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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西宁园林旅游体育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位于西宁市城北
区的上北城游园和海棠公园优化升级项
目正在加紧建设中，预计年内开放。

上北城游园
上北城游园位于西宁市城北区海湖

北路，东侧紧邻青海师范大学，西侧为海
湖北路，南起学院路，北至师范大学北围
墙。上北城游园南北长约 935 米,东西宽
约 50米,总占地面积 44200平方米。

建成后的上北城游园将休憩、健身、
人文景观融为一体，体现绿化美化彩化的
高品质花园空间。游园将以“一轴、三片、
多点”的空间布局结构，形成丰富的园区
线性观赏轴线，建成园区活力运动区、入
口管理区、林下休憩区的三个功能区，并
打造坡地花带、健身广场、特色文化景墙、
错台休闲区、景观文化廊架等主要空间景
观节点。

5 月 15 日，记者在上北城游园看到，
园区里的绿化苗木栽植项目已经全部完
成，目前，施工队伍正在实施园路铺装、景
观文化廊架建设等项目。

海棠公园
5 月 18 日，记者在西宁市城北区海棠

公园看到，蓝天白云映衬下的海棠树竞相
吐艳，很多市民到这里休闲散步。作为西
宁的主题公园之一，这处闹中取静的公
园，已成为市民的休闲乐园。

今年，西宁市对海棠公园实施二期建
设项目，优化升级改造公园，海棠公园将
在西海路设立西入口，行人、车辆可以进
出，并且修建大约 8000平方米的西入口广
场，修建局部两层地下停车场、一座景观
塔、一座游客服务中心和两座公厕。记者
看到施工方正在抓紧施工中，实施西入口
广场绿化苗木栽植、地下停车场配套设施
建设等一系列项目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海棠公园优化升
级项目中，整个公园的设计都融入了海棠
花元素，让市民可以徜徉在海棠花的世界
中。景观塔为海棠公园二期建设项目的
一座标志性建筑，建成后的景观塔为五瓣
海棠花造型，高 19米，面积是 225平方米，
市民和游客可以站在海棠花瓣造型的景
观塔上俯瞰整个海棠公园迷人景色。除

了景观塔，西入口广
场上也将设立三朵
海棠花造型雕塑，有
大有小，三朵海棠花
造型直径分别为 8.7
米、5.4米和 4.5米。

今年，沈那遗址
公园、上北城游园、
北川渠带状公园、狼
窝沟公园、生物园区
小游园都将陆续在
北区落地。

北区两座公园
有望年内开放

本报记者 马小玮

本报讯（记者 彭娜）每天经过西宁市
同仁路与昆仑路交叉口，你是否忍不住想
问：同仁路人行地下通道修建得怎么样
了？何时建成？快了，该项目正在紧张施
工中，预计年内建成投入使用。

同仁路人行地下通道项目地处西宁
市城西区同仁路、昆仑路交叉口，工程总
长 280 米，净宽 4.5 米，净高 2.9 米，呈回字
形布置，设有四个出入口，分别位于青海
大学附属医院、万兴大厦、昆仑路与香格
里拉路交会处西南角绿地及东南角绿地，
工程总投资 1.37亿元。

5 月 19 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同仁路
车流量大，道路拥堵，穿行马路的行人较
多；正在建设中的同仁路人行地下通道四
个出入口被围挡围住，挖掘机、打桩机等
大型机械传出阵阵轰鸣声；昆仑路和香格
里拉路中间有部分区域被围挡，器械正在
打桩。其中，昆仑路与香格里拉路交会处
西南角绿地及东南角绿地的出入口已开
挖。

同仁路人行地下通道工程是西宁市
缓堵保畅建设重要过街设施项目，也是今
年西宁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工程于去年

10 月开工建设，今年 3 月 5 日复工。由于
工程处在同仁路和昆仑路交会处东西向
主干道，交通压力大，再加上地下管线复
杂，种类多，施工难度大。目前，自来水管
道、雨污水管道和通信、电力管线已完成
改迁，5 月 20 日起实施燃气管道改迁，人
行地下通道支护桩 290 根已建设 156 根，
盖板预制 244 片已全部铺设完成。接下
来，开展出入口通道主体土方开挖及主体
工程施工，实行昼夜 24 小时两班倒，争取
年内建成投入使用。

同仁路人行地下通道的建成，将有
效提升行人慢行安全性和舒适性，提高
出行效率和质量，缓解青海大学附属医
院周边交通拥堵状况，改善片区交通环
境。

为确保工程建设有序、有效和高质量
推进，西宁市城乡建设局落实现场管理、
防疫物资及人员配备、务工人员管控、应
急预案等各项工作措施，实现“两手抓、两
不误、两促进”工作目标，并进一步强化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监督责任。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这一区域 23 时
至凌晨 5时封闭施工，请注意绕行。

同仁路人行地下通道
预计年内建成投用

5 月 19 日，西宁市城东区传来喜讯，
城东区大园山体育公园项目方案经过立
项、专家审查等环节后，已获批出炉。下
半年，城东区最具特色的运动主题公园将
着手动工。

