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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黎映宇是一名高级工程
师，也是香山湖公园建设顾问，全
程参与了香山湖公园一至三期的
规划建设工作。他告诉记者，“公
园城市”是2018年2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成都考察期间首次提出的
新理念。公园城市，是新时代城乡
人居环境建设的新理念和理想城
市建构的新模式。

这种新理念将传统的“在城市
中建公园”思路转变为“在公园中
建城市”，香山湖公园从最初的公
园建设为主到现在公共文化建筑
和公共商业设施的建设，开始在公
园中建设城市。香山湖公园两年
的变化，其规划思路充分体现了

“在公园中建城市”的理念。
“公园城市，不是在城市中建

公园，而是把城市变成大公园。”黎
映宇告诉记者，香山湖公园、海天
公园是珠海打造公园城市的两个
成功案例，它不仅使珠海的人居环
境有了质的提升，而且改变了以前
公园建设可看不可用的理念，市民
可以走进公园，充分享受大自然的
阳光和空气，提升了市民的幸福
感。

2020年，以香山湖公园、海天
公园为代表的“珠海市民公园建设
项目”在全国近千个项目中脱颖而
出，获评第八届中国民生发展论坛
2020年度“民生示范工程”。这两
大网红公园成为珠海全力推动“公
园之城”建设的生动写照。

记者日前从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获悉，近年来，珠海市全力推动

“公园之城”建设，着力提升城市环
境品质，努力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成效卓然。截至

2020年底，全市建成733个公园，
全部免费对公众开放，形成“都市
特色”“社区村居”“水网湿地”“森
林郊野”四位一体的公园体系。城
市建成区绿地率42.91%，城市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45.77%，城区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22.04平方
米/人，实现了市民出门300米见
绿、500米见园，5公里可达综合公
园，10公里可达森林郊野公园。

该局园林环卫建设科科长王
旖佳介绍，珠海是国家首批园林城
市、首批生态园林城市，从园林城
市升级为生态园林城市，珠海要做
好生态这个大课题。“珠海有良好
的山海林田湖自然禀赋，发掘自然
生态价值，以保护为主进行适度的
公园配套设施建设，向市民提供可
达可憩可享的绿色基础设施，香山
湖公园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公园功
能和自然资源有机融合的典范。”

王旖佳告诉记者，香山湖公园
和海天公园建设，代表着未来“公
园之城”建设的主要方向——让公
园融入生活，让城市融入生态。“公
园之城”建设显著提升了市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助力珠海多次
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未来，我们将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立足珠海山
海相拥、陆岛相望、城田相依的城
市景观风貌，以市民需求为导向，
充分发掘全域生态资源特别是山
体资源，打造更大尺度的城市生态
开放空间，连通城市建成区与山水
林田湖海等自然生态空间，助力构
建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市
民实实在在享用绿色福利。”王旖
佳表示。

思路转变

珠海全力推动“公园之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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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宜居宜游打造宜居宜游““公园之城公园之城””

4月，春暖花开的季节。“自带
仙气”的香山湖公园内鸟语花香、
空气清新、绿树成荫，不少市民在
公园内健身、赏花、拍照，幸福感满
满；未来将通过香山云道相连的海
天公园里则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水帘瀑布”飞流直下、百年古树英
姿勃发，可谓“人在园中走，如在画
中游”……近两年来，这两大网红
公园实现华丽蜕变，持续提升着群
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城市公园品质是城市品质的
一个窗口。2017年以来，珠海市
全力推动“公园之城”建设，成功打
造了一批精品特色公园，香山湖公
园和海天公园就是其中品质型公
园的代表。这两大公园的建设为
市民营造了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
成为了珠海新的城市名片以及市
民、游客的“网红打卡地”，让城市
宜居宜业宜游，更具魅力和活力。

2021年，珠海正加快营造环
境友好型的发展环境，着力打造青
春之城、活力之都。作为粤港澳大
湾区浪漫之城、公园之城的珠海，
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来
自五湖四海的奋斗者，续写更多
“春天的故事”。

从杂草丛生到青山绿水，从
荒废鱼塘到湖光山色，从农场坡
地到天然氧吧……如果在珠海
提起网红公园，首先令人想到的
肯定是“自带仙气”的香山湖公
园。开园两年来，香山湖公园带
给市民一个又一个惊喜。

香山湖公园位于凤凰山西
南角，珠海市第一中学东侧，大
镜山水库西侧，梅西水库南侧。
据介绍，香山湖公园整个项目作
为凤凰山森林公园项目的一部
分，是市、区两级政府的重要民
生实事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珠海
标志性公园之一。公园于2016
年立项，2017年年底开工建设，
受到了珠海市民的广泛关注。

