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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市容建设和城市绿化“十二五”规划 

天津市市容建设和城市绿化“十二五”规划深入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五个下功夫、

见成效”、“四个着力于”等指示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生态城市、构筑

生态宜居高地为目标，结合天津市发展实际，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统筹兼顾、

节约集约。该规划为建设独具特色的国际性、现代化宜居城市营造良好的环境载体功

能和可持续发展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一、“十一五”时期回顾和现状情况 

（一）环境卫生行业 

1、“十一五”主要成效 

（1）逐步更新环卫专业车辆，提高环卫作业能力。 

（2）加快了城市环卫设施建设，垃圾收运、处理能力提高。 

（3）加大公共厕所建设步伐。 

（4）启动市区粪便和餐厨垃圾逐步正规处理。 

（5）环卫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2、现状概况 

（1）生活垃圾清运量。 

根据天津市市容委 2010 年统计数据及分区调研结果，2010 年天津市生活垃圾平

均清运量约为 5680 吨/日。其中市内六区平均清运量为 2582 吨/日，滨海新区平均清

运量为 1182 吨/日，环城四区平均清运量为 1006 吨/日，五区县平均清运量为 910 吨/

日。 

（2）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现状。 

至 2010 年底，全市共建有生活垃圾处理场 9 座，其中卫生填埋场 7 座，焚烧发

电厂 2 座。生活垃圾处理场总处理能力为 5900 吨/日。目前垃圾处理方式以填埋为主，

2010 年焚烧、填埋的实际比例为 69：31。 

  （3）餐厨垃圾及粪便处理现状。 

2010 年全市餐厨垃圾产生量为 966 吨/日，粪便产生量为 3909.12 吨/日。天津市

城市地区的粪便主要经化粪池直接进入市政排水管网，绝大部分粪渣无处倾卸，清掏

出的粪渣又导排入市政管道。目前大部分餐馆的餐厨垃圾也没有集中收集、规范处理，



天津市市容建设和城市绿化“十二五”规划 

 2 天津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 

部分混入生活垃圾，部分直接运至郊外（2009 年天津市在西青区潘楼和汉沽区建设

了 2 座粪便处理厂，另在津南区建设 1 座餐厨垃圾处理厂目前已试运营）。 

（4）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现状。 

    天津市城镇生活垃圾为混合收集，基本做到密封收集，日产日清，压缩收集率达

到50%以上。收集方式采取人力与机械相结合，部分由压缩车直运至垃圾处理厂，部

分通过垃圾转运站转运。 

    截至2010年底，全市共建有大、中型垃圾转运站6座、小型垃圾转运站223座。大

部分农村地区未建立垃圾收运系统。 

 

   

   
 

 
天津市中心区垃圾收集运输流程示意 

 

（5）其他环卫设施。 

至2010年底，全市建成公共厕所1378座。 

3、存在问题及分析 

（1）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布局不合理。 

随着天津市社会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原有处理设施的布局已不能满足城市

发展的需求。 

（2）垃圾处理设施能力低。 

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处理能力虽然达到 5900 吨/日，但还有大部分乡镇垃圾未进入

垃圾收集处理系统；“十二五”期间，随着人口的增长，垃圾产生量还会进一步增加；

现有的汉沽、蓟县垃圾填埋场库容已接近封场，不能满足规划期需求；部分垃圾填埋

场渗沥液处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配套设施有待提升，总处理能力还有较大缺口。 

（3）资源化率低，垃圾源头分类进展缓慢。 

天津市生活垃圾采取混合收集模式，原生垃圾直接填埋或焚烧处理，由于垃圾未

经过分类，增加了处理难度和运行成本，使得垃圾中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生活垃圾

源头分类收集工作进展缓慢，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设备及分类收集的整体规划。 

（4）五区县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建设滞后。 

    五区县生活垃圾收集和处理设施不足，尤其是村镇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大部分地

大型转运站 小型转运站 

垃圾处理厂 垃圾收集车  

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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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活垃圾只做简单的掩埋处理，造成农村乡镇地区污水、恶臭、飘尘等环境污染问

题。 

（5）粪便和餐厨垃圾的处理能力低。 

天津市已建成的粪便和餐厨垃圾处理厂仅能满足中心城市部分地区使用要求，设

施覆盖面小，处理能力低，仍然存在粪便和餐厨垃圾污染的隐患。 

（6）环卫工人作息场所、环卫车队、垃圾转运站及公共厕所布局不合理、设置

数量不足、标准低。 

城市建设中，拆迁改造区域内的垃圾收集站被拆除后，未能及时补建，导致部分

区域环卫设施严重缺乏。市区环卫工人作息场所设置数量和用地面积均达不到《城镇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的要求，设置数量、占地面积均不达标，天津市现有公厕总

数1378座，一类、二类公厕数量仅占总数的23%，大大低于建设部颁标准；乡镇地区

小型垃圾转运站覆盖面低，设备陈旧落后，城市地区部分小型转运站需改造升级。 

（7）道路机械化清扫率低，清雪能力有待提高。 

部分区县由于运行经费、车辆停放场地、维修设施配套不足等因素，影响了扫

道机械化的发展，机械化清扫水平有待提高。冬季道路融雪需要引进环保型融雪剂及

清雪设备，提高清雪作业效率。 

（二）城市绿化行业 

1、“十一五”主要成绩 

（1）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绿化建设成效显著。 

“十一五”期间，着力解决资金筹措、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等矛盾和困难，逐步构

建和完善分布合理、植物多样、景观优美的城市绿化体系。全市建成区新建各类绿地

8577 万平方，保持了年均 1700 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规模，2005—2009 年园林绿地增

幅达 14.2%。2010 年末，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达

到 32.06%、27.99%和 8.56 平方米。已有塘沽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区，蓟县被评为国家

园林县城。 

（2）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城市环境明显改善。 

相继于 2008—2010 年开展了迎奥运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新一轮市容环境综合整

