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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城建志» 编修工程浩繁ꎬ 时间空间跨度大ꎬ 在湛江市地方志

编修委员会的指导下ꎬ 在湛江市城建系统各级领导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

下ꎬ 历时 ３ 年ꎬ 终于成书面世ꎮ 这是本局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成果ꎬ 也是本局落实

文化大市建设的重大喜事ꎬ 可喜可贺ꎮ

本志始编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是湛江首部城建志ꎮ 本着承前启后ꎬ 继往

开来的原则ꎬ 既真实记载了从 １９５０ 年以来湛江市城市建设管理发展的巨

大变化ꎬ 又如实反映了在前进中的经验教训ꎬ 是湛江市城市建设管理系统

广大干部职工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改革史、 发展史和创业史ꎮ 全书内容丰

富ꎬ 资料详实ꎬ 时代气息浓郁ꎬ 把握了时代特点和历史脉搏ꎬ 是一部很好

的地方志书ꎮ

编纂地方志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和连续性的文化建设工程ꎬ 需要付出大

量的人力和物力ꎬ «湛江市城建志» 的付梓印刷ꎬ 凝聚了各级领导、 社会

各界ꎬ 特别是参与撰写工作的全体编辑人员的心血和汗水ꎮ 在此ꎬ 谨向一

直关心、 支持、 指导 «湛江市城建志» 编纂工作的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

办公室表示感谢ꎬ 对默默奉献的全体修志人员表示由衷敬意ꎮ

知古而鉴今ꎬ 习史而明志ꎮ 我们要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ꎬ 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不忘初心ꎬ 牢记使命ꎬ 勇于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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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ꎬ 奋力开启新时代城市建设管理工作新征程ꎬ 助力推动湛江实现高质量

效益性发展ꎬ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加快建设北部湾中心城市和省域

副中心城市ꎬ 打造广东新的增长极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湛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党委书记、 局长　 孔令培

２０１８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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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指导思想ꎬ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实事求是ꎬ 全面系统地记述湛江市区城市建设诸方面的

历史与现状ꎮ 纵贯古今ꎬ 坚持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 详独略同的原则ꎬ 以

反映时代特点ꎬ 突出地方特色ꎬ 为认识、 研究湛江市情服务ꎮ

二、 时间范围ꎬ 主要事件追溯起源ꎬ 从建城开始ꎬ 清末、 民国、 广州

湾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ꎬ 下限至 ２０１７ 年ꎬ 个别事件至 ２０１８ 年ꎮ 有些事

件视其情況ꎬ 适当向上追溯或向下延伸ꎮ

三、 空间范围ꎬ 按湛江市现在行政区划记叙ꎮ 主要记叙湛江市区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ꎬ 也略写部分地方史实ꎮ

四、 本志结构为篇、 章、 节、 目ꎮ 部分重要照片集中卷首ꎬ 其余照

片、 图、 表随文设置ꎮ

五、 历史纪年ꎬ 中华民国成立前用中国朝代年号ꎬ 在括号内注明公元

纪年ꎬ 中华民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ꎮ １９４９ 年之前称新中国成立前ꎬ 之

后称新中国成立后ꎮ

六、 所用计量单位ꎬ 按各历史时期的法定计量单位名称书写ꎬ 必要时

与现行计量单位换算ꎮ

七、 援引资料原文需要注明出处时ꎬ 引文后标出顺序数字ꎬ 在页脚注

明ꎮ

八、 对机构、 部门、 社会团体、 会议等名称和专用名词的书写ꎬ 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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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出现时ꎬ 均用全称ꎬ 重复出现时用简称ꎮ

九、 各历史时期的政权组织及官职等ꎬ 除汉奸政权外ꎬ 均按当时称谓

书写ꎮ

十、 本志 «大事记» 以编年体为主ꎬ 辅之以记事本末体ꎮ

十一、 本志 «人物志» 立传人物ꎬ 以湛江籍为主ꎬ 以近现代人为主ꎻ

客籍人物在本市有重要影响者ꎬ 也可立传ꎮ 对业绩卓著的劳动模范和先进

人物ꎬ 作简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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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琼火山带隆起陷塌ꎬ 断裂成海南岛、 雷州半岛和众多岛屿ꎬ 琼州海峡和湛江海

湾由此而成ꎮ 雷琼火山陆续熄灭ꎬ 熔岩冷却后留下 １７７ 座火山口遗迹①ꎬ 其中有址可

查 ７４ 座ꎮ 火山运动造就雷州半岛低山、 丘陵、 台地、 河谷阶地和滨海平原等多种类

型的地貌特征ꎮ
末次冰期结束之后ꎬ 雷州半岛已经被广州湾、 北部湾和琼州海峡相拥了一万多

年ꎮ 在一万多年的时光里ꎬ 因为气候炎热ꎬ 赤地千里ꎬ 渺无人烟ꎮ 距今八千年前ꎬ 半

岛上土著蜗居于一个个岩洞ꎮ 考古证实: 鲤鱼墩、 梧山岭、 英楼岭、 华丰岭等洞穴遗

址出土石器、 贝壳ꎬ 先民们位喜欢海鲜ꎬ 在岩洞深处燃起旺火ꎬ 烤鱼虾贝螺ꎬ 用火山

岩石制作石铲、 石斧、 石拍等砍砸器ꎬ 对着自己在海边捡拾的螺贝ꎬ 敲壳吸肉ꎬ 一场

饕餮过后ꎬ 剩下一堆鱼骨贝壳残骸ꎮ 天晴之后ꎬ 他们从岩洞里走出去ꎬ 清理蛮荒ꎬ 砍

树木ꎬ 搭茅寮ꎬ 半地穴居ꎻ 他们战胜豺狼虎豹ꎬ 掌握野生海水稻ꎮ 为了照管田地上的

作物ꎬ 他们定居下来ꎬ 就地取材ꎬ 筑泥巴墙、 珊瑚墙ꎬ 搭建茅寮草房ꎬ 成为 “半渔

半农” 的自然人居聚落ꎮ

一、 湛江城市的产生、 演变和发展

自古设都邑ꎬ 必建城池ꎮ 隋开皇十年今湛江设铁杷县ꎬ 后易遂溪县ꎬ 历隋、 唐、
宋三朝共 ３８２ 年俱未有城ꎮ 明洪武七年始筑土城ꎮ 正统四年改筑石城ꎬ 周长约 １ ５６
千米ꎬ 高 ５ 米ꎬ 瞭墩 ４０ 个ꎬ 窝铺 １６ 间ꎬ 东南北城楼三座ꎬ 浚以濠堑②ꎮ 此后ꎬ 五百

多年间ꎬ 城墙多次被飓风吹倒ꎬ 又多次重修ꎬ 最终倒塌ꎮ
宋时ꎬ 赤坎成埠ꎬ 皆因地利ꎬ 东临大海湾ꎬ 北靠西山ꎬ 南溪、 文章、 北桥三条河

流环绕ꎬ 形成天然闭合之 “城”ꎮ 各地客商云集聚居ꎬ 货栈林立ꎬ 前店后宅ꎬ 成为粤

西商贸集散中心ꎮ 至明清砌筑码头 １０ 处ꎬ 层层青石台阶ꎬ 高墙耸立ꎬ 设枪眼、 瞭望

孔ꎬ 深巷窄洞ꎬ 胜似城堡ꎬ 却不是城堡ꎬ 又不为城墙所囿ꎬ 由商埠、 墟 “市” 演变

为城市ꎮ

①
②

«拟建中国雷琼世界地质公园 (湛江、 海口、 北海) 申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ꎬ ２００５ ９
«遂溪县志» (清道光二十八年) 喻炳荣ꎬ 朱德华 修ꎬ 蔡平 点校ꎬ 卷三 ６３ 页ꎬ 方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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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二十七年ꎬ 朱元璋派大臣安陆侯吴杰监建遂溪县乐民珍珠城ꎬ 建成之时降

旨有 “永乐民安” 之句ꎬ 故命名 “乐民城”ꎬ 依地形而筑城墙ꎬ 高 ５ 米ꎬ 厚 ２ 米ꎬ 周

长 １７９７ 米ꎬ 占地 １９ 公顷ꎬ 呈不规则四边形ꎮ 四道城门ꎬ 门宽 ２８ 米ꎬ 高 ２ ７ 米ꎬ 进

深 ９ 米ꎻ 现尚存东、 西、 北三城门较完整ꎮ 城墙为砖土合筑ꎬ 砖被拆ꎬ 仅存土墙ꎮ 清

康熙八年重修ꎬ 开凿两条护城河ꎬ 宽 １２ 米ꎬ 深 ５ 米ꎮ 同年ꎬ 安陆侯吴杰创立海安所

千户防御所城ꎬ 周围五百一十七丈ꎬ 高一丈三尺ꎬ 设四座城门ꎬ 东门 “通津”ꎬ 西门

“永泰”ꎬ 南门 “镇海”ꎬ 北门 “拱辰”ꎬ 城内设有游击府ꎬ 粮仓ꎬ 军械库ꎬ 还有文庙ꎬ
武庙ꎬ 城隍庙等建筑ꎮ

万历 «高州府志» 记载ꎬ 在明之前ꎬ 吴川、 石城、 电白、 信宜、 化州等多座县

邑已筑城池ꎬ 如众星拱月般拱卫高州府城池ꎮ 明万历十四年通明港村置水师白鸽寨ꎬ
清康熙九年置卫所ꎬ 屯军千人ꎬ 建城墙、 置炮台、 筑烟墩ꎬ 驻军长达两百多年ꎬ 为合

