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清、景美、岸通，

龙舟赛有活力、有激
情！”家住中远两湾城小

区的徐女士，是龙舟赛
的忠实粉丝，在今天上

午开幕的“兴业银行杯”
2021年中国龙舟公开赛

（上海·普陀站）暨第十

八届上海苏州河城市龙
舟邀请赛上，徐女士对

龙舟赛和赛事环境赞不
绝口。今年，53支龙舟队

重新回到“苏河之冠”的
苏州河中远两湾城、梦

清园水域，7大竞赛项目

为市民送上端午划龙舟

的精彩画面。

景观体育
大有可为
蜿蜒苏州河的中心

城区两岸，共有约 42公

里岸线，其中普陀区段
长 21公里。根据苏州河

普陀区段的岸线特征，
苏河东段（从安远路至

曹杨路）由于河流形态

恰似一顶皇冠，被市民
亲切地称为“苏河之

冠”，这里水体曲折、神韵
灵秀、文化富集、底蕴深

厚，沿河空间不断“亲起
来”“亮起来”“活起来”。

清澈干净的河水、
风光旖旎的岸线，不仅

给百姓创造了舒适的生
活环境，也为市民呈现

了赏心悦目的视觉体
验。而龙舟赛的加入，使“苏河之

冠”增加了独特的人文景观，点燃
了“速度与激情”。

徐女士说，“今年的龙舟赛，见
到的风景更美了。”岸线上，口袋花

园、景观桥、文化雕塑、休闲廊架、
景观座椅、特色小品等，令人目不

暇接；漫步道、亲水平台、疏林草坡
等功能性区域，让人们能走进绿

色，尽享大自然风情。
“站在沿岸的步道上，观赏龙

舟赛的盛况，近的地方动感十足，
远的地方树枝飘逸，看上去美不胜

收，赛事的观赏性大大提升。”徐女

士告诉记者，身处自然环境观赏比
赛，实在是很惬意。

而龙舟上的比赛选

手，在划龙舟的同时，也
能欣赏两岸的美景。广西

红牛女子龙舟队教练梁
信宇表示，“这是我们第

一次来参加这个比赛，昨
天的比赛中，河旁的观众

纷纷给我们加油喝彩。

队员们边赛龙舟边看景
观，一举两得啊！”

“苏州河岸线的全
面贯通，给了我们进一

步开展水上景观体育的
大好机会，充分展示苏

州河两岸贯通后的城市
景观，景观体育大有可

为。”普陀区体育局局

长顾薇玲表示，随着北
横通道建设的即将完

成，在苏州河广泛开展
水上运动的时机已经成

熟，对此将早作规划和
实施。

吸引企业
入驻发展
“龙舟赛激励人们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

断争取更好的成绩！我
们喜欢这项水上运动。”

已经举办了十八届的上
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

赛，正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喜爱。
历届中国龙舟公开

赛（上海·普陀站）暨上海
苏州河城市龙舟赛，基本

上都是在“苏河之冠”的
河段进行的，包含长寿之湾、艺树水

岸、梦清之境等重要节点的“苏河之
冠”，见证了苏州河治水取得的成

果。目前，苏州河普陀区段 21公里
岸线基本贯通，拥有 4.3公里美丽

河湾……无论是附近的居民，还是
龙舟赛的选手，都能真切地感受到：

如今的“苏河之冠”，水变清了、岸变

绿了、景变美了。水岸环境的改善，
还提升了城市的综合实力和承载

力，吸引许多优质企业入驻发展。
“苏河之冠”正打造成为集生

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世界级滨
水活力开放区，辐射推动整个区域

社会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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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绿地达13平方?
规划明确，上海的总体目标是

要打造韧性生态之城，主要内容是

建设三大体系（公园体系、森林体
系、湿地体系），以及构筑两大网络

（廊道网络、绿道网络）。
规划明确了生态用地、森林、公

园、湿地的多项核心指标。到 2035

年， 上海市域生态用地要占市域陆
域面积的 60%以上，保有 150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和 202万亩耕地，森
林覆盖率达到 23%左右。在湿地方
面，河湖水面率达到 10.5%左右，湿
地保护率 50%以上。

在市民关心的公园体系方面，
规划指出，上海的城乡公园体系将

是多层次的，以国家公园、郊野公园、
城市公园、地区公园、社区公园、微型

公园等为主体，立体绿化为补充。

到 2035年，上海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力争达到 13平方?以上，中心
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7.6平方?
以上， 力争实现全市开发边界内

3000 平方米以上公园绿地 500 米
服务半径全覆盖，建设 30处以上的
郊野公园（区域公园）。

在绿道和廊道两大网络方面，
上海到 2035年将规划建设 2000公
里以上的骨干绿道，包括环崇明岛、
环淀山湖、沿外环绿带、沿江沿海以

及沿黄浦江、苏州河、大治河等重要

生态空间的市级绿道。同时将重点
推进 34?滨水沿路生态廊道建设。

形成“双环九廊十区”