治和“奋战 300 天”市容综合环境整治，提升绿化景观水平，拉动绿化建设工作。尤其

是 2009 年，新建和提升改造绿地 2856 万平方米。水上公园、南翠屏公园、人民公园



天津市市容建设和城市绿化“十二五”规划 

 4 天津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 

等 8 个综合性公园提升改造成效显著，相继免费开放；新建提升的 49 个街心公园，

成为功能齐全、方便舒适的休闲、游乐、健身场所；建成京津塘等 6 条高速公路 507 

公里沿线 5285 万平方米绿化带、京津城际铁路等 209 公里铁路沿线绿化 601 万平方

米，形成了乔灌结合、自然流畅的绿色通道；改造提升 72 公里外环线两侧绿化 494

万平方米，完成市区 256 条道路两侧绿化 1560 万平方米，创新断面绿化形成，合理

配置乔灌花草，形成了天津城市道路绿化特色；改造提升二级河道 104 公里沿岸绿化

213 万平方米。通过堤岸绿化与水系治理相融合的艺术造景，形成了水清岸绿的视觉

效果；以艺术植绿为主，建设城市精品绿地组团，建成大型绿地 46 处，采用现代技

术，新增和提升绿地 2412 万平方米，实现了西方疏林草地与东方盆景艺术的有机融

合，形成了天津独特的绿化特色。 

（3）加大园林景区管护力度，科学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积极吸纳有利于保护、管理、利用的先进理念、先进机制和先进经验，强化园林

景区绿化的建设和管理。组织开展了以“争创园林城市，绿化美化津城”为主题的全民

义务植树活动，营建全民“建绿护绿”氛围；加大绿地养护管理力度，出台了《天津市

园林绿化养护标准》（试行），绿化养护定额调整到每平方米 7 元。 

2、主要经验 

（1）上下重视，各方联动，提高城市绿化水平。 

5 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部门合作，社会参与。得到了市建设、

规划、土地、交通等多部门支持，市、区（县）联动，积极做好园林绿化的协调、规

划。社会各界也积极投入到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中，部队、院校、工矿企业等单位加大

工作力度，做好各自单位及门前三包范围内的绿化。 

（2）加强园林绿化规划，提升城市整体绿化品位。 

2008 年，组织编制了《天津市中心城区及环城四区绿地系统规划（2008—2020

年）》，弥补了绿化行业专项规划空白，进一步提升园林绿化行业管理水平和服务质

量。各区政府也在全市整体的部署和指导下，结合区域总体规划，编制本区（县）“绿

地系统规划”，进一步提升了城乡绿化建设和管理水平。 

（3）加强园林绿化队伍建设，为城市园林绿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一是进一步健全、完善园林法规体系，《公园管理条例》等正在研究立法工作，

逐步形成较完备的城市园林绿化法律规章体系，使天津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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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了法制化轨道。二是进一步加快园林科研建设。加大园林科研投入，强化园林科

研力度，以科技来推动园林绿化新发展。三是进一步加快园林执法队伍建设。对全市

违法毁绿、违章违规园林绿化行为予以坚决查处，市、区两级园林部门与行政执法部

门每年都要搞综合整治，着重抓好城市主要干道、主要街道的巡查。 

3、存在问题及分析 

（1）城市绿地总量需要进一步增加。 

城市绿地系统建设发展不平衡，结构布局不合理，“三率”指标偏低，中心城区绿

地缺乏，城市绿地总量不足，尚未形成完善的城市绿地系统，城市绿地作为城市基础

设施的综合功能和效益尚未充分发挥出来，与城市定位、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生活需

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中心城区与区域联系的楔形绿地、新风通道、绿化廊道尚未系

统形成；隔离地区绿地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与中心地区绿地的有机联系不够；地区

集中公园绿地尚未达到均匀分布，生态作用不够突出，服务半径尚未完全满足城市绿

地要求，城市热岛效应比较突出。 

（2）绿化资源保护管理水平和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随着天津市绿地总量和森林资源总量的迅速增加，保护和经营管理的任务越来越

繁重，责任重大。现阶段管理的手段和技术与现代化的园林绿化管理的要求差距很大，

建设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天津市城市绿化条例》急需修订，

需要制订《天津市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等。根据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需要，要充分发挥森林和绿地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必须全面加强园林绿化管

理，更新理念，创新机制，不断提高绿化资源的保护管理水平。 

（3）园林绿化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与天津市发展水平相比，园林绿化基础薄弱。科研、技术推广和林木优良种苗

不适应新形势下园林绿化发展的需要；信息化管理与应用需进一步加强；园林绿化基

础设施不适应园林绿化发展对科技支撑的要求。 

二、指导思想、规划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总体指导思想 

本规划依照相关规范标准，指导城市市容和园林行业建设管理，以问题为导向，

以指标为方向，以任务为支撑，以项目为依托，按需测算和配建公益性设施，不断提

升城市载体功能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规划编制力争兼顾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双方面

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与年度建设及管理工作计划相对接，做到有规划、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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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步骤、有安排，随年度全市工作重点任务部署进行动态调整，指导、完善年度工作

计划。 

环境卫生行业遵循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循环经济理论。

按照 “十二五”天津市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科学预测天津市环境卫生事业发展的需

求，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建立城乡统筹、布局合理、技术先进、

能力充足、环保达标、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现代化环境卫生设施体系，使天津市城市

环境卫生事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生态优先；因

地制宜，节约集约；坚持风险防范、公共安全的规划原则。 

城市绿化行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为目标，紧紧围

绕市委“一二三四五六”的战略部署，因地制宜，充分发掘和利用天津山水生态资源，

实施“绿色天津”战略，构建与“生态宜居城市”相匹配的都市绿地系统，使天津的城市

面貌更美、生态环境更优、人居环境更佳。坚持“政府组织、城乡统筹、群众参与、

统一规划、讲求实效”的原则，规划至2015年底，加快各类绿地建设步伐，实施“增绿

量，调结构”，全市“三率”指标达到和超过国家园林城市标准，实现生态城市人均公

共绿地指标要求，基本实现国家园林城市主要绿化指标。 

（二）规划总体目标 

环境卫生行业要形成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网络，改造和优化技术工艺，积极

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工作，促进生活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十二五”期

末，市内六区道路、滨海新区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70%以上，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到 100%，资源化利用比例达到 50%以上，建立完善的生活垃圾处理监管体制机

制。建立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的模式。初步形成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网络。提高乡镇垃

圾收集率，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并推进垃圾处理向减量化、资源化发展；中心城

市地区实现餐厨垃圾和粪便的规范化集中处理；完善城镇地区环卫基层单位、停车场、

休息场所、环卫设施的设置和建设，提升天津市环卫系统的服务水平和机械化作业能

力；探索城镇及农村分类收集的模式，控制生活垃圾总量；健全环卫系统的信息化管

理和法规体系，使环卫管理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初步建立城市环卫应急系统，

提高城市应急功能及处理突发事件能力。 

城市绿化行业要构建以公园绿地为主体的城乡一体化都市生态绿地系统，积极推

动可绿化地块实施城市绿化，营造大绿、生态氛围。“十二五”期末，城市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绿地率和人均公园绿地指标力争达到 35%、30%和 10 平方米以上，整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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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并趋向良性循环，进一步满足市民群众休闲服务的需求。 