浦郡的 “郡城左臂”ꎬ 后 “禁海” 迁民而废弃ꎮ 如今ꎬ 村民人口上万ꎬ 多为水兵后

代ꎬ 昔日水师雄风还能从古碑刻、 石狮、 石狗和县志、 族谱等历史古迹古籍中寻找踪

迹ꎮ
纵观古代湛江ꎬ 由唐宋修筑县治城池ꎬ 到明代卫所ꎬ 演变到清代海防炮台要塞式

筑城ꎬ 其主要原因是明清海上受到海盗倭寇骚扰和帝国主义从海上侵略ꎬ 以及在战争

中火炮破坏威力增大和射程更远等几个条件所决定ꎮ 但由于在漫长的时期里ꎬ 城池遭

受战乱摧残、 蹂躏和台风暴雨侵蚀ꎬ 无一幸免被毁ꎬ 未能完整保存下来ꎮ
城池是争夺和厮杀的产物ꎬ 它的意义就在于防御和守护ꎮ 没有来犯者的时候ꎬ 它

是一方乐土ꎬ 门是敞开的ꎻ 狼烟一起ꎬ 它就变成掩护体ꎬ 成了最后避难所ꎮ 与今天城

市相比ꎬ 古代城池也许显得封闭ꎬ 四周高墙ꎬ 几孔深门ꎬ 面目陈旧ꎬ 样子也很古怪ꎮ
因为是城池ꎬ 它们给这里造过福ꎬ 带来过繁荣ꎮ 它们对这块土地曾极尽忠诚ꎮ 每一座

城池都不止一次地隆起ꎬ 又不止一次地倒下ꎬ 直到再也爬不起来ꎮ 爬不起来ꎬ 也是英

雄ꎬ 被后来的人铭记ꎮ
那些留有祖先指痕的灶台和陶罐ꎬ 那些有样有式的房屋和土墙ꎬ 毕竟是一种确凿

的物质ꎮ 不论它们站立在那里ꎬ 还是早已坍塌成废墟ꎬ 或者被岁月封埋在地下ꎬ 总会

以精心设计过的形状ꎬ 耐人寻味的表情ꎬ 以及在倒下或消失之前的种种姿态ꎬ 让后来

的人辨认和抚摸ꎮ

二、 新中国成立前湛江市区城市建设概况

唐宋时期ꎬ 中国经济文化繁荣ꎬ 今湛江设铁杷 (后并铁杷、 扇沙为遂溪)、 潘水

(吴川)、 凌禄和千水 (廉江)、 雷州 (海康)、 翔龙 (硇洲)、 徐闻等县治ꎬ 县邑变

更较多ꎬ 兴废更迭ꎬ 筑城集市ꎬ 此起彼伏ꎮ 伴随县治迁址ꎬ 建衙署、 寺祠等ꎬ 促进土

木工程兴起ꎬ 砖石砌筑工艺发展较快ꎬ 出现规模较大的寺祠建筑ꎮ 这个时期ꎬ 以单体

建筑为主ꎬ 是古代城市建设的萌牙时期ꎮ
县治地更迭兴废ꎬ 始终没有形成上规模的城市ꎮ 反而赤坎海运、 商贸发展ꎬ 加快

由 “市” 向城市的转变ꎮ 唐宋元时ꎬ 中国进入 “海上丝路” 鼎盛时代ꎬ 今湛江 “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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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之路” 兴起ꎬ 以徐闻始发港最大ꎬ 赤坎港、
安铺港、 梅菉港等次之ꎮ 据考古发现ꎬ 今湛江

陶瓷窑址遗迹多达 ６３ 处ꎬ 坡头梁陶村龙王岗唐

代窑群 ３ 座ꎬ 而宋代窑址湛江海滨宾馆内 ３ 座ꎬ
霞山绿塘村北洋岭 ５ 座ꎬ 廉江营仔镇西南面窑

头山 ６ 座ꎬ 这些窑址出土瓷器均具宋代风格ꎮ
遂溪沿海 “十里窑厂” (杨柑、 下六、 界炮)
为宋代广东规模最大陶瓷生产及外销基地ꎬ 瓷

器种类有碗、 杯碟、 茶盏、 罐、 钵、 壶、 瓶、
砚台、 网坠、 香炉等及一些制陶工具ꎮ 陶瓷一

直是古代海运贸易的主力军ꎮ “海上丝路” 虽

从秦汉开始ꎬ 却在此时开始壮大ꎬ 且更加适合

陶瓷这种易碎品的运输ꎬ 减少成本ꎮ 其时ꎬ 赤

坎海运贸易发展较快ꎬ 至清康熙已兴建鸭乸、 陈屋、 海头、 通明、 芷寮、 龙皇湾埠头

仔等众多港口ꎬ 而规模最大的赤坎港码头有 １０ 处之多ꎬ 由北至南、 呈 Ｌ 状分布在六

百多米海岸线上ꎮ 陶瓷、 鸦片、 土糖和黄麻织品等商贸兴旺ꎬ 各地商户接踵而至ꎬ 纷

纷取海道或陆路抵埠ꎬ 与 １０ 个码头一脉相承的大通街片区成为居民聚集地ꎬ 货栈林

立ꎬ 栉次鳞比ꎬ 多是砖木结构ꎬ 前铺后房ꎬ 楼下货仓ꎬ 楼上住人ꎬ 门外青石路面ꎬ 明

沟和瓦通管排水ꎮ 此时ꎬ 大通街与中兴街双轴线平衡发展ꎬ 呈现 “鱼骨状” 布局ꎬ
九街十八巷ꎬ 展露滨海小城镇的雏形ꎮ

迨至近代ꎬ 随着资本主义势力侵入ꎬ 西方近代技术和新的建筑材料传入ꎮ 法国强

占广州湾后ꎬ 出现钢筋混凝土结构、 造型多样的新型楼房ꎬ 反映出 “半封建半殖民

地” 的特征ꎮ
广州湾首府设公使署ꎬ 管辖东营、 西营 (今霞山ꎬ 初称白雅特城 “Ｆｏｒｔ—Ｂａｙ￣

ａｒｄ”③ꎬ 为纪念首次登陆法舰命名) 二城ꎬ 赤坎、 坡头、 淡水 (今硇洲) 三区ꎮ 首府

数次迁址: １９００ 年麻斜ꎻ １９０２ 年坡头设东营ꎬ 建办公楼、 高岭海关楼、 兵营和监狱

等ꎮ １９１１ 年迁址海头讯ꎬ 设西营ꎬ 建东堤路、 逸仙路等ꎬ 以逸仙路为中轴线发展ꎮ
其时ꎬ 沿街只有十余间商铺ꎬ 路面坑坑洼洼ꎬ 排水不畅ꎬ 水浸街、 括流街等常遭水

浸ꎬ 木屋草棚的火烧街火灾不断ꎬ 这片低洼地变成贫民区ꎮ
从 １９００ 年起ꎬ 当局规划地势较高的延安路和宝菉路为双轴线平行发展ꎬ 建警署

楼ꎬ 之后陆续建公署楼、 邮政楼、 天主教堂、 福音堂、 爱民医院和东方汇理银行广州

湾分行等多座法式建筑ꎬ 引入欧洲近代市政建设先进技术ꎬ 街道网格式布局ꎬ 设地下

排水管ꎬ 两旁种植凤凰树ꎬ 春夏之交花色艳丽ꎬ 使西营市容 “媲美青岛”ꎬ 成为广州

湾政治中心ꎬ 达官贵人云集的富人区ꎮ 这是广州湾城市建设的第一个繁荣期ꎮ
广州湾一度经历兴盛、 危险和浪漫ꎮ １９３７ 年抗日战争爆发ꎬ 广州、 香港等沿海

港口沦陷ꎬ 偏安一偶的广州湾成为对外通商港口和逃往 “自由中国” 唯一通道ꎮ 其

③ «广州湾历史与记忆»ꎬ 景东升ꎬ 何杰主编ꎬ 武汉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４ꎬ 第 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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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湾警暑楼　

时ꎬ 大批商贾和游资涌进广州

湾ꎬ 人口剧增ꎬ 租借初期人口 １５
万ꎬ １９２６ 年约为 ３０ 万ꎬ １９３９ 年

达 ６０ 万ꎮ 商贾们纷纷在此投资置

业ꎬ 南华、 宝石、 南路、 大中、
六国等大酒店ꎬ 以及欧亚旅店、
百乐殿大戏院等陆续兴建ꎬ 出版

业、 银行业、 牲畜贸易和交通运

输业发展很快ꎬ 赤坎一跃而成为

中国西南沿海商贸和航运中心ꎮ
由于赤坎街巷狭窄ꎬ 人口拥

挤ꎬ 当局调整规划布局ꎬ 扩城筑

路ꎬ 大通街商业重心向西北扩

展ꎬ 建法国大马路、 中国大马路

等ꎻ 向东南拓展填海造地ꎬ 建 “三民路” 港口商业街区ꎬ 陆续兴建广州湾海关楼、
广州湾商会会馆、 中央银行等公共建筑和连体式骑楼、 小洋楼等ꎻ 与此同期ꎬ 西营填

海筑路ꎬ 建东堤路、 汉口路港口商业街区ꎬ 兴建南天酒店、 京华酒店、 中国大戏院、
八角肉菜市场和连体式骑楼等ꎮ 填海工程导致海岸线东移ꎬ 海潮不至ꎬ 原有码头功能

尽废ꎬ 大通街商业走向衰落ꎮ 昔日赤坎码头、 鸭乸港、 陈屋港、 海头港、 避风塘等ꎬ
这些地名虽尚留于口齿之间ꎬ 但当年港口早已消失ꎮ 这个时期ꎬ 商贾们客观上也带来

外地建筑文化ꎬ 使湛江建筑走向多元化ꎬ 中西合璧ꎬ 包容并存ꎬ 留下半个世纪的历史

印记ꎮ 这是广州湾城市建设的第二个高潮期ꎮ
在殖民统治时期ꎬ 广州湾的建设ꎬ 本意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需要ꎬ 但在客观

上促进广州湾城市发展ꎬ “广州湾城市规划” 目标基本实施完成ꎮ １９４２ 年ꎬ «大广州

湾» 这样描述: “在商业上、 经济上、 建设上、 人口上都非常发达ꎬ 市区面积也逐渐

扩大ꎬ 广州湾的一切都已经扩大不少”④ꎮ

三、 新中国成立后湛江城市建设概况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湛江解放ꎬ 城市建设进入一个崭新时期ꎮ “一五” 计划初ꎬ 湛