作为城东区今年的重点民生项目，这
座公园有哪些亮点，建成后是什么模样？
本报记者带您一睹为快。

多年改造 大园山面貌一新
在山脚下建造公园，并非一件易事。

更何况，这座山地质结构特殊。
汛期易发山体滑坡、山上老房地基下

陷……以前，对于生活在城东区大园山的
近千户居民而言，尽快搬离危险地带，住
进宽敞明亮的安置房是心中所愿。

由于大园山片区，尤其是山体区域岩
土体主要由三级湿陷性黄土组成，含有大
量的碳酸盐、硫酸盐和氯化物等可溶盐
类，遇水下陷、土地流失现象严重。

多年来，西宁市及城东区多措并举，
通过大园山片区棚户区改造及综合治理，
一步步将昔日险情重重的大园山治理得
有模有样，山上的数千户居民也被安置进
现代化小区，住上窗明几净的新房。

“我们亲眼看着大园山从荒山变绿
山，今年又要建公园了，心里实话高兴。
大家都盼着能早点建成开放。”原大园山
居委会主任杜晓红说，民生实事就是要让
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这座体
育公园的建设，不仅仅让“东大门”添了一
座特色公园，更是圆了东区广大群众的健
康梦。

绿化率达75%以上
三馆满足不同需求

城东区城乡建设局投资开发部主任
耿纯介绍，城东区大园山体育公园位于大
园山脚下，总占地面积约 19.58万平方米，
绿 地 面 积 约 14.68 万 平 方 米 ，绿 化 率 达
75%以上。

公园建成后，将大幅提高城东区的公
共服务水平，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形
象，提供全龄化服务，满足不同年龄人群
需求。成为西宁市乃至青海省数得上的
多功能、复合型公园，为提升整个东区的
城市地位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公园以文化活动和体育运动为主题
功能，引入大众化的休闲运动设施。配套
建设游泳馆、篮球馆及综合馆三个场馆及
田径运动区。

其中，游泳馆地上一层，内设成人（25
米×50 米）及儿童游泳池；篮球馆也在一
层，内设 4 块标准篮球场地；综合馆为地
下一层，地上整体两层，位于公园的西侧
主入口处，与室外田径运动区相接，游泳
馆与篮球馆位于公园的中心次入口处，与
室外球类运动区相融合。一层主要功能

为 6块标准乒乓球场地，6块训练场地，健
身房、跆拳道、书法、舞蹈等用房；二层主
要为 7块羽毛球和 6块排球场地。

田径运动区内设足球场、田径场等；
综合活动区内设雨水花园、老年健身活动
区、儿童游乐区、青少年滑板区和拓展运
动区等，满足了不同年龄人群的健身休闲
需求。

同时也考虑不同年龄的游客对体育
运动设施的差异化需求，对老年人、儿童
及青少年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分析，配置相
应的运动设施，提供更多跨代交流。

公园内部结合西宁本土的河湟文化，
沿公园主路布置雕塑小品，形成文化景观
带，绿化景观带以“春品新绿，夏观繁花，
秋赏彩林，冬闻松涛”来组织四季景观。
同时，园内还配有庭廊、休闲座椅、景观造
型灯及指示路牌等。

交通便利
230个车位中

含85个新能源车位
这座公园远不远？停车位够不够？
耿纯介绍，大园山运动公园北侧是凤

凰山快速路、昆仑路，南侧是南绕城高速
路，为前来游玩的广大群众提供了便利的
交通条件。

公园内的地下车库可停车数量为 230
辆，值得一提的是，综合馆地下车库内，还
有 85 个新能源车位，设置两个机动车出
入口，为游人提供便利。

公园内的建筑均合理采用了相关绿
色生态节能技术，侧重于节能与能源利用
以及室内环境质量等方面，融合围护结构
保温隔热体系、高效节能设备、节能照明、
雨水回用、节水喷灌、排风热回收、室内空
气质量监控系统、智能化控制技术等绿色
生态技术为一体，真正体现了“绿色发展”
的理念。

园内道路、公共绿地、电梯轿厢、候梯
厅、公共卫生间等设置无障碍设施，并与
城市道路无障碍设施相连接，实现普惠性
服务。

【记者手记】
跑东区的这些年，见证了“东大门”的

发展和变化。大园山体育公园的建设，是
西宁市城东区委、区政府加快旧城改造、
景观整治步伐，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
城市治理能力，优化发展空间的一个缩
影。

如今，在东区，京韵青风景区、梨园、苦
水沟公园、团结公园、宁湖湿地公园……一
座座公园，不断提升了城市环境质量、人民
生活质量，更体现出城东区紧紧围绕“现代
高原美丽幸福‘大西宁’”建设，着力解决城
市病，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具有东区
特色的现代化城区的信心。

大园山体育公园
下半年破土动工

本报记者 周建萍

→海 棠 公 园 内 建 成
后的景观塔效果图。

图片由施工方提供

↑ 上 北 城 游 园 入 口
效果图。

图片由西宁园林旅
游体育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提供

公园鸟瞰图。本报记者 周建萍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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