三、主要规划内容、范围、期限和依据 

（一）主要规划内容 

1、完善和提升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引进先进成熟的垃圾处理新技术、新工艺和

综合处理模式。同时，建立健全垃圾收集转运系统，提高环卫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2、推进建设集展览、休闲、娱乐、科研、科普于一体的半放养式城市动物园和

集植物观赏旅游、生态休闲度假、植物科研中试、科普文化教育、种质资源保存等为

一体的综合性植物园，达到国际先进、国内一流标准。 

3、以公园绿地建设为龙头，完善独具特色的都市绿地系统。在严格保护现有绿

地的基础上，鼓励和引导中心城区临时绿地转化为永久性绿地，各类新建项目绿地率

配套指标依法不低于 35%，全方位实现绿地量增加和景观提升。 

4、进一步加强政府引导，增进规划、建设、土地、环保等职能部门的协调，实

现各类建设项目中环卫设施、园林绿化等配套设施建设的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和同步

实施建设，形成政府引导、专业管理、部门监督、社会参与的良好机制。 

5、充分考虑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的公益性城市基础设施属性，前瞻性保障城市

绿化规划用地和环卫设施建设用地的土地供应。 

6、城市管理逐步实现网络化、精细化和长效化，大力宣传和倡导文明的生活方

式。 

（二）规划范围及期限 

规划范围原则为全市域范围，城乡统筹，同时兼顾结合管理重心下移及各相关

专业实际管理范畴确定，规划指标为城市建成区（规划区）范畴，遵循相关行业规范

要求。规划期限为“十二五”期间，即2011—2015年，共计5年。现状数据为2010年统

计数据。 

（三）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环境污染防治法》； 

5、《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57 号，2007 年 4 月）； 

6、《关于加强城市公共厕所建设和管理的意见》（建城[2008]1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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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城市绿化条例》； 

8、《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9、《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10、《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国发[2001]20 号）； 

11、《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12、《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 50337—2003； 

13、《城市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 47—2006； 

14、《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 14—2005； 

15、《城市生活垃圾产量计算及预测方法》CJ/T 106—1999； 

16、《天津市生活垃圾中转站运行技术规程》J 10518—2005； 

17、《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2010 年 4 月）； 

18、《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 

19、《天津市城市管理规定》（天津市人民政府，2010 年 2 月 11 日）； 

20、《天津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 

21、《天津市地方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22、《天津市生活废弃物管理规定》（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 1 号，2008 年 2 月 22

日）； 

23、《天津市生活废弃物收集运输环境卫生质量标准》（津容环[2005]第 143 号文

件）； 

24、《关于对建设工程渣土和散体建筑材料运输车辆实行密闭运输的通告》（建质

安[2005]277 号）； 

25、《天津市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管理规定》（1993 年 05 月 10 日）； 

26、《天津市城市绿化条例》； 

27、《天津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 

28、《全国城镇环境卫生“十一五”规划》（建设部）； 

29、《关于开展全市“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天津市发改委）； 

30、《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 年）》； 

31、《天津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32、《天津市各区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33、《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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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天津市各区县城乡总体规划》； 

35、《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36、《天津市滨海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37、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资料。 

四、规划战略内容和重点任务 

（一）环境卫生行业 

1、供需平衡分析 

根据天津市不同地区垃圾产生量调研结果，经分析预测2015年天津市内六区、

滨海新区平均值为0.9公斤/（人•日），环城四区平均值为1.0公斤/（人•日），五区县平

均值为1.2公斤/（人•日）。根据天津市“十二五”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十二五”期间天

津市人口规模控制在1600万以内，根据人口情况，预测天津市2015年垃圾经分类收集

减量后总产生量为13383吨/日。 

“十二五”期间全市扫道面积将增加1倍以上，达到135.4平方公里。主要增加在环

城四区、滨海新区和新城地区。 

预测 2015 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中灰土含量和容重逐年降低，

有机物含量和垃圾热值呈上升趋势，垃圾中可回收物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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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5 年生活垃圾物理成分预测 

 

天津市 2015 年生活垃圾总产量预测为 13383 吨/日。按照规划目标，生活垃圾处

理能力有较大缺口。餐厨垃圾、粪便处理设施及其他环卫设施的服务能力也存在明显

的供需矛盾。 

2、垃圾处理对策 

按照天津市总体规划的城市定位，参照国内大城市及国外发达国家发展思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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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情和天津实际情况，初步确定天津市选择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工艺和规划建设生活

垃圾处理设施的基本原则。 

（1）坚持引进先进、成熟的垃圾处理新技术、新工艺；因地制宜，采用多种处

理方式结合处理模式。 

（2）卫生填埋作为垃圾处理的最终处理方式，应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集

约节约用地的前提下，合理规划布局卫生填埋设施，逐步实现最终废弃物填埋。 

（3）在分类收集前提下，提倡采用生物处理技术工艺。 

    （4）结合实际情况，巩固、完善、提高现有垃圾处理厂处理技术和管理水平。 

（5）中心城市宜采用焚烧与填埋相结合的处理方式，以焚烧为主；五区县综合

考虑其经济发展及用地情况，主要采用卫生填埋处理并适当选择生物处理方式。 

（6）加强垃圾源头管理，实施垃圾总量控制。采取源头分类与后端分选相结合，

逐步实现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置，达到减量化和减轻后期处理难度的目的。 

（7）因地制宜地处理乡镇和农村生活垃圾，按照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输、区

（县）集中处理模式，并最大限度实现就地减量。 

（8）“十二五”期间建筑垃圾仍以填海和土地回填为主要出路。少量大件垃圾可直接

焚烧处理。 

3、其他环卫设施设置标准 

（1）小型垃圾转运站。 

    垃圾转运站宜靠近服务区域中心或生活垃圾产量多且交通运输方便的地方，不宜

设在公共设施集中区域和靠近人流、车流的集中地区。 

    中心城市及新城以3~5平方公里的服务范围设置小型垃圾压缩式转运站，转运量

为10~40吨/（日·座）。配合各地区大型垃圾中转站，形成一、二级垃圾转运网络。 

    乡镇及农村地区各乡镇及农村每3万人设1座小型压缩式垃圾转运站，低于3万人

的乡镇，每镇设1座，不足1万人的乡镇及农村不设，转运量为 10~60吨/（日·座）。 

（2）基层环境卫生机构。 

城市地区每5万人设1个，乡镇每镇设置1个，其他地区不设。 

（3）环卫汽车队。 

    环卫汽车队宜设置在服务区范围内以减少空驶里程，同时应避开人口稠密和交通

繁忙区域。城市地区每个行政区设置2~3个，每个车队服务约25~30 平方公里。 

（4）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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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用地性质不同设置，逐步满足4-7座/平方公里的部颁标准。 