江列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之一ꎮ １９５４ 年ꎬ 国家建设总局派出工程师和苏联专家 ４ 人

工作组来湛指导工作ꎬ 组织编制 «湛江市初步规划 (１９５５ ~ １９７４) »ꎬ 成为新中国成

立后由国务院审核批准实施的 “第一个城市规划”ꎬ 开创国内城市规划先河ꎮ 该规划

确立 “开发霞山ꎬ 利用赤坎” 的目标ꎬ 重点布局港口、 铁路和飞机场的位置ꎬ 城区

以解放大道为中轴线发展ꎮ 这一时期ꎬ 湛江市区城市建设受 “前苏联老大哥” 影响ꎬ
以市人委大楼、 工农花坛、 友谊花坛等为原点ꎬ 设计向四周放射式的路网骨架ꎻ 建市

④ «大广州湾»ꎬ 韦健著ꎬ 东南出版社ꎬ １９４２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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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委大楼ꎬ 形成地标性的 “苏式建筑”ꎬ 从而拉开城市建设序幕ꎮ 湛江市博物馆、 湛

江市图书馆、 湛江人民广播电台等陆续兴建ꎬ 楼房高低错落ꎬ 造型各异ꎬ 但都带有

“苏式建筑” 的风格ꎬ 分布在寸金桥公园周边ꎬ 形成一片公共文体区域ꎮ 霞山港务

局、 化工厂和铁路系统宿舍区也有许多类似风格的建筑ꎬ 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

时间内ꎬ 湛江许多新建筑还保留有这种 “苏式建筑” 痕迹ꎮ
改革开放后ꎬ 特别是 １９８４ 年湛江被列为全国 １４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ꎬ 城市建设

迎来新一轮发展热潮ꎮ 几年时间ꎬ 在霞赤两个老城区之间迅速崛起一座新城———湛江

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经开区)ꎬ 与此同时一起诞生的人民大道ꎬ 连接霞赤两

地、 贯通经开区ꎬ 沿路两旁现代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ꎮ 当年那块土地全是坡岭

荒地ꎬ 时任市长滕义发亲自带领工程技术人员现场勘察地形ꎬ 徒步行程十多千米ꎬ 来

回一走就是一天ꎮ 他高瞻远瞩ꎬ 以战略家的眼光ꎬ 顶住各种压力ꎬ 主张修通人民大

道: “起码修六车道ꎬ 有条件的路段要修到八车道ꎬ 统统留足绿化带、 非机动车道与

人行道ꎮ”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ꎬ 在湛江大地上回荡ꎮ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动工ꎬ 历时两

年 ４５ 天ꎬ 于 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 ５ 日建成通车ꎬ 被誉为市区交通路网骨架中 “脊椎”ꎮ 从

此ꎬ 主城区以人民大道为中轴线发展ꎬ 掀起城市建设的新篇章ꎮ

人民大道南

综观湛江城市历史发展轨迹ꎬ 各个时期发展始终贯穿着一条 “开放” 主线ꎬ 不

同时期 “开放” 有着不同本质ꎬ 广州湾时期是被动 “开放”ꎬ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半主

动 “开放”ꎬ 改革开放时期是主动 “开放”ꎮ 不管是什么本质的 “开放”ꎬ 它都是城市

发展的催化剂ꎬ 湛江城市因海而兴ꎬ 因 “开放” 而繁荣ꎬ 因 “开放” 而发展ꎮ 所以ꎬ
湛江城市建设也充满 “开放” 元素ꎮ 千年历史看高雷ꎬ 县治地兴废更迭ꎻ 百年历史

看广州湾ꎬ 营造西式海滨花园城市ꎻ 改革开放历史看经开区ꎬ 崛起钢铁石化工业城ꎮ
从湛江独有的城市组团式结构ꎬ 城区中轴线发展演变的壮美秩序ꎬ 可以触摸到湛江城

市形态和城市肌理发展的规律ꎮ

四、 编写湛江市城建志的缘由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湛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印发 « ‹湛江市百部地方志丛书› 修编

工程实施意见» 文件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以湛府志办 〔２０１５〕 ２５ 号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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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通知ꎬ 要求各单位创造条件编修行业志、 部门志、 专业志等ꎮ «湛江市百部地方志

丛书» 分卷之 «湛江市城建志» 编修工作于 ２０１６ 年启动ꎬ 历时 ４ 年ꎮ 其间ꎬ 本局领

导高度重视并亲自过问修志工作ꎬ 为顺利完成 «湛江市城建志» 志稿编写提供有力

保障ꎮ 该志属于新编志ꎬ 之前没有编修过ꎬ 最初计划编写时间范围是 １９４９ 年至 ２０１７
年ꎬ 初稿征求意见时ꎬ 适逢湛江市机构改革ꎬ 本局与湛江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合并ꎬ 成

为市政府新组建的部门ꎬ 编志内容要增加ꎬ 有领导提出下限延伸至 ２０１９ 年ꎬ 上限追

溯到清末ꎬ 增加广州湾城建的内容ꎬ 这样纵向不断主线ꎬ 湛江城建的历史更加充实完

整ꎮ 因此ꎬ 本志时间跨度大ꎬ 内容多ꎬ 全书共设九篇 ４７ 章 ６５ 节ꎬ ５０ 多万字ꎬ 较为

全面、 详细记述湛江市从建城开始ꎬ 经历清末、 广州湾租借地、 民国和新中国成立的

城市建设发展成就及经验ꎮ
关于本志名称ꎬ 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ꎮ 初时上报名称为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

局志»ꎬ 从 ２００１ 年起这个机构先后更名为湛江市公用事业局、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 湛

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湛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等ꎬ 二十年内名称变更五次ꎬ 主

题词前后不连贯ꎬ 局外人不了解这个机构性质和业务ꎬ 曾产生许多误解ꎮ 然而新中国

成立以来ꎬ “城建” 这个机构名称使用时间长达 ５０ 年ꎬ 社会公认度最高ꎬ 经过讨论

后ꎬ 初稿定名 «湛江市城建志»ꎬ 大都接受这个名称ꎮ 但有人认为ꎬ 本志编写内容主

要是市区ꎬ 没有包括五县ꎬ 提出应改名为 «湛江市区城建志»ꎬ 从行政区划来看ꎬ
“湛江市” 包括市区及五县ꎬ 有时机构命名、 行文等指名是市区范围ꎬ 则用 “湛江市

市区”ꎬ 名称中使用两个 “市” 字ꎮ 但是ꎬ 编者认为ꎬ “城建” 是城市建设的简称ꎬ
此 “城” 字已经也含有一个 “市” 字ꎬ 如果定名 «湛江市区城建志» 两个叠字ꎬ 或

«湛江市市区城建志» 三个叠字ꎬ 则一部志书名称中有多个叠字ꎬ 读起来拗口ꎬ 也不

符合志书文字简洁的要求ꎮ «湛江市城建志» 一般理解就是市区范围ꎬ 如果要涵概五

个县ꎬ 则这部志书就是专业总志ꎬ 其它县编写专业分志ꎬ 如 «湛江市城建志 (吴川

卷) » 等ꎬ 依此类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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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事记ꎬ 按年代次序ꎬ 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湛江市区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

重大事情ꎬ 基本以湛江市区为主ꎬ 辖境内各县略有记述ꎮ
秦始皇三十三年 (前 ２１４ 年)ꎬ 今湛江归入中华版图ꎬ 属象郡ꎮ
汉元鼎六年 (公元前 １１１ 年) 今湛江西部属徐闻县管辖ꎬ 徐闻县开始出现砖瓦

建筑ꎬ 砖小而薄ꎬ 长 ２２ 厘米至 ２５ 厘米ꎬ 宽 １１ 至 １２ 厘米ꎬ 厚 ２ 厘米左右ꎮ
隋开皇十年 (５９０ 年)ꎬ 铁杷县置今湛江市麻章区旧县村ꎬ 有县衙建筑ꎬ 石塔ꎬ

明洪武七年始筑土城ꎬ 正统四年改筑石城ꎬ 均毁ꎮ 石条砌筑 “龙眼井” “成淳六年重

修井” 现仍存ꎮ 隋至唐中期ꎬ 湛江西部为铁杷县ꎻ 唐中期至清ꎬ 湛江西部属遂溪县ꎬ
东部属吴川县ꎮ

唐朝 (６１８ 年) 建立后ꎬ 朝廷下令 “徙闽民于合州” (即今湛江)ꎬ 南疆较大规

模开发ꎬ 引聚闽潮的商民渐多ꎬ 集居赤坎ꎬ 形成福建村、 福建街和潮州街ꎮ
武德五年 (６２２ 年)ꎬ 以高凉郡的石龙、 吴川县地设罗州ꎬ 辖石龙、 吴川、 陵罗、

石城、 招义等 １１ 县ꎮ 次年ꎬ 罗州从石龙迁治石城县 (今廉江河唇镇龙湖村附近)ꎬ
修筑罗州城ꎬ 遗址犹存ꎮ

唐太宗大历五年 (７００ 年)ꎬ 海康雷城镇天宁寺建成ꎬ 该寺是雷州半岛第一古刹ꎮ
北宋末靖康年 (１１２６ 年至 １１２７ 年)ꎬ 遂溪县城月僧人孙琮结茅居于湛江市郊湖