每天清晨，环境优美、鸟语
花香的香山湖公园三期便会迎
来许多晨练的市民。他们或休
闲健身，或拍照摄影，或欣赏风
景……在公园里开始新的一天。

珠海正方公共资源运营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朱创锋介
绍，香山湖公园建设前是一片
鱼塘和菜地，杂草丛生，一些

“三无”人员长期盘踞于此，违
章窝棚、养狗场、养猪场乱搭乱
建，水域也存在污染情况，市民
很难走进来。

香山湖公园的建设，以“虽

由人作，宛自天成”为设计理念，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
恢复为主”的开发思路，秉承“可
达、可看、可憩”和“安全、生态、节
约”的理念，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将城市建设与文化建设深度融合，
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状态。

朱创锋介绍，公园一期于
2019年1月开放，公园整体（一
至三期）于2020年 12月 15日
开放。在公园的规划设计及建
设中，建设方以“把最好的空间
用来建设公共建筑，把最美的景
色和视线呈现给最广大的市民”
为宗旨，力求为广大市民打造精
品公园典范。

正因如此，香山湖公园成为
集观光、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
的城市公共绿色空间，深受市民
喜爱和社会各界高度认可，吸引
了大批市民在公园内开展亲子、
团建、健身等活动。

“公园开园以来，最大的变
化就是通过还绿于民、还景于
民，挖掘文化内涵，将自然与人
文相互融合，让市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显著提升。”朱创锋表示，
这也是香山湖公园能持续得到
市民关注，成为“网红公园”的重
要原因。

公园开放后，便成为深受市

民游客喜爱的网红“打卡点”，前
来游玩的市民都对香山湖公园
的变化赞不绝口。

“香山湖公园是我印象中景
色最漂亮、功能最完善的公园
了。”家住附近小区的市民张军
告诉记者，公园建设前，这里是
一片无人问津的荒废鱼塘，如今
却蜕变成为一座风景如画的美
丽公园，市民争相打卡的网红公
园。“公园自开园以来，感觉每天
都在变化，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记者采访中获悉，香山湖公
园总占地约70.1万平方米。其
中，二期、三期、四期总投资（不
含周边重点配套项目）约2.1亿
元，总共分四期开发建设。其
中，一期、二期、三期已建成开
放，四期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

珠海正方城市建设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少锋介
绍，香山湖公园四期北临梅溪水
库，南邻香山迎宾馆，东接香山
湖公园二期，西接华侨城地块，
占地面积约9.73万平方米，总投
资约4750万元。“四期将延续传
统岭南文化风格，打造山水园
林，开拓游山路径，增添趣味。”
林少锋表示，香山湖公园四期现
正处于地形重塑及香山云道建
设阶段。

香山湖公园

昔日荒废鱼塘如今“网红公园”

若问何处景观最能代表浪
漫之城珠海的形象？人们的
目光当然会聚焦情侣路。位
于情侣路与梅华路交界处，历
经一年建设管养，移植树木达
4200多棵的海天公园集“山、
海、花、林、园”多元景观于一
体，更是成为珠海公园景观的

“集大成者”。
最美人间四月天，海天公园

内早已万象缤纷。蓝天、阳光、
飞瀑、古树、海景草坪……公园
内一步一景、移步换景，任意角
度都是一幅醉人的风景画。

全市最大面积、4万多平方
米的超大海景草坪是海天公园
的一大特色景观，每天都有市民
游客在此露营、放风筝，体会面
朝大海春暖花开；公园依山傍势
改造鸡公山石坑，建造出约30
米落差的飞瀑激泉，远远望去如
白虹倒悬，最为吸睛，成为了“网
红"打卡点；园内还建有近千平
方米、珠海最大的全玻璃立面温
室植物园，市民可以观赏到樱麒
麟、龙舌兰等近百个品种，260
余株南美洲沙漠植物；尤为珍贵
的是，海天公园的名树古树区，
内有4棵百年珍宝。南海之滨、
情侣路畔，参天巨木犹如世纪老
人凝望着万顷碧波，巨树与大
海，超时空相遇，相看两不厌
……

然而谁曾想到，就在两年
前，海天公园所在地还只是一片

乏人问津的空旷草地，改变发生
在去年3月。海天公园项目于
2020年3月13日启动，2020年
9月28日正式开园迎客。

海天公园管理方——珠海
正方公共资源运营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卢文锋告诉记者，海天
公园管养提升之前，园内树木交
错、灌木杂乱，与周边自然景观
有较大落差，且照明不足，道路
不畅，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
时配套设施缺乏，空间利用不
足，虽地处主城区门户地段，市
民游客却鲜有问津，未能发挥应
有的效益。

