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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省级科普基地
达到13家

本报讯（记者 韩冬 通讯员 蹇军）近日，省
科技厅公示第十二批认定的省级科普基地名
单，市科技局推荐的汉寿县博汉奇石博物馆认
定为湖南（汉寿）奇石博物馆科普基地。截至目
前，我市省级科普基地达13家，仅次于长沙，全
省排第二。

博汉奇石博物馆于 2015 年 1 月 18 日正式
开馆，是汉寿首家民办博物馆，馆区面积达430
平方米，馆藏中外奇石500余件，藏品大部分是
从全国各地发现、收集到的，极具观赏、收藏价
值，有些还荣获过国际、国家级大奖。

省科学技术普及基地是指经省科技行政管
理部门认定，具有相应的科普宣传教育示范设
施、条件和专业人员，能向社会公众开放，广泛
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进行
科普宣传教育的单位或机构。具备向公众开展
科普教育、展示和示范功能的部门和机构，均可
申请认定省科普基地。

武陵民政
开展安全隐患拉网排查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郭星 蒋月
平）5月21日，武陵区民政局对民办养老机构、
公办养老机构、福彩中心等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展开地毯式拉网排查，认真梳理存在的安全隐
患，逐项拿出整改措施，有力推动安全工作末
端落实。

5月15日，湖南省《关于近期五起较大事
故情况的通报》下发后，武陵区民政局迅速组
织全体人员集中传达学习，观看《湖南省安
全生产重大事故警示教育片》，并结合工作
实际全面部署安全生产工作。该局成立安
全管理督查组，利用 1 天时间，全面排查所属
单位安全隐患。重点围绕消防设施管理、应
急处置预案、安全教育培训等内容，逐个场
所、逐个设施、逐个部位排查，共查找出工作
台账不够规范、应急处置预案措施不够细
化、消防演练资料欠缺等 12 个问题。针对存
在的问题，督查组采取现场办公的方式，集
体研究解决办法。他们将存在的问题列成
清单，根据相关职责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
时限，确保不留下一处死角，不放过一个漏
洞，切实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形成安全
生产持续稳定的良好局面。

摩托车整治
查处8000余起违法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牟建平）记
者近日从交警部门获悉，截至 5 月 21 日，全
市共查处摩托车违法 8302 起，其中，不戴安
全头盔 2879 起，违法载人 1808 起，人货混装
695 起，涉牌涉证 2770 起，酒驾 150 起，并且
查扣摩托车1000 余辆，涉摩交通事故得到有
效遏制。

4 月 1 日以来，常德市各交警大队持续
开展专项整治，执勤民警与当地运管、城管，以
及乡镇“两站两员”配合，重点整治送快递摩托
车、送外卖摩托车、载客摩的、“慢慢游”三轮
车。在汽车站、火车站、商业圈、集市、社区、学
校和医院等地，采取摩托车和电动车跑到哪
里，警力就跟踪到哪里，摩托车和电动车在哪
里成群结队，警力就部署在哪里的整治勤务
模式，及时更换卡点，及时调动机动警力，有
效打击了摩托车、电动车违法行为。5 月 16
日，津市交警与药山镇政府和派出所联合执
法，在药山镇渡口片区、棠华片区各道路交叉
路口，分散作战，将各路口“三无”摩托车上路
行驶、摩托车加装遮阳伞、摩托车不戴安全头
盔、摩托车非法拼装改装、三轮摩托车违法载
人等违法行为一网打尽。

瞧瞧，，那些屋顶的青绿那些屋顶的青绿
□本报记者 肖慧 曾玲 见习记者 丁时慧

按照规划和实施方案，常德计划建设88个绿色屋顶项目，完成面积约2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800万元，建设采用政府全投入，全力推进简易
式、容器式屋顶绿化建设和鼓励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人民群众自筹自建花园式屋顶绿化两种并举模式。截至2018年4月底，共建成屋顶绿化项
目81个，面积24万平方米。

“丰水常德的‘海绵’之旅”系列报道之三

漫步在常德的大街小巷，时常沉醉在浓厚的绿意里。

繁花争艳、绿草如茵，那些精心镶嵌在钢筋水泥间的花草树木，带给我们每个季节最明亮的底色，也成为常德人

诗意生活的一部分。

丰水常德的“海绵”之旅第二站，我们把目光投向了空中“海绵体”——绿色屋顶，试着去探寻“半空中的绿地”对

于城市的贡献，答案是那么令人欣喜。

5 月 18 日，记者一行跟随常德市创景园林建设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大治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
大楼顶楼。“哇，医院的楼顶居然这么漂亮。”有两位
好奇的市民跟上去探头观望，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