光岩ꎬ 取名 “白云禅庵”ꎬ 后人名禅庵为 “楞严寺”ꎬ 寺依岩营建ꎬ 旧称 “白云岩”ꎬ
传原为隋灵惠侯祠ꎮ

宋景炎三年 (１２７８ 年) ３ 月ꎬ 元朝大兵追击宋幼皇宋端宗赵昰、 赵昺残军至今

湛江市郊硇洲岛ꎬ 宋皇改元祥兴ꎬ 升硇洲岛为翔龙县ꎬ 隶化州ꎮ 在淡水镇东面兴建营

房ꎬ 开挖水井ꎬ 建造书院ꎬ 故有宋皇村、 宋皇井、 翔龙书院之名ꎮ 追随宋帝的闽浙百

姓和南宋官兵约 ３０ 万人从莆田、 福州、 潮州等沿海相继逃到硇洲岛ꎬ 部分人留居赤

坎ꎮ 赤坎发展成为居民来源广泛的小商埠ꎮ
明正德元年 (１５０６ 年)ꎬ 硇州岛渔民集资兴建津前天后宫ꎮ 庙宇为砖木结构ꎬ 三

进式布局ꎮ 咸丰六年 (１８５６ 年) 重修ꎮ
明万历十四年 (１５８６ 年) 今湛江太平镇通明港村是海防要地ꎬ 置白鸽寨ꎬ 屯军ꎬ

砌筑六角大井ꎮ
清代康熙辛已年间 (１６６１ 年间)ꎬ 法船安菲特理德号航海来华遇风避入广州湾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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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ꎬ 船员登陆私自测量水道ꎬ 窃绘地图ꎬ 返回后献法政府ꎮ

清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 年)ꎬ 宋皇村被海盗抢劫ꎬ 宋皇村内建筑全部被拆除ꎬ 遗址作

耕地ꎮ
清康熙九年 (１６７１ 年)ꎬ 建白鸽寨城ꎮ
清康熙二十三年 (１６８５ 年)ꎬ 废止长达 ２００ 多年的 “海禁”ꎬ 实行 “开海贸易”ꎬ

闽、 浙、 潮、 广商船陆续到达赤坎经商ꎬ 其时ꎬ 在赤坎港注册商船有 ４００ 余艘ꎬ 其中

闽浙商行船号就有 ４５ 家ꎮ 潮州籍在赤坎居住人口达 １０００ 多人ꎮ 赤坎形成商业埠头ꎬ
从福建街口至井街口一带ꎬ 砌筑踏跺式石级码头 １０ 处之多ꎮ

清康煕 ４９ 年 (１７１０ 年)ꎬ 建太平镇通明港村宣封庙ꎮ
清康熙末年 (公元 １７２２ 年)ꎬ 闽、 浙、 潮商人和广府、 高雷商人到赤坎经商贸

易ꎬ 移民定居逐渐增多ꎬ 赤坎形成福建村、 福建街、 潮州街、 高州街等ꎬ 出于商贸业

发展的需要ꎬ 建闽浙会馆等建筑ꎮ
清乾隆四十年 (１７７５ 年)ꎬ 在坡头墟之北面建集成书院ꎬ 亦称陈文龙公祠ꎮ
清乾隆四十八年 (１７８３ 年)ꎬ 赤坎建潮州会馆ꎮ 坡头墟建陈氏宗祠ꎮ
清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 年)ꎬ 重新修建麻章墟北边的玉虚庙ꎮ
清道光十六年 (１８３６ 年)ꎬ 建廉江万寿桥ꎬ 桥六墩七孔ꎬ 长 ３１ ５ 米ꎬ 宽 １ ５ 米ꎮ
清道光三十年 (１８５０ 年)ꎬ 建硇洲上街村 “宫保坊”ꎮ
清咸丰三年 (１８５３ 年)ꎬ 赤坎建高州会馆ꎮ
清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 年)ꎬ 建广济桥ꎬ 位于湛江市郊湖光农场境内ꎬ 俗称 “十九

孔桥”ꎮ
清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 年) 吴川县陈兰彬 (１８１６ ~ １８９４ 年) 以留学生监督身份ꎬ

率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３０ 人赴美ꎮ １８７８ 年又以太常寺卿身份ꎬ 出使美国、 西班牙、
秘鲁ꎮ 两年后ꎬ 奉调回国ꎬ 历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礼部左侍郎、 兵部右侍郎及会试

阅卷大臣ꎮ 晚年归里ꎬ 主讲高文书院ꎬ 并先后主编 «高州府志» «吴川县志» 和 «石
城县志» 等ꎮ

清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 年)ꎬ 建雷阳武庙ꎮ 赤坎人口增加到 １２０００ 多人ꎬ 尤以落籍的

商人居多ꎮ
清嘉庆年ꎬ 赤坎建雷阳会馆ꎮ
清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 年) ４ 月 ９ 日ꎬ 法国使臣吕班向清政府总理暑送交照会ꎬ

提出 “在南省海面设立趸船之所” 等 ４ 项要求ꎮ 次日ꎬ 得总理衙门照复同意ꎬ ２５ 日

始得皇帝批准ꎬ 同意法国 ４ 项要求ꎬ 答应将吴川县南三都 (今南三岛) 的广洲湾几

个小村落和附近海面ꎬ 面积约 ２０ 平方千米ꎬ 租借给法国ꎬ 作为停船趸煤之所ꎬ 租期

９９ 年ꎬ 范围待对该地査勘后商订ꎮ
４ 月 ２２ 日ꎬ 法海军准将福德杜基吐噜英以代表法国 “接收” 广洲湾领地为名ꎬ

越过查勘地界、 商订租界四至、 办理交接手续等一系列重要程序ꎬ 在逐溪县海头汛

(今霞山) 强行武装登陆ꎬ 激起以农民领袖吴邦泽、 爱国官紳李钟珏等人为首的遂

溪、 吴川人民抗法斗争ꎮ 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长达一年多ꎬ 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

斗争史册写下光辉的一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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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ꎬ 中法签定 «广州湾租界条约»ꎮ 自此ꎬ
广州湾沦为法国租借地ꎮ 是年ꎬ 兴建硇洲灯塔ꎬ 当地招屋村工匠参加施工ꎻ 兴建简易

民航机场ꎮ
清光绪二十六年 (１９００ 年)ꎬ 西营建法军广州湾指挥部大楼ꎮ 建天主数堂ꎬ １９０３

年竣工ꎬ 建筑面积 ４８５ 平方米ꎮ
清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 年)ꎬ 建麻斜至坡头公路长 １０ 千米ꎬ 西营至赤坎公路长

１２ 千米ꎬ 西营至铺仔长 １４ 千米ꎻ 西营堆石筑防波堤ꎬ 建栈桥码头ꎮ
清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 年)ꎬ 建硇洲灯塔ꎬ １９０３ 年竣工ꎮ 当地招屋村工匠参加

施工ꎮ
清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 年)ꎬ 西营建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楼ꎮ 赤坎建修女院ꎮ
清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 年)ꎬ 建赤坎西赤桥ꎬ 初为木桥ꎬ 只能通牛车、 马车ꎮ
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 年)ꎬ 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楼落成启用ꎮ
民国二年 (１９１３ 年)ꎬ 西赤桥改为混合结构桥梁ꎮ
民国十一年 (１９２２ 年)ꎬ 延续法华学校 (Ｅｃｏｌｅ Ｆｒａｎｃｏ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办学的安碧沙罗

学校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ｌｂｅｒｔ Ｓａｒｒａｕｔ) 在杜美路建成ꎮ 同年ꎬ 广州湾首家面向华人服务的爱民

医院落成启用ꎮ
民国十三年 (１９２４ 年)ꎬ 西营海头港低畦地被填平作操场ꎬ 供团兵训练ꎮ 西营动

工扩建长桥码头ꎮ
民国十四年 (１９２５ 年)ꎬ 赤坎文章桥改建为石桥ꎬ 取名 “寸金桥”ꎬ 纪念抗法守

土斗争ꎮ 是年ꎬ 赤坎填海造地ꎬ 建三民路等ꎻ 西营填海造路ꎬ 建东堤路ꎬ 扩建防波堤

和长桥码头ꎮ
民国十五年 (１９２６ 年)ꎬ 东方汇理银行和东洋电灯公司 (又称 “越南电力公

司” ) 在西营投资设立分支机构ꎮ 巧明记营造厂成立ꎮ
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 年)ꎬ 赤坎填海造路ꎬ 建胜利路、 幸福路等ꎮ
民国十八年 (１９２９ 年年)ꎬ 赤坎建清凉寺ꎮ
民国二十四年 (１９３５ 年)ꎬ 法国女修会 Ｃａｔｅｃｈｉｓｔ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ｏｆ Ｍａｒｙ Ｉｍｍａｃｕｌａｔｅ)

在西营海边开办圣约瑟夫孤儿院 ( Ｓｔ Ｊｏｓｅｐｈ'ｓ Ｏｒｐｈａｎａｇｅꎬ 俗称育婴堂)ꎮ 赤坎建寸金

桥公共医院ꎮ
民国二十五年 (１９３６ 年)ꎬ 美南浸信会在比利时路 (延安路) 开办基督教堂ꎮ 动

工建简易机场ꎬ 称为 “西厅机场”ꎮ
民国二十六年 (１９３７ 年)ꎬ 中日战争爆发ꎬ 日本先后侵占中国沿海南京、 上海、

广州、 海南、 香港等港口城市ꎬ 中国海上交通被封锁ꎮ 广州湾成为当时中国仅有尚可

自由通商港口ꎬ 一跃成为出入中国的商业重镇和航运中心ꎮ 是年ꎬ 建湛江培才中学

(今湛江第一中学)ꎮ
民国二十七年 (１９３８ 年)ꎬ 美坚建筑公司成立ꎮ
民国二十八年 (１９３９ 年)ꎬ 建造赤坎南华大酒店、 西营京华酒店和南天酒店ꎮ
民国三十年 (１９４１ 年)ꎬ 西营建成长桥码头ꎬ 桥面伸入海 ３３４ 米ꎬ 宽 ７ 米ꎮ 是

年ꎬ 民利营造厂成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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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民国三十一年 (１９４２ 年)ꎬ “马迪” 运动场 (今霞山体育场ꎬ 以法国驻广州湾总

公使路易马迪命名) 落成启用ꎮ
民国三十二年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２９ 日ꎬ 广州湾沦陷于日本ꎮ 是年ꎬ 嘉嘉华营造厂