环卫设施设置标准 

序号 设施名称 
城镇环卫设施 

设置标准 

城市地区 

（含新城） 
乡镇及农村地区 工业区 

1 
小型垃圾 

转运站 

2~3平方公里 

设置1个 

每3~5 km2 

设置1个 

镇区每3万人设1个，
低于3万人每镇设1
座；农村及不足1万
人建制镇不设 

不设 

2 
大型垃圾 

转运站 

运距超20公里 

设置1座 

运距超过20公
里以上设1座 

— — 

3 
基层环卫 

机构 

1~5万人 

设置1处 
每5万人设1个 

每个镇区设1个， 

农村不设 
不设 

4 环卫汽车队 

根据需要设置， 

宜在服务区内 

考虑 

每个行政区2~3
个车队，每个车
服务25~30平方
公里 

每个镇区设1处停车
场，与基层机构合
建，农村不设 

根据需要 

设置1~2处 

5 
环卫工人 

作息场所 
0.8~1.2万人/座 

每 1.2万人设 1
座 

镇区:1处/0.8~1万人 

农村:1座环卫站/村 

1处/ 

4~5 平 方公
里 

6 公共厕所 
根据用地性质 

不同设置 

4~7座 /平方公
里 

镇区：4座/平方公里 
1座 /平方公
里 

4、主要任务 

（1）垃圾处理和环卫配套设施 

    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调整垃圾处理设施布局，提高垃圾处理能力。“十

二五”期间规划建设 10 座以上垃圾处理设施，在规划期末总处理能力较“十一五”期

末能力翻一番。 

中心城市垃圾处理的布局为 5 个垃圾集中处理区，即北辰、东丽、大港、汉沽、

津南。实现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填埋两种处理方式的优势互补。同时，垃圾填埋场

作为应急处理场，接纳垃圾焚烧发电厂检修及突发事件应急的垃圾处理。 

北辰处理区：现设有双口垃圾填埋场和青光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启动青光垃圾

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双口垃圾填埋场改造后，增加前处理功能，运行规模为 1200

吨/日。主要服务于红桥区、南开区、和平区（通过潘楼转运）及北辰区和西青区部

分区域。 

东丽处理区：规划在东丽区欢坨村南建设处理规模 1000 吨/日的贯庄垃圾焚烧发

电厂、第二垃圾综合处理厂。垃圾综合处理厂规划设置垃圾分选设施，垃圾经分选后

部分高热值垃圾送贯庄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处理，部分有机垃圾进行生物处理，不可

利用的填埋处理。服务于河东区、东丽区、河北区及北辰区部分区域。 

津南处理区：现设有双港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大韩庄垃圾填埋场。大韩庄垃圾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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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改造后，增加前处理功能并优化工艺，处理能力为 1000 吨/日。服务于河西区、津

南区及西青区部分区域。 

汉沽处理区：现有处理能力 200 吨/日的汉沽垃圾填埋场，规划在现有垃圾填埋

场以南建设滨海新区汉沽垃圾焚烧发电厂。服务于汉沽、塘沽部分地区。 

大港处理区：现有大港垃圾填埋场处理能力 400 吨/日；规划原处理厂以南，大

港发电厂东侧，建设滨海新区大港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规模为 1000 吨/日。服务于

大港和塘沽部分区域。 

五区县实现本区域各自处理功能。 

2015 年天津市垃圾处理厂设施能力预测 

名称 
处理能力 

（吨/日） 
拟建时间 备注 

双口垃圾填埋场 1200 已运行  

青光垃圾焚烧发电厂 600 已运行  

青光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 800 2012年  

贯庄垃圾焚烧发电厂 1000 2011年  

第二垃圾综合处理厂 1100 2013年 一期工程 

第一垃圾综合处理厂 1000 2014年 一期工程 

大韩庄垃圾填埋场 1000 已运行  

双港垃圾焚烧发电厂 1200 已运行  

滨海新区汉沽垃圾焚烧发电厂 1500 2011年 续建，一期工程 

滨海新区汉沽垃圾填埋场 200 已运行 “十二五”期部分关闭 

滨海新区大港垃圾焚烧发电厂 1000 2011年 一期工程 

滨海新区大港垃圾填埋场 400 已运行  

中心城市合计 11000   

武清雍泰垃圾处理厂 200 已运行  

武清垃圾综合处理厂 500 2013年  

宝坻泉泰垃圾填埋场 400 已运行  

宝坻垃圾综合处理厂 300 2013年  

静海垃圾综合处理厂 300 2011年  

静海垃圾填埋场 400 2015年  

蓟县垃圾填埋场   “十二五”期间关闭 

蓟县垃圾综合处理厂 600 2013年  

宁河垃圾综合处理厂 300 2013年  

五区县合计 3000   

全市合计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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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整垃圾处理结构，完善填埋场处理设施，提升资源化利用率。 