整个屋顶绿意盎然。齐齐整整的绿植草覆盖地
面，线形的叶子，枝条粗壮，你挨着我、我挨着你连片
生长，像是铺上了一层厚厚的草毯。“它叫佛甲草，耐
寒、耐旱，生命力旺盛且不用精细打理，非常适合屋
顶种植。”胡大治说，“它的花期是4至5月，早一段日
子来，金黄色的小花遍地盛开，就像金色的浪花一
般，特别美。”

目前我市主要推广的绿色屋顶植物就是这种佛
甲草，它基本不需要浇水和施肥，可以说是一种“懒
人植物”。记者轻轻拨开草面，看到佛甲草种植在一
个个长方形的一体化草盘中。这个一体化草盘大有
讲究，容器高 8 公分，植物下面依次是基质土、过滤
的无纺布、用来吸水和过滤雨水的陶粒层和 2 公分

的储水层。“平时下小雨，屋顶上基本没有水渍，都被
这些佛甲草‘喝掉’了。”胡大治形象地描述。

有城市的地方就有屋顶。大多数的城市屋顶
都是灰色的，裸露在外，长期受紫外线、雨水和冰冻
影响，引起风化、开裂和漏水，并且灰尘、重金属等
污染物会随着雨水的冲刷排入市政管网。有了屋
顶绿化，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雨水从天而降，一多半
被绿植、土壤和草盘的储水层吸纳，少部分经过滤
和净化后流入落水管。这意味着，雨水在半空中就
被“留”住了不少，从而减轻了市政排水管网的压
力。有数据显示，花园式屋顶绿化可截留 64.6％的
雨水，简易式屋顶绿化和容器式屋顶绿化可截留
21.5％的雨水。

同时，青绿色的屋顶还是一张天然的“隔热毯”，
可对建筑物本身的节能减排和缓解城市热岛效应起
到重要作用。胡大治介绍：“裸露的屋顶相当于一个
人工沙漠，夏天太阳直射时，屋顶温度可达 60—

70℃。而去年三伏天我们进行了测验，一体化草盘
底层温度不超过 40℃，顶楼下面的房间温度可降
3－5℃，不仅能减少开空调的次数，节约用电量，还
能减少碳排放。”

在柳叶湖行政中心的屋顶上，记者见到的又是
另外一种风景。这是个精品的屋顶花园，面积约
5800平方米，完全按照“海绵”理念进行设计。除了
佛甲草，这里还种有蜀葵、美女樱、月见草、狼尾草、
日本黑松盆景等观赏性植物，并特别贴心地设计了
游步道。在屋面与绿化之间依次铺设有阻根层、防
水保护层、蓄排水板、过滤层等功能设施，“一旦降
雨，雨水可被绿化植物、介质土、透水铺装等吸纳和
下渗，同时起到净化和过滤的作用。当蓄排水板层
的水量达到饱和后，多余的水会沿着屋顶原有的排
水坡度流向排水沟。排水沟与立管相接，最终被排
入地面景观水池，也可用于绿化浇灌。”市园林局总
工程师刘华说。

这样一来，绿色屋顶不仅有效地缓解城市的热
岛效应、调节局部气候、改善城市面貌，也能实现对
雨水的渗、滞、蓄、净、用等功能，因而变成了海绵城
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贡献是最有效而直
接的。

吸滞吐纳 小屋顶起了大作用

相关链接

制图/张渝婧

武陵区食药监管局
整治学校周边“五毛”食品

本报讯（记者 徐睿 通讯员 聂鹏）为切实
保障学生食品消费安全和身体健康，近日武陵
区食药监管局积极开展中小学校校园及周边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对学校周边“五毛”食
品开展专项监督抽检行动。

此次专项抽检以学校校园及周边的食品
小经营店为重点对象，以深受青少年青睐的调
味面制品、膨化食品、糖果类等为重点品种，重
点检查非食用物质、食品添加剂、微生物等易
出现问题的检验项目。目前，抽检的15批次
样品已交由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抽检结果待
检测报告出具后将按相关要求予以公示，对检
验发现的不合格食品，该局将依法从严查处，
并及时公布相关信息。

下一步，武陵区食药监管局将继续加强对
校园周边食品经营户的监管，同时加强对学生
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有效净化校园及其周边
食品消费环境，全力提升学生及家长食品安全
意识。

本报讯（记者 李白 通讯员 涂亚
运 实习生 莫婷）5月18日，市城管执法
局组织局机关志愿者到市城区长胜桥
社区，开展“众创平安，人人共享”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