成立ꎮ
民国三十三年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ꎬ 新华建筑行成立ꎮ
民国三十四年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下旬ꎬ 国民党军在南路地区 “剿匪” 时ꎬ 大量抓

捕无辜青年ꎮ 其中 ２０００ 多人被押送到广州编入保安警察部队ꎻ ４００ 多人被押送到华

北战场当兵ꎮ 在押送到上海途中ꎬ 由于饥饿、 寒冷和不堪折磨被迫跳海等死亡 ２００ 多

人ꎮ ６ 月 ２２ 日ꎬ 国民党 “湛江靖匪保乡会” 成立ꎬ 原广州湾法国总公局局长陈学谈

摇身一变ꎬ 成为 “湛江靖匪保乡会” 主任委员ꎬ 柯景濂 (后接任湛江市市长)、 刘敬

熙、 李月恒为副主任委员ꎮ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ꎬ 市长位居陈学谈之下ꎮ 而这以后ꎬ
中共南路党组织和湛江地下党遭受疯狂围剿和破坏ꎮ

８ 月 １５ 日ꎬ 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ꎬ 宣布无条件投降ꎮ 时日ꎬ 广州湾日军在赤坎

寸金桥挂起 “投降” 字样横幅ꎮ ８ 月 １８ 日ꎬ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政务处长吴国桢与法

国驻华大使馆代办戴立堂ꎬ 代表中法政府在重庆签订 «中华民国政府与法国临时政

府交接广州湾租借地条约»ꎬ 宣告法国把 １８９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租借的广州湾归还中国ꎬ
中法所订 «广州湾租界条约» 同时作废ꎮ 自此ꎬ 先租于法ꎬ 后陷于日ꎬ 垂 ４７ 年之久

的广州湾正式收回ꎮ
８ 月 ２０ 日ꎬ 传闻中国军队入城ꎬ 市民大放鞭炮欢迎ꎮ 时日ꎬ 国民党特务、 汉奸

陈元南 (外号 “黑眼元” ) 骑自行车经法国大马路 (今中山二路) “义利行” 门前ꎬ
被枪击身亡ꎮ “黑眼元” 身亡事发突然ꎬ 但坊间历来传闻ꎬ 称其被枪击身亡是当时广

州湾头面人物杀人灭口ꎮ
８ 月 ２２ 日ꎬ 广东省政府奉国民政府令ꎬ “广州湾” 改名 “湛江市”ꎬ 为省辖市ꎬ

隶属广东省第七行政区ꎬ 中国版图增添一座新兴南方城ꎮ 同时ꎬ 选派李月恒 (吴川

人) 为湛江市政筹备处主任ꎬ 负责市政筹建事宜ꎮ ８ 月 ２６ 日ꎬ 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

何应钦电令粤桂南区总指挥邓龙光ꎬ 负责湛江日军受降及接收事宜ꎮ ９ 月 １６ 日ꎬ 邓

龙光派参谋长刘其宽到赤坎筹备接收广州湾ꎬ 同时命令国民政府军第 ４６ 军 １８８ 师、
新编 １９ 师和雷州独立挺进支队接收海康、 徐闻ꎮ ９ 月 １８ 日ꎬ 邓龙光命令日军在赤坎

寸金桥、 湖光岩一带集结侯命ꎮ
９ 月 ２０ 日ꎬ 邓龙光率部队进驻赤坎ꎮ ９ 月 ２１ 日ꎬ 湛江市政筹建处和国民政府广

州湾党政接收委员会在赤坎正式办公ꎬ 市政筹建处主任李月恒兼接收委员会主任ꎮ 上

午九时ꎬ 日本受降仪式在赤坎 “胜利大酒店” (今建设旅店) 举行ꎬ 广州湾日军代

表、 陆军中佐渡部市藏向邓龙光签署并递交投降书ꎮ
１０ 月 １４ 日ꎬ 湛江市政筹建处决定ꎬ 拆除广州湾租借地 “金鸡纪念碑”ꎬ 废除日

伪各公局ꎬ 设立区ꎻ 重新命名赤坎、 西营各街道名称ꎮ 时日ꎬ 赤坎区公布各街道新名

称ꎬ 其中 “中国大马路” 改为 “九二一路”ꎬ 以纪念广州湾光复ꎮ
１０ 月ꎬ 胜源建筑行成立ꎮ １９ 日ꎬ 中法交接广州湾仪式在原法国驻广州湾公使署

举行ꎬ 法国人统治 ４７ 年的广州湾正式交回中国ꎮ １２ 月 １１ 日所有法籍官员、 家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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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ꎬ 乘英国军舰 “加顿” 号返越南西贡ꎮ
国民党无视国共两党于 “西安事变” 后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实ꎬ 大肆推

行 “绥靖” 政策ꎬ 实行独裁统治ꎮ 粤西国民党当局不但把接受日军投降和接收 “广
州湾” 事宜ꎬ 将中共南路抗日武装排除在外ꎬ 而且从 ９ 月开始ꎬ 全力进攻中共南路抗

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ꎬ 广州湾光复后和平形势骤变ꎮ 中共南路特委根据上级指示ꎬ 决

定以南路人民解放军第一团为基础ꎬ 抽调其他各团部分力量 ７００ 余人组成新建制ꎬ 转

移到广西十万大山ꎬ 剩余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坚持武装自卫ꎮ
民国三十五年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ꎬ 湛江市政府成立ꎬ 首任市长郭寿华于元旦在省

府宣誓就职ꎮ １ 月 １６ 日ꎬ 湛江市政府在西营原法国驻广州湾公使署旧址挂牌开府ꎬ
设立工务局管辖城建业务ꎮ 美国 ２ 名顾问工程师到湛江进行勘测ꎬ 筹建港口ꎮ 好景、
均和、 粤南等营造行和天信、 诚兴、 美华、 如秦、 万通、 宏发、 南盛等建筑行成立ꎮ

民国三十六年 (１９４７ 年) 初ꎬ 成立黎湛铁路粤境工程处ꎬ 筹筑黎湛铁路粤境段

路线兼办湛江僻港工程ꎮ ２ 月 ２１ 日ꎬ 西营发套西路 １ 号 １０８ 平方米住房ꎬ 由美华建筑

公司设计施工ꎻ 赤坎环市马路二横巷建楼房ꎬ 由赤坎复兴营造厂设计ꎮ ６ 月 ６ 日ꎬ 湛

江市工程师学会在西营粤境工程处礼堂举行工程师节庆祝大会ꎬ 选举工程师湛江分会

筹备会ꎬ 出席会议 ７８ 人 (含会员 ３０ 人)ꎮ 黎湛铁路粤境工程处第二测量队测廉江以

北路线ꎮ ６ 月 １１ 日ꎬ 湛江市发生罕见水灾ꎬ 街道被淹、 房屋倒塌 ４０００ 多间ꎬ 死数十

人ꎬ 失踪百余人ꎬ 国民党当局救灾不力ꎬ 经济箫条ꎬ 民不聊生ꎬ 万余灾民无家可归ꎮ
６ 月 ３０ 日ꎬ 奸商囤积居奇至粮价爆涨ꎬ 激起民愤ꎬ 数百市民冲入赤坎民族路五丰米

行、 中正路 (今民主路) 和丰米行抢米ꎬ 警察到场鸣枪示警亦无法制止ꎮ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 赤坎再次发生抢米风波ꎬ 被 “光顾” 的米行达 １０ 间之多ꎮ １１ 月ꎬ 由于市场箫

条ꎬ 生意不景气ꎬ 市区共有和兴行、 恒益行等 ２４ 间大、 中商号倒闭ꎮ
民国三十七年 (１９４８ 年) ２ 月ꎬ 民国湛江市政府签发 «广东省堤工委员会南路

水灾后工程勘测规范»ꎮ ４ 月ꎬ 建筑西营码头一座ꎬ 堤岸式码头 ８００ 米ꎮ ４ 月 ２７ 日ꎬ
湛江市工务局向交通部湘、 桂、 黔铁路黎湛段粤境工程处借用工程师 ３ 人帮助工作ꎮ
５ 月 １ 日ꎬ 湛江市工务局工程总队成立ꎮ 是年ꎬ 建隆、 大时代、 合兴、 新华、 仲兴、
新中、 建兴营造厂成立ꎮ ９ 月 １２ 日ꎬ 人民解放军发起 “辽沈战役” “淮海战役” 和

“平津战役” 三大战役ꎬ 蒋介石政权开始土崩瓦解ꎮ １２ 月 ２ 日ꎬ 民国湛江市政府市长

张仲绛令工务局设计重建西营市场ꎮ １２ 月 ７ 日ꎬ 湛江市政府工务局发出布告ꎬ 令知

营造厂商及土木技师等ꎬ 如有不到工务局申请登记领取开业执照者不准承办工程ꎮ 同

日ꎬ 湛江市政府根据物价上涨ꎬ 通知各地主管建筑机关依规则再次调整营造厂商等级

资本金额ꎮ
民国三十八年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ꎬ 西营天主教堂兴建学校ꎬ 长 ２２ ５ 米ꎬ 宽 ７

米ꎬ 造价 ５６５ 光银ꎬ 由 “和为贵” 神父设计ꎬ 荣华家私行施工ꎮ ７ 月 ３１ 日ꎬ 西营建

崇道幼稚园ꎬ “和为贵” 神父设计ꎬ 安记营造行施工ꎮ 是月ꎬ 新昌、 宏基营造厂成

立ꎻ 工务局成立一支修路队ꎬ 负责西营 ９ ６ 公顷马路维修ꎮ ８ 月 ２ 日ꎬ 工务局奉命抢

修西赤路长 １２ 千米ꎬ 用碎石将破烂路面补好ꎬ 铺黄泥一层ꎬ 再铺河沙一层ꎮ 湛江市

建桥委员会组织营造业投标西营通车木桥工程施工ꎬ “仲兴” 和 “均和” 行中标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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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工ꎮ