加大焚烧发电厂和综合处理厂建设。市内六区建设以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主，五区

县建设以综合处理厂为主。改造双口垃圾填埋场、大韩庄垃圾填埋场，通过建设和改

造增加垃圾分选前处理设施，优化工艺，更新部分作业配套设备，逐步消除原生垃圾

直接填埋，逐步实现垃圾分类处置。加强垃圾处理厂治理污染设施的建设，完善垃圾

填埋场渗沥液处理功能。加强垃圾源头管理，城镇有条件的物业管理的小区设置垃圾

分类装置，建立垃圾分类收集示范小区。通过制定法规、宣传教育和政策引导，鼓励

居民自觉参与源头分类，逐步扩大分类收集覆盖面。农村地区推行垃圾分类收集，因

地制宜地处理灰土和有机垃圾。将农贸市场、学校、公园、企事业单位等垃圾分类收

集，分类处理。“十二五”末生活垃圾焚烧、填埋、生物处理比例为 45：40：15。 

    （3）完善垃圾收集转运系统，实现垃圾收运系统的全覆盖。 

调整、完善现有的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彻底改造现有的简易垃圾转运设施，合理

布局，建设以小型垃圾转运站为主的服务网络。市内六区服务半径为 1.5 公里，新城

地区为 2 公里以内，农村以镇为单位建设。五区县在运距超过 25 公里的地区建设大

型垃圾转运站。提升转运站的转运能力和环保设施水平，实现生活垃圾收集、清运、

转运全过程的密闭化压缩运输。建立大件垃圾及建筑垃圾申报收集制度，定期定点收

集。 

规划新建大中型垃圾转运站名录 

序 

号 
垃圾转运站 位置 

规模 

（吨/日） 
拟建时间 

占地面积 

（hm
2） 

1 宝坻垃圾转运站 宝坻区牛家牌乡 100 2011年 1 

2 蓟县垃圾转运站 蓟县新城 400 2012年 1 

3 静海垃圾转运站 蔡公庄附近 300 2013年 1 

合计  800   

（4）推进粪便和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进程。 

    在大型餐饮场所、宾馆、学校、公园等地区建立餐厨垃圾处理站，源头消纳处理

餐厨垃圾。其它餐饮业产生的垃圾采取集中处理的方式，统一收集，集中处理。推进

津南区为全国餐厨垃圾无害化试点区工作，促进中心城市粪便和餐厨垃圾的无害化、

资源化处理工作。 

（5）规划建设其他环卫配套设施，建立健全环卫管理服务网络。 

全市分年度建设小型垃圾转运站共计 170 座；环卫停车场 41 座（主要建于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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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雪站 19 座（主要建于新城）；购置各类环卫车辆 2000 余辆。遵循“文明、卫生、方

便、适用、节能、环保”的指导思想，逐步改造现有的二类以下公厕；同时整合社会

资源，将一部分社会厕所（加油站、大型商业、地铁、公交车站等）纳入全市公厕的

统一服务范畴，改善群众如厕条件。结合实际，规划建议全市“十二五”期间新建和提

升改造公厕，使规划期末全市公厕总数达到 2000 座左右。 

（6）科学化管理 

    利用现有的数字化平台，加强对环卫作业质量（环卫车辆、环卫设施运行和三废

排放）的监管力度，提升管理水平。完善环卫管理法规、标准、规范和管理条例（餐

厨垃圾、粪便处理、环境卫生保洁及融雪作业质量、设施设置等管理规定和细则) 。

制定环卫专业不同层次的规划，尤其要深化滨海新区、新城地区环卫发展规划。积极

发挥科学技术对垃圾处理工程的支撑作用，积极探索引进节能减排、资源化利用的垃

圾处理新工艺、新技术，培养和引进垃圾处理技术和管理人才。 

（二）城市绿化行业 

1、规划建设思路 

（1）规划管理工作。 

编制完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服务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天津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分支，是对城市总体规划的深化。根据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调

整纲要，不断深化和完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工作。规划将突出资源的合理利用和

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协调好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努力形成完整、健全的

城市绿化体系，充分发挥规划管理的龙头作用，为天津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前提条件；

指导区县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和小城镇绿化规划工作。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强化

区域生态平衡及环境保护，维护城市固有的生态格局，在以中心城市、滨海新区为核

心的基础上，通过指导编制好各区域绿地系统规划，形成完善健全的区域生态网络，

保证市域绿地系统布局的优化，提高其综合生态功能。加强城市结合部绿化及小城镇、

乡村的生态绿化建设，以城郊结合部道路、水系为依托，建立以绿化为主体的生态廊

道，构筑城市、城郊、乡村多层面的绿化空间体系；开展“南北生态”建设规划。提高

自然保护区的管护能力，以保护和恢复中心城市南北两大片湿地为重点，控制湿地退

化，保护湿地资源。加强大黄堡、北大港、团泊湖、七里海 4 个重要湿地保护区域的

湿地保护和管理，逐步改善七里海水库水源状况，切实保护七里海芦苇湿地、东海水

库及现有的鱼塘、虾池、稻田和小水库等其他水面；试点开展城市绿线划定工作。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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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贯彻建设部关于《城市绿线管理办法》，保护绿化成品设施。“十二五”期间，积极

推进城市绿线的划定工作。积累经验，逐步推广，推进绿线划定工作分阶段完成。 

（2）绿化建设工作。 

全力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按照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目标，全面推进创建国家园林

城市工作。加强督促工作，力争 2015 年之前城市园林绿化的主要指标全面达到和超

过国家园林城市标准，建成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达到 30%、

35%和 10 平方米以上；实施开展“绿色天津”战略。以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为抓手，

继续实施市容综合整治活动，开展“绿色天津”行动计划。实施公园绿地为中心的绿化

新增和提升工程，全市建成区加快推进绿化建设，着重抓好一批绿化重点工程，打造

一批精品工程；实施中心城区主要出城干道绿廊，入城绿楔建设，海河上游后五公里

天钢柳林城市副中心绿化建设，河道绿地建设，隔离地区绿化建设工程等重点园林绿

化工程；实施湿地公园、风景区建设工程；实施居住区和单位社区附属绿化建设；实

施屋顶、墙体和桥体扩绿增绿工程。在绿化建设过程中，贯彻资源节约型绿化方针，

走集约型园林道路，坚持植物造景为主，使绿地发挥最大的生态效益；保护管理工作。

完善城市绿地养护管理机制。组织制定《天津市城市绿地养护管理办法》，积极推行

城市绿地养护管理市场化运作机制，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断完善相关规

则和办法，构建科学的绿地养护政府采购平台。加强对区管绿地养护管理工作的检查、

指导和信息化管理水平，开展区域竞赛，全方位提高城市绿化管理水平，使城市绿化

养护管理向精细化、长效化发展；不断提高市区公园管理水平。加强对水上公园、人

民公园、南翠屏公园等市区大型公园的管理工作，制订、完善公园的管理技术规范。

同时抓好硬、软件建设，做到环境优美、秩序优良、服务优质。进一步完善新建市级

公园基础设施，努力提高植物造景效果和管理水平，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公园绿地和休

闲娱乐场所；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工作。制定并执行《天津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

条例》，建立健全古树名木保护责任制，明确管护责任人，落实管护责任。每 5 年开

展 1 次古树名木普查工作，建立电子档案。每年进行 2 次古树名木定期检查和养护管

理，对长势差或濒危的古树名木制定复壮计划，逐年进行抢危复壮。重视古树名木的

日常养护和管理工作，建立古树名木监测网络。对古树名木的后续资源，认真做好科

学鉴定。 

2、重点任务 

 “十二五”期间，全面推进高标准的城市园林绿化体系、以城市公园、规模绿地



天津市市容建设和城市绿化“十二五”规划 

 16 天津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 

建设为重点，完善建成区绿地系统。突出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要率先发展的思路，按