根据规划，上海到 2035年将形
成“双环、九廊、十区”的生态空间格局。

双环是外环绿带和近郊绿环，
外环绿带将成为纽带，向内连接楔

形绿地，向外连通生态间隔带，形成
环城生态公园带。近郊绿环则将建

设一批滨河沿路林带和集中片林，

成为主城区及周边地区与郊区新城

之间的生态间隔。
九廊是以近郊绿环为纽带，向

外发散，衔接嘉宝、嘉青、青松、黄浦
江、大治河、金奉、浦奉、金汇港、崇
明的 9 ?生态走廊， 宽度均超过
1000?。

十区是以大面积农田集中区为
主的 10片生态保育区， 分布在宝
山、嘉定、青浦、黄浦江上游、金山、奉
贤西、奉贤东、奉贤—临港、浦东、崇
明，将整理耕地，促进农林水一体化。

近期六大重点行动
此外，规划还明确，上海主城区

将优化形成“一江、一河、一带”的蓝
绿生态网络。其中，“一带”是环城生
态公园带。同时，上海将建设四大重

要生态区域，包括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环淀山湖水乡古镇生态区、长江

口及东海海域湿地区、杭州湾北岸

生态湾区。
值得一提的是，规划也明确了

至 2025年的近期六大重点行动。这
六大行动分别为：推进四大生态区

域的保护性建设、聚焦结构性生态
网络空间建设、实现城乡公园体系

完善和品质提升、系统谋划环城生
态公园带建设、推进湿地保护与修

复建设、推进区域绿道网络建设。
本报记者 金旻矣

    上海发布生态空间专项规划,?设环城生态公园带，
形成“一江一河一带”蓝绿交织生态网络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苏州河
畔千帆竞渡。今天上午，“兴业银行
杯”2021年中国龙舟公开赛（上海·

普陀站）暨第十八届上海苏州河城
市龙舟邀请赛，在苏州河中远两湾

城、梦清园水域开幕，该水域所在的
苏河东段的河流形态恰似一顶皇

冠，被市民们亲切地称为“苏河之

冠”。喜迎端午之际，来自各地和上
海的 53支龙舟队，在“苏河之冠”上

演了中流击水、百年龙腾的年度大
戏。部分比赛项目已于昨天完成。

本次龙舟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
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龙舟协会、上

海市体育局、普陀区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市体育竞

赛管理中心）、市龙舟协会、普陀区体
育局、东方体育日报社共同承办。

今年，中国龙舟公开赛（上海·普

陀站）首次设立女子组，来自全国 6

?市的 6支女子龙舟队参与角逐。
以往“龙舟+游园”模式也被

一以贯之地传承下来。除了主舞台
一系列暖场表演外，梦清园游园主

题活动也是精彩依旧。在“党史百
年普陀记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巡展”前，众多游客驻足

观看，“星火燎原、峥嵘岁月、春潮澎
湃、复兴伟业”4大板块，讲述了近

百年来普陀区的发展征程和光辉篇
章。学习强国答题展台前也是人潮

涌动，游园市民们纷纷排队一试。
今年的游园活动进一步升级，

普陀区经济文化成果展示、普陀区
青少年体育展示、海派传统民俗体

验、龙舟龙船及奥运主题游戏互动
等也逐一亮相，上海百事可乐和上

海体彩展台也颇具人气。“数年来，

赛事组委会着力打造‘赛事+游园’

模式，精彩激烈与休闲热闹并存，营
造全民同乐的佳节气氛。”普陀区体

育局副局长王华说。
为保证举办精彩、安全的龙舟

赛，赛事组委会采取了更为严密的
防疫保障措施，重点拟定、落实了疫

情防控方案及应急预案。

未能亲临现场的市民，通过全
面升级的赛事直播，同步见证了赛

事的精彩。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理
念的指导下，赛事组委会携手专业

直播制作团队，全媒体、多平台全
程直播了赛事活动。

此外，梦清园内的游园活动，
也通过当下流行的 Vlog 形式进行

了现场直播。以龙舟赛为窗口，普
陀区全面展示了“创新发展活力

区、美好生活品质区”的建设成果。

2021 年中国龙舟公开赛（上海·普陀站）
暨第十八届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开幕

龙舟齐竞渡 游园享闲情

到 2035年，上海将建成超30座郊野
公园和2000公里绿道，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3平方米以上……昨天，上海市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布了
《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2021-2035）》

（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上海将建设与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相匹配的生态空间，实现“城在园中、林
廊环绕、蓝绿交织”，打造一座令人向往的
生态之城。

■ 龙舟赛暖场表演“水上飞人”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2035年，上海郊野公园超30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