８ 月 ６ 日ꎬ 大批爱国青年、 学生和教师遭到搜查和拘捕ꎬ 事后被暗杀 １００ 多人ꎮ
９ 月ꎬ 湛江一批国民党政军人员撤离ꎬ 迁逃港澳台地区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ꎮ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二、 第六支队和随后从北海赶到的四

野 ４３ 军第 ３８４ 团ꎬ 攻陷国民党军退守 “东方汇理银行广州湾分行” 的最后据点ꎬ 时

日湛江宣告解放ꎮ ２０ 日ꎬ 湛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警备司令部成立ꎬ 军管会主任为

刘田夫ꎬ 副主任邬强、 沈斌ꎻ 警备司令部司令员邬强ꎬ 政委刘田夫ꎬ 副司令员符志

行ꎮ ２５ 日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ꎬ 同日发布 «严禁赌博布告»ꎮ 湛江新中国成

立后 “介石路” 被更名为 “解放大道”ꎮ 同时ꎬ 湛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后来正式成

立的湛江市人民政府ꎬ 采取一系列措施和办法ꎬ 稳定社会和市场秩序ꎬ 全力保障人民

生活需求ꎮ 同时ꎬ 积极展开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的各项准备工作ꎮ

一九五○年

１ 月上旬ꎬ 溃逃到海南岛的国民党军出动飞机轰炸湛江市区ꎬ 炸死炸伤市民 ３０
余人ꎮ ２７ 日ꎬ 为稳定金融市场ꎬ 湛江市军管会发布 «关于禁止金银、 外币在市面流

通的布告»ꎬ 规定自布告即日起ꎬ 所有一切交收与蒲记均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ꎮ ２９
日ꎬ 南路区贸易公司成立ꎬ 该公司是湛江市第一家国营商业公司ꎮ

２ 月 １１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发布 １１ 号通令ꎬ 雷州关正式改名为湛江海

关ꎮ
４ 月 １ 日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成立ꎬ 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国务院) 和广东省人

民政府批准ꎬ 任命方华为市长ꎬ 沈斌为代理副市长ꎬ 办公地址在赤坎民族路 ３９ 号ꎮ
５ 月ꎬ 成立市人民政府建设局ꎬ 伦永谦任局长ꎮ
建国初ꎬ 西营建成区仅有 １ 平方千米ꎬ 主要道路有洪屋、 逸仙、 延安、 民治、 爱

国等ꎬ 人口 ９０００ 人ꎮ 赤坎区人口 ４ 万人ꎮ 城建工作主要管理地产、 供电、 轮渡、 卫

生、 港务等ꎮ

一九五一年

１ 月ꎬ 湛江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ꎬ 通过成立市政建设委员会决议ꎮ 城建工

作主要修建西营市区的民治路、 爱国路等ꎬ 整治市区道路排水ꎬ 疏通下水道ꎬ 整治居

民区环境卫生ꎬ 填平污水塘ꎬ 消灭蚊蝇孳生地ꎬ 恢复小型电灯厂供电ꎬ 使市区面貌大

为改观ꎮ
３ 月ꎬ 成立湛江市市政工程公司ꎮ
９ 月ꎬ 成立湛江市公共汽车管理处 (湛江市公共汽车公司前身)ꎬ ５ 辆公共汽车

在西 (营) 赤 (坎) 路投入营运ꎮ
１１ 月 ２０ 日ꎬ 西赤路 (今椹川大道) 动工扩建ꎬ 平整土路ꎬ 市区各阶层近万人参

加义务劳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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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ꎬ 成立 “西营小苗圃” (湛江市园林管理处前身)ꎮ

一九五二年

２ 月 ７ 日ꎬ 华南垦殖局入驻湛江ꎬ 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兼局

长ꎮ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成立市建设委员会ꎬ 市长方华兼主任ꎬ 王次华兼副主任ꎬ 伦永谦办

公室主任ꎮ 接收 “振兴园”ꎬ 建立赤坎果苗场ꎬ 后叫东菊苗场 (今东盟城和东菊公

园)ꎮ
１２ 月ꎬ 重建西赤桥 (今南桥)ꎮ 撤销市建设委员会ꎬ 更名为市城市建设局ꎬ 周明

任代局长ꎮ

一九五三年

１ 月ꎬ 西营至东营公共轮渡航线开航ꎬ ２ 艘国营机动轮渡 (粤湛渡 ０１ 号、 ０２ 号)
投入营运ꎬ 结束 “湛江海湾” 两岸仅靠小帆船、 舢舨维持水上公共交通的历史ꎮ

５ 月 ２１ 日ꎬ 周明任市城市建设局第一副局长ꎮ
５ 月动工建设解放东路ꎬ ９ 月竣工ꎬ 建筑面积 ８８２５ 平方米ꎬ 总投资 １１ ６７ 万元ꎮ

一九五四年

春ꎬ 粤西区开展造林绿化群众运动ꎬ 全区共造林 １３ ３８ 万亩ꎬ 其中吴川、 雷东等

县开始营造沿海防护林带ꎬ 为大规模绿化湛江之始ꎮ
２ 月ꎬ 湛江市被确定为中南区 ９ 个重点建设城市之一ꎬ 湛江城市建设进入较大发

展时期ꎮ
３ 月 ２６ 日至 ４ 月 ２ 日ꎬ 中南区在汉口召开城市公用事业五年计划建设座谈会ꎬ 分

给湛江市投资款 １４０ 亿元人民币 (不包括自来水厂建设投资)ꎮ
４ 月ꎬ 左达任市城市建设局副局长ꎮ
１２ 月ꎬ 国家建委城建局局长曹吉行、 建工部城建总局副局长王文克与国家建委

顾问和苏联专家克拉夫秋克 (建筑师、 顾问组长)、 乌蒂 (女ꎬ 公共卫生专家)ꎬ 以

及给排水专家、 工业专家等勘察湛江ꎬ 制定湛江市城建发展方针ꎮ
是年ꎬ 新建海滨路 (今海滨大道)ꎬ 从西营青岛路口起至赤坎创业路口止ꎬ 全长

１４ 千米ꎬ 宽 ９ 米ꎬ 于 １９５６ 年竣工ꎬ 自此连接西营与赤坎有了第二条道路ꎬ 市民习惯

称 “新线”ꎬ 西赤路称 “旧线”ꎮ

一九五五年

３ 月ꎬ 湛江市区第一间水源厂———龙划水厂破土兴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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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４ 月ꎬ 编制湛江市城市建设规划ꎮ 国家建委、 建工部工作组和苏联专家到湛指导

编制ꎮ
６ 月成立湛江市绿化委员会ꎬ 市委书记张泊泉兼主任委员ꎬ 市长何鸿景兼副主任

委员ꎬ 周明任办公室主任ꎮ 广东省计委协助湛江编制 «１９５５ 年 ~ １９５７ 年城市建设公

用事业投资计划»ꎬ １９５５ 年投资 ２００ 万元ꎬ 其中自来水工程建设投资 １００ 多万元ꎮ
７ 月 １ 日ꎬ 黎湛铁路正式通车ꎻ 解放西路竣工ꎬ 长 ２４５０ 米ꎻ 人民大道南段 (友

谊花坛至湛江啤酒厂) 正式开工ꎬ 总长 １４５７ 米ꎻ １１ 月友谊路正式开工ꎮ
７ 月 ４ 日ꎬ (５５) 国秘字第 １４７ 号国务院第十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关于建设湛江港的决定»ꎬ 确定湛江港的总体规划原则和发展方向ꎮ
９ 月ꎬ 国家建委批准 «１９５５ ~ １９７５ 湛江市初步规划»ꎬ 按照 “发展西营ꎬ 利用赤

坎” 的原则ꎬ 重点规划建设西营ꎮ

一九五六年

１ 月初ꎬ 成立湛江市绿化委员会ꎮ 春节ꎬ 湛江地、 市领导及驻军首长在西山公园

(今寸金桥公园) 义务植树ꎬ 全市掀起植树绿化高潮ꎮ
２ 月 １０ 日ꎬ 龙划水厂建成投产ꎬ 日供水能力 ０ ５ 万吨ꎬ 当年安装水管长 １５ ２ 千

米ꎬ 湛江港、 火车站、 洪屋路等区域居民用上自来水ꎮ
８ 月ꎬ 周明任湛江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局长ꎬ 左达任副局长ꎮ
１２ 月ꎬ 撤消湛江市人民政府建设局ꎬ 改名为湛江市城市建设局ꎬ 周明任局长ꎬ

梁山、 钟晋祥、 左达、 潘培等任副局长ꎬ 下设秘书、 公用、 工程、 市容管理、 规划、
建筑管理等六个科ꎮ 办公地址霞山民治路今人民银行办公楼内ꎮ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湛江市人委大楼动工兴建ꎬ 约一年建成ꎬ 楼高 ５ 层ꎬ 建筑面积 ９１００
平方米ꎬ 有办公室 １２０ 多间ꎬ 会议厅 １ 个ꎬ 成为市区地标性、 典型的 “苏式建筑”ꎮ

１２ 月底ꎬ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到湛江ꎬ 并视

察龙划水厂ꎮ
市政建设有较大发展ꎬ 新增建筑总面积 ５１ 万平方米ꎻ 新建赤坎西山公园、 北桥ꎬ

西营海滨公园、 花圃ꎻ 新建和平路 (工农路)、 建设路、 西太路 (湖光路)、 西赤路

头段、 菉塘路、 外环南、 外环北等道路 ３１ 千米、 下水道 ７ ７ 千米ꎮ 市区基本按照城

市规划总图进行建设ꎬ 初步形成市区道路骨架ꎮ

一九五七年

１ 月ꎬ 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通过 “绿化湛江” 的决议ꎬ 发动群众植树造林ꎬ 当年