照公园绿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生产绿地及其他绿地开展大公园和风景区建设、

公园绿地建设、居住区绿化建设、社会单位绿化建设、城市道路绿化建设、河道和铁

路沿线绿化建设、立体和屋顶绿化建设、防护林带建设、独立工业区和新建城镇绿化

建设、生产绿地建设等五大类十三个子项的实施工程。 

（1）公园绿地实施工程 

市内六区及环城四区绿地建设与提升工程。进一步增强市内六区及环城四区公

园、游园、绿地、广场建设，以挖潜、辟建大型综合公园为主，力争均衡发展，满足

不同类型城市居民游览服务半径的综合需求。结合城市更新改造，提升一批街头绿地

和游园，使市内六区绿色更加浓郁；加快市内六区老公园（景区）、广场游园绿地改

造提高，提档升级，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公园免费开放工作；建议将现有临时绿地

转为永久绿地加以保护，闲置地块进行临时绿化。 

滨海新区绿地建设工程。滨海新区绿化建设与快速的城市建设同步进行，突出龙

头作用，以保护和永续利用湿地、海岸等资源为基础增加绿量，增加绿视率。结合地

域特色建设大型主题公园；注重新建区和城乡结合部绿地系统建设；建立和完善城市

走廊、隔离带、郊野公园，与市内六区的绿化交相辉映；开展海河中游、海河下游带

状公园建设，构成多层次、多功能、复合型、城乡一体的绿化网络系统。通过近期绿

化建设，结合滨海新区范围的生态绿地，形成高度复合的生态绿地系统。  

新城、中心镇绿化建设工程。外围区（县）新城绿化要加快发展，以辟建大型公

园、防护绿地、其他绿地为主，营造大绿氛围和绿色屏障，强化远郊城镇绿地生态、

景观、服务功能。 

（2）防护绿地实施工程 

以公路、铁路、河流为骨架，重点实施绿色通道建设，启动实施公路两侧绿化工

程、铁路两侧绿化工程、重要河流两岸绿化工程、沿海地区生态休闲森林工程等重点

工程。 

道路防护林带建设工程。进一步加快出城干道绿廊，入城绿楔建设，补全外环线

500 m 绿化带，确保新建铁路、高速公路、快速路、城市主次干道等交通廊道按照相

关标准与规范建设防护绿地，形成环网相连的绿色生态廊道，构筑综合效能、多层次

的植物层圈。道路绿化普及率、达标率分别在 95%和 80%以上。凡是新建的一般道路

的绿地率都要达到 25%以上，重点入市口道路、景观道路的绿地率都要在 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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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一批林荫大道，为市民出行创造更加舒适的绿荫景观。“十二五”期间，结合京津

城际延伸线、津秦客运专线、京沪高速铁路、津保及大北环铁路、南港一线等铁路建

设，规划新增防护绿地。 

海河两岸风景林建设工程。利用海河上游后五公里天钢柳林城市副中心建设，海

河下游于家堡商务区建设的契机，结合滨河大道建设，形成绿化景观带。“十二五”期

间，结合海河上游后五公里天钢柳林城市副中心建设，规划新增防护绿地。 

市内六区河道绿地建设工程。结合市内六区河道的综合整治，启动实施河流两岸

绿化工程。确保城市一、二级河道两侧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建设防护绿地，建成景观

优美的景观河道。 

城市绿化隔离地区绿化建设工程。在城市边缘区，涉及东丽、津南、北辰、西青

等环城四区，推进城市绿化隔离地区建设，启动实施郊野公园建设。使该范围林木绿

化率达到 35%以上。 

（3）附属绿地实施工程 

居住社区绿化建设工程。新建居住区绿化按照规定的绿地率、时限和审核的设计

方案进行建设，强化检查验收制度，确保绿化工程建设质量。逐步完成老旧居住区绿

化的改造提高。见缝插绿，拆违增绿，使改造后的绿化面积不少于总用地面积的 25%。 

独立工业区绿化建设。凡是新建工业区绿地率必须达到《天津市城市绿化条例》

的规定，与居民区建立防护隔离林带，真正把工业区建成生态工业区。 

（4）生产绿地实施工程 

根据天津市城市绿化发展形势和国家住建部关于生产绿地规模不小于城市建成

区2%的指标要求建设和完善生产绿地规模和布局。 

（5）其他绿地实施工程 

实施湿地保护工程。利用天津市现有水域，进行湿地景观建设，突出湿地景观，

充分利用湖、塘、溪等自然条件，进行湿地景观建设。提高自然保护区的管护能力，

以保护和恢复中心城市南北两大片湿地为重点，控制湿地退化，保护湿地资源。加强

大黄堡、北大港、团泊湖、七里海 4 个重要湿地保护区域的湿地保护和管理；通过合

理调度雨洪水，逐步改善七里海水库水源状况，切实保护七里海芦苇湿地、东海水库

及现有的鱼塘、虾池、稻田和小水库等其他水面。为实现南北生态结构奠定基础。 

郊野公园建设工程。积极推进环城四区、滨海新区等郊野公园建设，重点启动环

城四区郊野公园等建设，做到景观优美，功能齐备，设施全面，服务多样。同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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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升城市建成区绿化指标水平。 

立体绿化建设工程。积极推广建筑物、屋顶、墙面、立交桥等立体绿化，取得良

好效果。凡是有条件的临路公园、单位适当破墙透绿，大量栽植爬藤、观花植物、提

高绿视率。“十二五”期间，鼓励实施垂直绿化，市区围墙要实现破墙透绿或垂直绿化，

有条件的出城道路及立交桥桥体、桥墩积极推行垂直绿化。 

屋顶绿化工程。大力推进屋顶花园建设及阳台绿化，提高中心城区绿视率。开展

拆墙透绿工作，内外给合，与道路绿化融为一体，提高道路绿化景观。 

五、保证措施 

（一）环境卫生行业 

1、组织保障。 

    加强政府引导，发挥政府管理职能，提高管理工作水平和效率。 

    2、政策向导。 

    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贯彻《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认真执行《天津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及《天津市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将环卫设施的建设纳

入法制化轨道。 

    3、城市配套和城区改造。 

    将环卫设施的建设纳入城市配套项目，地块开发应当按照天津市规定的标准规划

和配套建设环卫设施。因地块开发建设或道路拓宽需拆除现有环卫设施的，应予以补

建，过渡期应有过渡措施。 

    4、多渠道融资。 

    应在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基础上，利用经济杠杆，多渠道筹措资金，积极探索和建

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投融资体制和还贷机制，充分发挥投资效益。 

   5、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 

    垃圾收运和处置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规划、城建、环保、交通等各职能部

门的密切配合和支持，应加强统筹协调，共同解决天津市的环卫建设问题。 

6、社会宣传和舆论监督。 

    通过宣传教育群众破除陋习，爱护环境，倡导文明生活，同时加强社会舆论监督

力量。 

（二）园林绿化行业 

1、深化改革，推进园林绿化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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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体制改革，加大机制改革力度，实施可持续发展，建立综合决策机制和效能