去年3月，市委、市政府启
动海天公园改造项目，决定将其
建设成为一座高标准的滨海公
园。历经199天不间断的施工
建设，海天公园全面建成并通过
验收。

提升后的海天公园，山海相
拥、瀑布飞流、灯光璀璨、四季繁
花。绿植搭配根据四季交替变
化进行巧妙构思，入园即为画中
人。春夏秋冬皆有精巧花景，为
市民提供充裕、优美的运动、游
憩场地。同时，园区还增设洗手
间、儿童乐园、停车场等配套设
施，全方位服务市民群众。

“海天公园的管养提升，我
们坚持以整体塑造、因地制宜、
保护树木、节约成本为原则，构
建人与自然和谐平衡的生态环
境，让市民享受城市更多公共绿

地空间。”卢文锋说。
海景草坪、百年古树、温室

植物园、瀑布景观、喷泉、儿童乐
园、木栈道、小园路、驿站等特色
景观，营造了海天公园山明水
秀、瀑布飞流、绿树环绕、开阔疏
朗的效果。

建设方还根据四季交替进
行植物搭配优化，营造出绿树环
绕、四季繁花的景色。“木棉大道
贯穿海天公园南北，紫薇大道环
抱公园，园内设置古树名树、黄
槐赏花观景带等，步道将各类景
观串联，穿行园中，春夏紫荆花
开烂漫，秋冬木棉姹紫嫣红，达
到春夏秋冬皆有花景。”卢文锋
说。

如今，海天公园与海天驿
站、凤凰湾沙滩、日月贝、香炉湾
等城市景观互为呼应，成为珠海
一张崭新的城市名片，进一步彰
显了珠海这座现代化花园式海
滨城市的迷人魅力。

海天公园二期建设也在抓
紧施工。据了解，占地面积约
1.3万平方米的海天公园二期正
在紧密推进，包含了岭南园古建
项目和商业配套项目。

卢文锋透露，目前岭南园古
建项目已完成约70%，计划在
今年6月完工。商业配套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主
要包括山水餐厅、商业单体等，
完成后将为市民游客提供全面
配套的服务。

海天公园

曾经空旷草地变身城市名片

公园是一座城市的“魅力担
当”，作为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
位、增强市民幸福感具有重要意
义。

香山湖公园自开园以来，吸引
了一众“铁杆粉丝”。退休市民王建
国就是其中一位。每天清晨，他都
会到香山湖公园里晨练。他告诉记
者，两年前，珠海市民多数去海滨公
园、野狸岛等公园游玩。如今，香山
湖公园及海天公园建成开放，市民
多了两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幸福
感倍增。“而且这两大公园环境优
美、设施完善，也很大程度上提升了
城市品位和城市知名度。”

据了解，2017年，在大力弘扬
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背景下，珠海
启动实施“美丽珠海”系列行动，

“公园之城”为其中核心内容，公园
建设成为实施重点。

朱创锋介绍，香山湖公园的建
设及开放，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把最好的空间、最美的
景观奉献给最广大市民的深刻实
践。公园开园以来，为珠海市民营
造了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也为城
市增色添彩，让城市更具魅力和活

力。
和其他公园不同的是，香山湖

公园在建设、管养过程中，十分重
视文化内涵的挖掘与丰富，通过举
办“纳凉音乐会”、爱国公益电影播
放，举办洗心水榭绘画展、苏绣作
品展以及绿道嘉年华、书法、动植
物科普生态系列体验活动等内容，
不断提升公园文化品位的同时，也
为珠海的建设赋予更丰富、厚重的
城市底蕴。

“海天公园的变迁，是珠海公
园之城建设的一个缩影。”卢文锋
告诉记者，长期以来，珠海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持
续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串联山、
海、城，坚持把最美的景色和视线
呈现给广大市民。近年来，海天公
园、梅华城市公园、香山湖公园、城
市客厅等141个市政公园建成开
放。珠海大地“百园连环”，呈现出

“山海相拥、陆岛相望、河湖相依、
城田相映”的珠海城市风貌，彰显
了吞山纳海的气度。

朱创锋表示，近年来，通过打
造以香山湖公园、海天公园等为代
表的城市精品特色公园，将对珠海
打造公园之城、打造宜居宜游的海
滨城市起到样板示范作用。

还景于民

公园华丽蜕变提升城市品位

海天公园“水
帘瀑布”。

市民在海天公园花海中留影。

香山湖公园喷泉。

香山湖公园变身“网红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