据了解，市城管执法局社区志愿者活

动已开展一年多。每个月 19 日，市城管
执法局会派出由两个科室6-8名人员共
同组成的队伍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每
个月的活动主题由长胜桥社区启动后，市
城管执法局再到社区开展进一步的宣传
活动。

此次，志愿者在社区对重点门店
从业人员、小区居民宣传民调与居民
安全生产防范常识，提醒广大居民防
火、防盗、安全用电等；对周边环境、
扫黑除恶等内容进行了民意调查，入
户发放相关宣传资料；积极宣传非法

会销的危害，让居民学会正确区分正
常营销与会销，能够加强防范并及时
举报。

志愿服务活动受到了广大居民的高
度赞扬和积极支持，不仅增强了社区居民
对平安创建的认知度和参与度，提高了法
制观念和防范意识，而且使他们进一步了
解了城市工作职能，营造了良好的众创共
享氛围。

城管助力“众创平安”社区

拥有“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金字招牌
的常德，多年来，从未停止过对绿色的追求。

上世纪90年代，常德市园林部门就开始探索屋
顶绿化建设。那时候，尚没有成熟的海绵城市建设理
念，但园林人意识到屋顶绿化能够为城市增添绿色、
美化城市屋面、减少热岛效应等作出积极贡献，特别
是在地面绿化受土地资源限制的情况下，“向天空借
地”势在必行。

“最初推行屋顶绿化更多的是出于生态考虑。”市
园林局规划建设科科长德丽思坦言，随着现代城市的
发展，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在相对稳定的一个时期内，
城市的总体面积变化不大，而屋顶绿化的面积几乎和
建筑物所占面积相等，能补偿建筑物所占的绿地面
积，尤其是在老城区，能有效地提高绿化覆盖率。“多
一些绿色屋顶，相当于在城中多建几座公园。”

新生事物的推行多少会遭遇现实阻碍。“屋顶绿化
和老百姓有啥直接关系？”“在普通住宅楼顶或几十米
的高楼上做绿化，能有多少审美价值？”“会不会造成渗
水，影响建筑安全？”……一开始，房屋开发商和市民均
有疑问，这也成为推广屋顶绿化遭遇的一道“坎”。

“通过这些年来的政策推动和宣传，人们的认
识有所提高。像阳光鑫都、九重天等中高档小区，
绿化率已经达标，但仍然自筹资金进行屋顶绿化，
提高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增加了楼房的卖点。”德丽
思说。

有资料显示，在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之前，
市园林局按照建设生态园林城市的标准和要求，鼓
励各单位、企业、个人自筹资金建设屋顶绿化项目
40个，面积约6万平方米。

时间到了 2016 年 3 月，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海
绵城市建设313计划”，提出实现每年10万平方米屋
顶绿化的目标。市海绵办成立了园林绿化小组，确
定市园林局为海绵城市建设屋顶绿化工作的第一责
任单位，专门负责推行“生态屋顶”建设工作。市财
政局给予充足资金支持，制定了奖补政策，一是政府
全投入，全力推进简易式、容器式屋顶绿化建设；二
是鼓励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人民群众自筹自建花园
式屋顶绿化，根据完成效果给予资金奖励。

德丽思回忆说，2016年园林部门分3期在城区海
绵示范区进行了数月的普查，跟建筑商、业主反复沟
通，给楼房做荷载鉴定和防水渗漏处理，再根据不同

的屋面类型，设计精品花园、简易式、容器式等不同的
建设形式。自此，常德很多医院、学校、单位、小区等
的屋顶开始了“大变样”。

为提供更规范、专业的指导，我市还先后出台了
《常德市海绵城市屋顶绿化工作流程》《常德市海绵城
市建设佛甲草应用屋顶绿化技术要求（初稿）》等系列
文件，研发了已获专利认证的屋顶绿化专用容器，开
发了利用园林废弃物配制的栽培基质，并在雨水回用
及屋顶绿化日常养护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因为常
德屋顶绿化启动早、面积大，
加上形成了一些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
验和模式，
近 几

年来，
常德考察这
一块儿的队伍特
别多。”德丽思介绍。

2018 年春节前，寸土寸
金的商业繁华区金钻广场完成了2
万多平方米的屋顶绿化建设，成为市中
心一处难得的“城市绿肺”；除草盘、草毯之外，
屋顶菜箱的创新推行还让城市里的人们乐于走上屋
顶当一回“农人”，播种希望、收获喜悦……建筑屋顶
与绿化的联姻，在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同
时，似乎让城市生硬的钢筋水泥变柔、变软、变美。

政策推动 追求绿色从不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