激励机制，进一步提高干部职工积极性，强化园林法制研究，为园林绿化发展提供保

证。一是进一步理顺区县园林绿化管理体制，强化各区县的园林绿化管理职能。实现

城市绿化与区县绿化同抓共管。二是积极论证构建天津园林建设投资集团，整合资源，

拓展产业，实现园林绿化事业与产业共同发展。三是确保绿化建设总量满足国家园林

城市要求，在此基础上，做到乔、灌、木、花、草藤相结合，提高绿化质量，实现绿

化总量绝对增加，结构基本合理，充分发挥园林绿化的综合效能。 

2、广泛宣传发动，强化全社会参与绿化美化。 

广泛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充分发挥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各种新闻媒体的主

导作用，增强社会各界的绿化意识、生态意识，增强发展园林绿化的紧迫感、使命感

和责任感，动员全社会参与、支持园林绿化建设。探索和完善园林绿化社会参与机制，

积极制定和出台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把人民群众发展园林绿化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

动起来，提高义务植树尽责率，推进重点绿化工程建设、养护管理的市场化进程，鼓

励社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学校和个人积极以认建、认养、认管、承包、合作

等方式参与绿化美化建设，不断地将城市园林绿化发展推上新的高度。 

3、推进法治建设，健全执法监督体系。 

加强园林绿化建设、管理、监督方面的立法与政策建设，建立健全有关法规、标

准和规范。修订《天津市城市绿化条例》，开展《〈风景名胜区条例〉实施办法》等

的立法调研工作；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划定城市绿线，实施绿线管理；优化用地

结构、保障生态用地。加大园林绿化执法力度，严格绿地、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

护管理，严厉打击违法占用绿地。加强执法监管体系，充实执法监督力量，改善执法

监督条件，提高执法监督队伍素质。加强事后监管力度和行政执法监察力度，构建和

充实基层监控队伍，发挥媒体和公众监督作用。加强园林绿化法制教育和生态道德教

育。 

4、强化科技支撑，提高园林绿化质量水平。 

以机制创新为动力，以技术创新为途径，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大力推进园林绿化科技创新，实现科技理论水平和技术水平快速提升，为生态建设和

产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提高园林绿化科技

的基础理论水平和创新能力；强化科技攻关，突破重点工程建设技术瓶颈；加速科技

成果和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力发展科技产业；加强标准、质量和专利工作，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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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加强科技能力建设，提高园林绿化的科技持续创新能力。

积极推进节约型园林建设。大力开展耐旱、高效、好看、好栽、好管植物的筛选、培

育和推广工作，研究城市绿地集水节水技术，加强对城市绿地养护的用水管理，研究

郊区节水灌溉技术，提高郊区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和生长率。 

5、健全投入机制，建立稳定多元的资金渠道。 

按照分类经营的要求和事权划分的原则，把园林绿化建设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

算，加快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稳定的资金投入主渠道，建立政府园林绿化投资增长

机制，保持园林绿化投资占地方国内生产总值一定比例。以多渠道增加园林绿化投入

为工作重点，健全市场机制，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加快建立投资主体

多元化、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多样化的稳定的园林绿化经济政策体系，吸引和鼓励尽

可能多的投资主体参与园林绿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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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园林绿化规划建设预测指标及指导意见表（2015 年） 

 

规划城市 

人口 

（万人） 

规划建成区 

面积 

（平方公里） 

规划绿地 

面积 

（公顷） 

规划 

绿地率 

（%） 

规划公园 

绿地面积 

（公顷） 

规划人均 

公园绿地 

（平方米/人） 

全市建成区 951.47 999.6 30280.5 0.30 9644.4 10.14 

市内六区 405.87 177.1 5288.5 0.30 2206.82 5.44 

和平区 41.1 10 200 0.20 54.83 1.33  

河东区 73.1 39.6 1188 0.30 487.34 6.67  

河西区 79.9 38 1064 0.28 494.95 6.19  

南开区 87.77 38.6 1351 0.35 581.8 6.63 

河北区 67.2 29.6 740 0.25 272.92 4.06  

红桥区 56.8 21.3 745.5 0.35 314.98 5.55  

环城四区 180.3 262.3 7841.5 0.30 2123.79 11.78 

东丽 55.5 65.4 1585 0.24 557.74 10.05 

北辰 54.7 82.5 2712.5 0.33 632.67 11.57 

津南 32.3 52.2 1528 0.29 593.44 18.37  

西青 37.8 62.2 2016 0.32 339.94 8.99  

滨海新区 204.3 367.2 11597.5 0.32 3281.35 16.06 

滨海核心区 87.3 172.4 5553 0.32 1554.28 17.80  

滨海南部片区 47.2 98.9 3190.5 0.32 555.28 11.76 

滨海西部片区 30.7 50.5 1370 0.27 590.43 19.23  

滨海北部片区 39.1 45.4 1484 0.33 581.36 14.87  

外围区县 161 193 5553 0.29 2032.44 12.62  

武清区 48 55 1650 0.30 586.88 12.23  

宝坻区 22 30 700 0.23 310.49 14.11  

京津新城 5 15 175 0.12 145.57 29.11  

宁河县 21 20 700 0.35 280.83 13.37  

团泊新城 10 10 200 0.20 90.9 9.09  

静海县 27 30.5 817 0.27 160.33 5.94  

蓟县 28 32.5 1311 0.40 457.44 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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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市内六区重点绿化规划建设项目名录 