造林 ２０５５６２５ 株ꎬ 植路树 ５６９１９ 株ꎬ 公园植树 ８０９２ 株ꎻ 东菊苗场的面积扩大至 ５４０
亩ꎮ

４ 月 １２ 日ꎬ 市城建委员会为人民、 民主、 和平、 友谊、 建设、 幸福、 海滨、 外

环南、 外环北等 ９ 条新建道路和人民、 和平、 友谊 ３ 个广场命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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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月 ３１ 日ꎬ 湛江市城市建设局副局长梁山到北京参加全国设计工作会议ꎬ 会上

李富春、 万里、 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作报告ꎮ
湛江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撤消市建设局和城市建设委员会ꎬ 成立湛江市城市建设

局ꎮ
７ 月ꎬ 国家投资建设第二水源厂———菉塘水厂ꎬ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投产ꎬ 日供水能力

０ ４８ 万吨ꎮ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兼商业部部长陈云同志到湛江ꎬ 并视察龙划

水厂ꎮ
是年ꎬ 市区第一条排污管道———人民大道南污水管完工ꎬ 长 ９００ 米ꎬ 横过道路支

管 ７ 条ꎬ 有 ２００ 米雨水管道作为污水通海出口处ꎮ

一九五八年

１ 月 ３０ 日ꎬ 成立三岭山建设委员会ꎬ 市委书记张泊泉兼主任委员ꎬ 周明为委员

兼办公室主任ꎬ 发动群众植树造林ꎬ 绿化荒山秃岭ꎬ 植树上万亩ꎮ 三岭山是牛乸岭、
平岭、 交椅岭等 ３ 座相连山岭的简称ꎬ 位于市郊湖光、 中平、 坡塘、 新圩 ４ 个乡交

界ꎬ 面积约 ３３ ２ 平方千米ꎮ
４ 月 １ 日ꎬ 建赤坎水厂ꎬ 位于赤坎创业路ꎬ 周明任建厂工程总指挥ꎬ “五一” 劳

动节建成投产ꎬ 占地 ３００ 平方米ꎬ 日供水 ０ ５ 万吨ꎮ 是月ꎬ 湛江市人民会堂动工建

设ꎬ 同年 １２ 月投入使用ꎮ
６ 月 １ 日ꎬ 赤坎沙湾堵海工程动工ꎬ 于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 ５ 日竣工ꎮ １０ 日ꎬ 雷州青年

运河建设委员会在廉江县鹤地举行鹤地水库开工典礼ꎮ ３０ 日ꎬ 市人委大楼邻近霞山

村ꎬ 故西营改称霞山ꎮ
１０ 月ꎬ 西赤路原为泥结碎石路面ꎬ 路面铺设沥青ꎬ 全长 １２ 千米ꎬ 面积共 ７ 公

顷ꎮ
是年ꎬ 市城建局搬入市人委大楼办公ꎬ 陈君惠任局长至 １９６０ 年ꎮ
湛江专署在赤坎西山公园内建湛江地区工业展览馆、 农业展览馆ꎮ

一九五九年

３ 月ꎬ 赤坎水库工程竣工ꎬ 总库容量 ５７５ 万立方米ꎬ 灌溉面积 ０ ２ 万亩ꎬ 后来成

为赤坎水厂生活饮用水源水库ꎮ
１１ 月 ８ 日ꎬ «湛江市十年建设成就展览» 闭幕ꎬ 展出期间接待观众 １２ 万人次ꎬ

其中有港澳同胞及苏联、 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 英国、 荷兰等外国友人ꎮ
市城建局规划科与建筑管理科合并ꎬ 设为规划管理科ꎮ 成立湖光岩建设委员会ꎬ

市委副书记刘化鹏兼主任委员ꎬ 湖光岩建设和绿化被列为重点项目ꎮ
开始初步规划建设 “湖心公园”ꎬ 位于解放东路西段南面ꎬ 对臭水塘及低洼农田

进行改造ꎬ 后来称为 “霞湖公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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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一九六○年

２ 月 ３ 日ꎬ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视察湛江ꎬ 下榻湛

江海滨招待所 (今海滨宾馆) ７ 号楼ꎬ 他在这里看到优美的园林景色ꎬ 再次称赞:
“湛江真好ꎬ 卫生好ꎬ 绿化好、 风光好ꎬ 完全可以和青岛媲美ꎬ 真是 ‘东有青岛ꎬ 南

有湛江’ 啊!” 他还对随行的中共中政治局委员彭真等人说: 湛江的城建、 绿化、 卫

生都搞得很好ꎬ 看来要向全国推广ꎮ
２ 月 １０ 日ꎬ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偕夫人邓颖超视察湛

江ꎬ 看到法国租借地时期留下的街道、 法式建筑物等ꎬ 他兴致勃勃地对时任湛江地委

书记孟宪德说: “湛江与法国巴黎很相似ꎬ 房子建在树林中ꎬ 显得既幽静ꎬ 又雅致ꎮ”
周总理曾留学法国ꎬ 对霞山这类淡黄色外墙、 粉红挂瓦的哥特式建筑倍感熟悉ꎬ 似乎

找到记忆中曾留学法国巴黎的影子ꎮ
是日ꎬ 湖光岩建设委员会更名为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建设委员会ꎬ 市委书记刘化

鹏兼任主任ꎮ
６ 月 ６ 日ꎬ 成立湖光岩风景区筹建小组ꎬ 开始景点建设ꎮ
是年ꎬ 周明任市城建局长至 １９６６ 年ꎮ
１０ 月 ８ 日ꎬ 中共湛江地委决定将湛江地区工业展览馆、 农业展览馆改为湛江专

区博物馆、 湛江专区图书馆ꎬ 时为全国第一个地区级馆ꎮ

一九六一年

２ 月 １２ 日ꎬ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游览湖光岩ꎬ 题诗一首 «游湖光

岩»ꎮ
２ 月ꎬ 湛江堵海东北大堤工程竣工ꎬ 全长 ６８２０ 米ꎬ 跨海 ４６６８ 米ꎬ 堤面宽 ８ 米ꎬ

堤最深处 ２０ ５ 米ꎬ 从此东海岛成为连接市区的半岛ꎮ
７ 月ꎬ 霞湖公园第一期工程动工ꎬ 以水面为主体ꎬ 对原海头港村附近臭水塘及低

洼农田改造而成ꎮ

一九六二年

春ꎬ 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赠送铁树 (格木) ４ 株ꎬ 植于湖光岩风景区原管

理处办公楼门前ꎮ
６ 月 １８ 日ꎬ 中共湛江地委作出关于绿化雷州半岛的决定ꎬ 大力开展造林绿化ꎮ
是年ꎬ 成立湛江专区沿海防护林营造指挥部ꎬ 发动群众种植木麻黄为主ꎬ 在沿海

沙地营造防风固沙林带ꎬ 长 ７５０ 千米ꎬ 面积 ６８ 万亩ꎬ 被誉为 “绿色长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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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

２ 月 ２ 日ꎬ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偕夫人张茜视察湛江ꎬ
写诗一首 «满江红˙雷州半岛»ꎬ 并在海滨公园种植白玉兰树ꎮ

３ 月 ３ 日ꎬ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到湛江ꎬ 视察粤西试验站 (今南亚热

带植物园)ꎮ
４ 月 ６ 日ꎬ 成立湛江专区公路绿化林带营造管理委员会ꎬ 实行专业队伍与群众相

结合ꎬ 在公路两侧种植木麻黄、 桉树、 台湾相思等树木ꎬ 营造长 ４１００ 千米的绿色林

带ꎮ
是年ꎬ 扩建赤坎南桥ꎬ 长 ３９ ３ 米ꎬ 宽 １５ ２ 米ꎮ

一九六四年

２ 月ꎬ 湛江市城建局副局长钟晋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ꎬ 国

家建筑工程部将湛江市普遍绿化的总结材料加按语批转全国各地城市ꎬ 湛江市被誉为

“花园城市”ꎮ
２ 月 ８ 日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到湛江ꎬ 视察海滨公园、 湖

光岩等地ꎬ 并题诗一首 «游湖光岩»ꎮ
是年ꎬ 初步建成霞湖公园ꎬ 湖边修建堤岸ꎬ 种植落叶杉、 木麻黄树、 榕树等树

木ꎮ

一九六五年

２ 月 ２ 日ꎬ 湛江市区首次 “迎春花展” 在霞山解放东路开幕ꎮ
３ 月ꎬ 霞湖公园第二期工程动工ꎬ 驻市海军部队和湛江气象学校、 农垦局、 边防

站、 海关及市二中、 市四中等单位组织人员参加义务劳动ꎬ 实施挖湖清淤泥工程ꎮ
１０ 月ꎬ 成立湛江市园林建筑工程队ꎬ 隶属湛江市园林管理处ꎮ 是月ꎬ 湖光岩修

建引水渠灌溉农田工程动工ꎬ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完工ꎬ 但最终没有引水ꎮ
是年ꎬ 市城建部门采取公助私建的办法ꎬ 新建居民住房 ５５０ 幢ꎬ 面积 ３１５００ 平方

米ꎬ 一批居民搬进新居ꎮ

一九六六年

２ 月 ２２ 日ꎬ 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到湛江ꎬ 参观湛江港、 湖光岩等地ꎮ
１０ 月 １ 日ꎬ 市城建局公布更改一批所谓 “带封资修色彩” 的街道名称ꎮ
是年ꎬ 文革开始ꎬ 湛江城市建设管理机构先瘫痪ꎬ 后被撤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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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一九六七年

