尽心思，想出了五花八门的迎检之
策。各种城市创优活动，其初衷本是“为民”。然
而，由于种种原因，创优被人为地标签化、功利化，
以人为本变成滋扰民众，长效工作变成临时突击，
即便创建成功，也难获群众认可。

如何防止城市创优“一阵风”？关键要彻底摒
弃“面子工程”的政绩观,让创优回归本质。要让
城市管理者认识到，无论创优何种城市，最终目的
都要给老百姓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不
断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如何让城市创优更有实效？应严格控制城市
创优项目，腾出时间为民谋实事；要规范评比表彰
程序，变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公开式、集中式的检
查评比为分散、随机、隐蔽的方式，让弄虚作假者
无计可施，使评比表彰活动真正成为推动工作开
展的有效手段。 （湖北 杨明生）

谨防城市创优“一阵风”
近年来，“大雨必涝”“雨停即旱”成为

我国很多城市的通病。这不仅给居民的出
行造成不便，还对整个城市水环境造成破
坏，对城市发展和居民安全造成严重危
害。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新城
新区建设不断提速，如何解决城市内涝、供
水、污染等一系列水管理问题，已成为摆在
城市管理者面前的头等大事。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镇水务与
工程研究分院院长张全表示，大量能够涵
养水源的林地、草地、湖泊、湿地被占用，是
导致内涝、水污染等问题的根本原因，而建
设海绵城市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抓手。

让城市更接近自然

综合采取“渗、滞、蓄、净、用、排”等措
施，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

海绵城市的核心是解决城市水的管理
问题，包括水环境、水安全、水文化等。具
体来说，涉及城市内涝、黑臭水体、环境污
染等与城市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
指导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家卓介绍，海绵城
市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
发挥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
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
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
化的城市发展方式。

“通过建设海绵城市可以让城市像海
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
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遇到降雨能够
就地或者就近吸收、存蓄、渗透、净化雨水，
补充地下水、调节水循环；在干旱缺水时有
条件地将蓄存的水释放出来，让水在城市
中的迁移活动更加‘自然’。”张全说。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镇水务与
工程研究分院副总工程师任希岩表示，通过
海绵城市建设，综合采取“渗、滞、蓄、净、用、
排”等措施，将 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
用，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目前，我国共有 30 个城
市参与海绵城市试点，并在老城区改造和
新城区建设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这得益
于我国对海绵城市建设的高度重视。早在
2015 年开始进行海绵城市试点之前，我国
已在科研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为推进海
绵城市试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任希岩说。

“不要将海绵城市想得过于复杂，它并
不是多么昂贵的‘奢侈品’，而是可以让城
市居民更接近自然的惠民工程。”张全表
示，增加街边绿地、排水管道扩容等都是海
绵城市改造的一部分，海绵城市建设没有

“高大上”的技术，而是更贴近百姓的生活。

让市民参与其中

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
让群众成为参与者才能更好地推进

无论是新城新区还是老城区，建设海
绵城市都是为了实现“小雨不湿鞋、大雨不

积水、环境更优美、功能更齐全”4个目标。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雨过天晴，坑洼

不平的路面会产生积水，甚至出现内涝。
但很多经过海绵城市建设的地区，只要雨
停了，路面基本不会有积水存留，居民出行
会更加便捷。此外，北方的一些地区通过
海绵城市建设，将雨水收集起来用于清洁
马路、洗车等，既节约用水，还向人们传递
了绿色生活的理念。”张全表示，通过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不仅可以让新城新区的发展
少走弯路，还可以让居民对所在城市更有
归属感。

以民为本是我国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
初心。据介绍，四川遂宁在推行海绵城市
建设的过程中，部分居民开始并不认同，认
为是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不支持改造工
作。但随着工程完工，路面积水、水污染等
问题被解决了，绿地、绿植等景观增多了，
对海绵城市建设的质疑声也不见了，甚至
有居民主动要求改造。

王家卓认为，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重
大的民生工程，新城新区建设要吸取我国
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经验教训，通过建
设海绵城市，从一开始就考虑如何最大程
度地减少内涝、减轻城市水污染。他表示，
针对内涝问题，新城新区建设要从山水林
田湖的保护入手，保护好低洼地，控制好场
地竖向，加强雨水源头减排，同时通过加强
管网建设，结合末端蓄排，减少城市看海的
频率；针对水污染问题，新城新区可以通过
源头面源污染控制、中途雨污分流、末端系
统治理等手段，提升城市水体环境质量。

“新城新区在建设海绵城市的过程中，
要让公众参与进来，把原本旁观的群众变
为参与者，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例如，通过对广场进行海绵系统改
造，使得下完雨后广场不积水了，跳舞的空
间有了，跳广场舞的大妈肯定举双手赞
成。”任希岩表示，新城新区建设海绵城市
还应以自然为主，实现水的自然渗透、自然
积蓄，使城市生态多样性得到改善。

让规划统领全局

要提前合理划定山水林田湖的空间格
局，为水留出出路和积存空间

目前，我国大部分海绵城市试点是新
旧结合，既有老城区改造，也有新城新区建

设。“新城新区的海绵城市建设是以目标为
导向，旧城区的海绵城市改造是以问题为
导向，二者之间存在着共性，也有很多不一
样的路径和模式。”王家卓表示，在新城新
区开工建设前就要设定好目标，避免出现