注：表中建设规模根据《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图量而成。 

区属 编号 暂定名 规划预选址 建设规模(公顷） 备注 

和平区 
1 大福里公园 荣业街、食品街对面 1.1  

2 哈密道绿轴 哈密道 7.62  

河东区 

1 向阳公园 泰兴路--晨阳道--帝旺--卫国道 10.66  

2 市民公园 原工业大学院内（广东山庄路--规划支路--规划支路--规划支路） 7.86  

3 河东中心公园 红星路--红星路--靖江路--广东山庄路 0.8  

4 广瑞公园 月牙河--京山线--万意路--津滨大道及久山道 2.32  

5 热电厂遗址公园 热电厂厂区 4.52  

6 湿地公园 真理道--凤溪路--排污河--昆仑路 24.18  

河北区 

1 胜利公园 胜利路--兴隆街--铁路--金纬路 1.42  

2 南口公园 南口路--志成路--武警--南口东路 0.54  

3 红星桥公园 红星桥--八马路--外环线--红星支路 7.17  

4 勤俭公园 天泰路--育婴里--北运河--勤俭桥 4.17  

5 万柳村大街 中纺前街--万柳村大街--中山北路--京山铁路 4.16  

6 八马路 黄纬路--调纬路 5.88  

河西区 

1 公园 1 黑牛城道--珠江道--洪泽路--微山路 11.31  

2 公园 2 规划路--现状小二楼--梅林路--现状小二楼 2.07  

3 公园 3 北至泗水道，东至榆林路 1.89  

红桥区 

1 红桥文园 咸阳北路--子牙河北道--平北路宅--纪念馆道 21.8  

2 一号路街旁游园 丁字沽一号路与规划次干道交口 0.18  

3 勤俭道街旁游园 勤俭支路与勤俭道交口 1.97  

4 天平南路公园 子牙河南路与天平南路交口 1.94  

5 西站 西站周边 11.28  

6 光荣道产业园绿带 纪念馆路至光荣道 2.32  

南开区 
1 绿水园  21.86  

2 南大寺公园  0.61  

合计 25   1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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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滨海新区重点绿化规划建设项目名录 

区属 编号 暂定名 规划预选址 建设规模(公顷） 备注 

核心区 

1 于家堡半岛公园 于家堡商务区南部 25.37  

2 滨海水上游乐园 原为邓善沽水库，海河南岸 60.72  

3 河头公园 西部新城起步区，原陈圈水库公园 57.15  

4 新城镇人民公园 北外环北侧 60.37  

5 体育公园 津滨高速公路以北，塘沽外环以东  175.29  

西片区 

1 
生态湖（东湖）景观

工程 

空港东湖 
8.67  

2 泰达西区公园 泰达西区 3.57  

3 军粮城公园 军粮城镇北部 5.05  

4 总部基地景观轴 东金路东侧，滨海高新区西部 519.16  

北片区 

1 汉沽公园 1  33.13  

2 汉沽公园 2  54.58  

3 中新生态城公园 1 中心生态城中部 232.52  

4 中心生态城公园 2 中心生态城南部 59.72  

南片区 

1 
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

区公园 
南港工业区 1.74  

2 南港工业区公园 南港工业区 81.63  

3 大港港东新城公园 港东新城 9.37  

4 官港公园 官港湖周边 185.54  

合计 17    1573.58  

注：表中建设规模根据《滨海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图量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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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环城四区重点绿化规划建设项目名录 

区属 编号 暂定名 规划预选址 建设规模(公顷） 备注 

东丽区 

1 南淀公园 东北外环线延长线--京津塘高速--昆仑北路延长线--北环铁路 400  

2 海河边公园 龙峰路--灵宝道--砂柳南路--娄山路 13.3  

3 华明居住区公园 华明居住区内 18.24  

北辰区 

1 屈家淀公园  45.92  

2 王朝公园 王朝酒厂旁 109.43  

3 新开河畔公园 外环线--志成道--宏园路--铁路控制线 30.92  

4 植物园 辰盛道--南平津道--辰锦路--规划路 107.46  

5 子牙河畔公园 辰北路--辰永路--外环辅道 30  

津南区 

1 泰园 泗水道--长湖东路--浯水道--长湖路 9.88  

2 柳林公园 外环东路--国盛道--吉兆路--利福道 65.99  

3 教育园区公园 教育园区一期 88.94  

4 咸水沽公园 咸水沽 61.09  

5 小站公园 小站 72.89  

西青区 

1 侯台公园 香泽道--陈塘庄铁路--外环线--保山西道 193.85  

2 杨柳青镇北综合公园 子牙河--津浦铁路--西合闸--柳口路 7.32  

3 李七庄公园 友谊南路西侧 59.16  

合计 16    1314.39  

注：表中建设规模根据《环城四区总体规划》图量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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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外围区县（新城）重点绿化规划建设项目名录 

区属 编号 暂定名 规划预选址 建设规模(公顷） 备注 

武清新城 

1 新区公园 十二号路（南东路与福源道交口处） 64.04  

2 翠亨路带状公园（三、四期） 翠亨路两侧 70  

3 龙凤河滨河公园 龙凤河两侧 13  

宝坻新城 

1 东城公园 北：南城路；南：规划路；西：环城东路 8.25  

2 华宇公园 北：规划路；南：建设路 6.1  

3 宁阳公园 南关大街 12.77  

4 铁西公园 北：规划路；东：津围公路 7.04  

5 潮阳公园 潮阳大道--规划路--规划路 15.45  

6 宝昌公园 南三路--宝平路--宝黄路 45.98  

京津新城 

1 中部居住区 1 宝白路 22.78  

2 中部居住区 2 宝白路 22.08  

3 中部居住区 3 宝白路 71.76  

4 南部综合功能区 1 规划路--规划路--主干道路七--宝白路 4.39  

5 南部综合功能区 2 主干道路七--规划路--宝白路 24.56  

宁河新城 

1 一河两岸核心区绿化 芦台大桥--规划桥蓟运河两岸 36  

2 一河两岸一般区绿化 规划桥--小薄桥蓟运河两岸 55  

3 一河两岸三期绿化 芦台大桥--曹庄桥蓟运河两岸 32  

4 桥北城市公园二期 桥北规划区内 5.5  

5 城市广场  17  

静海新城 
1 东方中心公园 北：北华路；南：十里长街 26.3  

2 芳屏林 北华路--旭华道--十里长街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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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属 编号 暂定名 规划预选址 建设规模(公顷） 备注 

3 津沧公园 十里长街--津沧高速公路--规划路 17.52  

4 星海公园 桂花路--旭华道--静王路 11  

团泊新城 
1 生态体育公园 规划次干路八--规划次干路九--团泊大道--津文辅路 48.9  

2 湿地公园（一期） 堤顶路--规划--支路--津文路--团泊水库西堤 42  

蓟县新城 

1 新城西北部公园（公乐亭湿地公园） 北环路--五里桥路--独乐寺大街--河流 10.9  

2 蓟县站北公园 五行路与五终园大街交叉口 7.6  

3 新城东部公园 兴华大街--田畴大道--人民东大街 6.4  

4 凤凰山公园 翠屏湖北路--东环路--凤凰山大道 88.9  

5 新城西北部公园（莲池公园） 北环路--东风路--迎宾大街--长城大道 61  

6 州河公园 南环路--中昌北大道--田畴大道 45.2  

合计 31    914.12  

注：表中建设规模根据《外围区县城乡总体规划》图量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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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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