“新瓶装旧酒”的情况。
对于新城新区的海绵城市建设，受访

专家均表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系统、全
面、科学的城市规划方案来统领全局，做到
规划引领。哪些地方该开发，哪些地方该
保护，要在规划中写清楚、说明白；要提前
合理划定山水林田湖的空间格局，为水留
出出路和积存空间；充分发挥山水林田湖
等原始地形地貌对降雨的积存作用，植被、
土壤等自然下垫面对雨水的渗透作用，以
及湿地、水体等对水质的自然净化作用，努
力实现城市水体的自然循环。同时，及时
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加强对城市
坑塘、河湖、湿地等水体自然形态的保护和
恢复，禁止填湖造地、截弯取直、河道硬化
等破坏水生态环境的建设行为；恢复和保
持河湖水系的自然连通，构建城市良性水
循环系统，逐步改善水环境质量。

“过去我们对城市水系的规划不够重
视，近年来已经因为规划不到位吃了很多苦
头。而北京最早的城市规划在二环内留下
了许多‘海’，如北海、后海等，这些‘海’有效
防止了北京部分地区因大雨而产生内涝。”
张全表示，新城新区应通过海绵城市理念，
留下足够的水系，保证城市有一个良好的水
环境，并加快城市管道和污水处理等设施建
设，在清洁雨水的同时，为城市补水。

在新城新区建设过程中要贯彻生态文

明理念，秉持对生态影响最低的理念，合理
开发建设。“在新形势下，要实现两个转变，
一是从大刀阔斧地改变地形地貌向适度的
土地开发转变，二是从无节制地利用资源
向与自然合作共赢转变。”任希岩说。

新城新区建设海绵城市还需要制度保
障，尤其是土地出让、规划管理、建设管理
等配套制度要跟上。王家卓表示，新城新
区在出让土地时，应明确将建筑与小区雨
水收集利用、可渗透面积、蓝线划定与保护
等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作为城市规划许可和
项目建设的前置条件，保持雨水径流特征
在城市开发建设前后大体一致。同时，在
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施工许可等环节，要
将海绵城市相关工程措施作为重点审查内
容。此外，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应当写明
海绵城市相关工程措施的落实情况，提交
相关政府部门备案。

新城新区在建设海绵城市时应更加注
重管网建设，因其不仅能帮助地表承担一
部分排水功能，还可以对污水进行分流、净
化，解决水污染问题。例如，雨水从降落到
排放，清洁了空气、马路、排水管道，最后排
入河流或渗入地下水系，若不进行分流和
净化，会对整个水系造成污染。通过海绵
城市建设，可以对污水过滤净化以后再排
放，从而减少对城市水系的污染。

“新城新区在建设过程中还需打破部
门壁垒，在园林、市政、财政、规划等部门间
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协调机制，共同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任希岩表示，只要各方
形成协同效应，共同发力，就能为百姓建一
个经久耐用的海绵城市。

这是西安沣西新城中心绿廊，具有调蓄雨洪、防风固沙、净化空气、收集雨水、涵养水源的作用。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获批全国首批“海
绵城市”建设试点区，目前已初步构建起四级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四川遂宁
市河东新区慈
音街道办事处
棚户区改造拆
迁户在联富家
园 东 区 看 新
房。该小区是
四川省首个以
全“海绵城市”
高标准修建的
安置小区。

钟 敏摄

新华社南宁 7 月 18 日电 （向志强 何佳
瑶） 住酒店忘带身份证怎么办？只需出示手机
上的“电子身份证”扫码，也可办理住宿登记——
南宁市公安局日前启用“互联网＋警务”服务平
台，通过“i 微警”APP 平台，群众可以生成电子身
份证用于住宿、开锁登记，还能享受网上缴纳交通
违章罚款、出入境办证预约、户政业务预受理等多
项便民利民服务。

据介绍，群众注册登录“i 微警”APP 平台，进
入“电子证件”模块，依照要求录入相关材料及信
息，通过识别后，即可生成一张二维码图案的电子
身份证，这是南宁市公安局依托“智慧警务”建设
创新推出的一项便民利民措施。

目前，南宁的电子身份证可以应用于酒店入
住登记、开锁服务登记、大型活动身份核查等5个
场景中。据介绍，目前，南宁市有 32 家酒店支持
电子身份证入住登记。警方表示，今后将会进一
步拓宽电子身份证的应用范围，为市民提供更多
便利。

这一“i 微警”平台还研发了境外人员网上办
理临时住宿登记模块。境外人员入境后，只需输
入相关信息，并上传护照照片，不用跑派出所、社
区警务室，就可以轻松办理临时住宿登记。

除电子身份证、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i微
警”APP 平台还融入移动支付、交通违缴、智慧户
政、开锁服务、印章备案、出入境办证预约、流动人
口自助登记、重名查询、一键挪车等多项创新服务
应用。群众只需在手机上安装这个APP平台，就
可以享受网上办理各项公安业务的便利服务。

南宁启用电子身份证
住宿开锁扫码即可登记

人们在南京北极岩人防工程里纳凉休闲。7
月 15 日至 8 月 31 日，南京市免费开放 9 个防空洞
供市民纳凉避暑，部分纳凉点还提供免费茶水、
WiFi、便民药箱等服务。刘建华摄 （新华社发）

南京开放防空洞供市民纳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