１ 月 １２ 日ꎬ 成立湛江 “６５２ 工程” (即调顺岛建港工程) 建设委员会ꎮ 湛江地区

专署副专员车金铭任主任ꎬ 湛江市副市长刘耀、 湛江港务局党委书记刘玉声为副主

任ꎮ
３ 月 ２３ 日ꎬ 湛江地区实行军管ꎮ
６ 月 １８ 日ꎬ 军管会发出通知: 规定市区所有建筑任务统一由城建局安排ꎬ 各兴

建单位不得自找施工队ꎬ 并规定所有建筑设计交由专业设计单位进行设计ꎮ
是年ꎬ “军民大堤” 动工兴建ꎬ 从沙湾横跨海峡连通调顺岛ꎬ 因驻军官兵与当地

民众携手共建ꎬ 故得名ꎮ

一九六八年

１ 月 １ 日ꎬ 霞山至赤坎公共汽车因武斗瘫痪ꎬ 恢复营运ꎮ
９ 月 ６ 日ꎬ 湛江地区批准成立湛江专署建工局革命领导小组ꎮ

一九六九年

３ 月ꎬ “６５２ 工程” 所属的调顺大堤建成使用ꎬ 全长 １９００ 米ꎬ 围垦田地 １ ８ 万亩ꎬ
驻湛 ０５０３ 部队与当地民众共同修建大堤ꎬ 故命名为 “军民团结大堤”ꎮ 后围垦田地

由广州军区赤坎生产基地管辖ꎮ
７ 月ꎬ 成立湛江市城建革命委员会ꎬ 陈景琳任主任ꎬ 梁山、 关连陞任副主任ꎮ 办

公地址在大生路今霞山房管站ꎮ
是年ꎬ 市勘测队与市设计室 (原属市计委) 合并ꎬ 改称市勘测设计革委会ꎮ

一九七○年

１０ 月ꎬ 霞山海滨轮渡码头建成投入使用ꎮ 码头位于海滨公园南端海岸ꎮ
同月ꎬ 撤消市城建革命委员会ꎬ 业务分别归并赤坎、 霞山两区革委会城建卫生办

公室ꎮ

一九七一年

１ 月 １０ 日ꎬ 市组干办字 (７３) ０１６ 号文批准成立市城建局党委ꎬ 周明任书记ꎬ 招

离任副书记ꎬ 党委成员有周明、 招离、 罗致良、 刘忠生、 梁山、 梁国阮、 彭明能、 陈

锦宏、 陈铭春ꎮ
７ 月 ２ 日ꎬ 撤消赤坎区、 霞山区革委会城建卫生办公室ꎬ 成立市城建办公室ꎬ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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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任主任ꎬ 陈华副任副主任ꎮ
１２ 月ꎬ 赤坎水厂搬迁到陈屋港村西边ꎬ 重新建厂ꎬ 日供水能力 ４ ５ 万吨ꎬ 当年

为市区生产规模最大的水源厂ꎮ １９７２ 年第一期工程完工ꎮ
是年ꎬ 霞山水厂建成投产ꎬ 日供水能力 １ ９２ 万吨ꎬ 厂址位于人民大道南ꎮ 市自

来水公司于 １９７６ 年由龙划水厂搬迁此地办公ꎬ 该厂成为霞山区中心水厂ꎮ

一九七二年

２ 月ꎬ 撤消市城建办公室ꎬ 成立湛江市城建房管局ꎬ 周明任局长、 梁山、 鄧虹、
罗致良、 招离任副局长ꎬ 下设规划管理、 市政房管、 秘书、 政工、 保卫等科室ꎮ

４ 月 １ 日ꎬ 在赤坎西山公园内兴建湛江地区灯光球场ꎮ
６ 月ꎬ 撤销湛江市城建房管局ꎬ 成立湛江市城市建设局和湛江市房产管理局ꎮ 周

明任城建局长ꎬ 梁山、 罗致良、 钟晋祥、 左达任副局长ꎮ 办公地址在霞山民享路 ３１
号ꎮ

勘测队与设计室分开ꎬ 分别成立设计室ꎬ 勘察测量队ꎬ 隶属湛江市城建局管辖ꎮ

一九七三年

３ 月ꎬ 成立市基本建设委员会ꎬ 刘耀任主任ꎬ 向真任副主任ꎮ 设政工、 秘书综
合、 材料供应、 规划、 建筑安装、 设计等科室ꎬ 共 ２８ 人ꎮ

５ 月ꎬ 王开贵任湛江市城建局长ꎬ 至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ꎮ
５ 月 １１ 日ꎬ (７３) 湛市组编字第 １１ 号文 «关于撤销 “湛江市勘察测量队革委会

领导小组” 的通知»ꎬ 恢复 “湛江市勘察测量队”ꎬ 隶属湛江市城建局ꎮ
１２ 月ꎬ 霞湖公园第三期扩建工程动工ꎬ 修建湖边园道及景点ꎮ

一九七四年

５ 月ꎬ 成立市城建房管局ꎬ 周明任局长ꎬ 罗致良、 赵利、 钟晋祥任副局长ꎮ 设置
秘书科、 人事科、 房管科、 规划科、 公用科、 计财科ꎮ

１２ 月ꎬ 广东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召开 «１９７５ ~ １９８５ 年湛江市总体规划» 评议会ꎬ
随后批准这一规划实施ꎮ

是年ꎬ 位于霞赤西一路 (今椹川大道南) 东山水厂建成投产ꎬ 日供水能力 ３ ２
万吨ꎮ

是年ꎬ 为避免与 “广州” 这一地名混淆ꎬ “广州湾” 海域正式易名为 “湛江港

湾”ꎬ 也叫 “湛江海湾”ꎮ

一九七五年

１１ 月ꎬ 经国务院批准ꎬ 湛江市恢复为省辖市ꎬ 仍辖霞山、 赤坎、 郊区 ３ 个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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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４ 个公社ꎬ １１ 个街道办事处ꎮ

是年ꎬ 霞山儿童公园建成使用ꎬ 正式向小朋友开放ꎬ 该园址原是一片松林ꎮ
第一个城市建设规划——— «湛江市初步规划» 基本实施完成ꎬ 建成区面积 １８ １２

平方千米ꎮ

一九七六年

３ 月ꎬ 湛江堵海合门堤 (西湾岛接东海岛) 始建ꎬ ７ 月竣工ꎬ 长 ８１０ 米ꎬ 堤面宽

８ 米ꎬ 黄海标高 ７ 米ꎬ 是西南大堤的副堤ꎮ
５ 月 ２４ 日ꎬ 成立中国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ꎮ
１２ 月ꎬ 湛江堵海围垦续建工程西南大堤动工ꎬ 由东海岛民安公社西湾岛直跨太

平公社海岚村ꎬ 全长 ７１５０ 米ꎬ 跨海 ３２１４ 米ꎬ 堤面宽 ８ 米ꎬ 投资 １７５７ 万元ꎬ 这是由

东北大堤、 西南大堤和合门副堤组成最后一段工程ꎮ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停建ꎬ 整个堵海围

垦工程未能形成生产能力ꎮ

一九七七年

１ 月ꎬ 湛江市革委会公布 «湛江市城市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湛江市市政设施管

理暂行办法» 和 «湛江市园林绿化管理暂行办法»ꎬ 加强对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ꎮ
２６ 日ꎬ 筹建湛江市煤气公司ꎮ
５ 月ꎬ 筹建湛江地区煤气公司ꎮ 自此两间公司开始运营ꎬ 部分居民用上液化石油

气ꎮ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批准 «湛江市 １９７５~１９８５ 年城市总体规划方案»ꎮ

一九七八年

１ 月ꎬ 湛江市供气公司成立ꎬ 用上液化石油气的居民增多ꎮ
４ 月 １ 日ꎬ 成立湛江地区基本建设委员会ꎮ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全会召开ꎬ 从此湛江和全国

各城市一样进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ꎮ

一九七九年

３ 月 １２ 日ꎬ 建国以来的第一个植树节ꎬ 湛江地区和湛江市联合开展植树活动ꎮ
１０ 月ꎬ 周明任市城建局长ꎬ 至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ꎮ
湛江市煤气公司正式成立ꎬ 至 １９８５ 年拥有储气能力 ２６０ 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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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

６ 月 ３ 日ꎬ 湛市组党 (１９８０) ０２８ 号文 «关于恢复湛江市城市建设局党委的批

复»ꎬ 梁山任市城市建设局党委书记ꎬ 许锦理、 张庆会任副书记ꎮ
临东水厂动工兴建ꎬ １９８３ 年建成投入使用ꎮ

一九八一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７ 日ꎬ 湛江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ꎬ 会议决定将湛

江市革命委员会改为湛江市人民政府ꎬ 选举王国强为市长ꎬ 戴洪、 陈志群、 刘万元、
黄一彪为副市长ꎮ

３ 月ꎬ 为纪念湛江人民抗法斗争ꎬ 西山公园更名为寸金桥公园ꎮ
１２ 月 ２３ 日ꎬ 湛江市颁布实施 «湛江市市容卫生管理试行办法»ꎮ
是年ꎬ 海滨水厂投产ꎬ 位于菉塘桥西南侧ꎬ 日供水能力 １ ８ 万吨ꎮ

一九八二年

湛江市城建局将规划设计与规划管理职能分开ꎬ 成立规划设计室ꎬ 承担城市规划

及部分建筑设计任务ꎮ
７ 月 ９ 日ꎬ 南海舰队与湛江市共同扩建广州湾租借地时期修建的霞山至麻斜长桥

码头ꎬ 是日破土动工ꎮ
１１ 月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公布 «湛江市城市建设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办法ꎬ 同年

１２ 月下发文件ꎬ 规定从基本建设投资中提取 ５％市政建设配套费ꎬ 为加强城市建设开

辟财源ꎮ
１２ 月ꎬ 宫兆孜任湛江市城建局党委书记ꎬ 至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ꎮ

一九八三年

５ 月 １ 日ꎬ 临东水厂建成投产ꎬ 日供水能力 ３ ６ 万吨ꎬ 是霞山城区供水能力最

大、 又是市区开采地下水源规模最大的水厂ꎮ
７ 月 ３０ 日ꎬ 国务院宣布湛江市为全国十四个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ꎮ
９ 月 ３０ 日ꎬ 湛江地、 市合并ꎬ 实行市领导县体制之后ꎬ 撤销地区建委、 市建委、

市城建局ꎬ 成立湛江市城乡建设局ꎬ 彭业荣任局长ꎬ 徐洪江、 梁山、 陈德佳任副局

长ꎮ 下设市政、 公用、 规划、 村镇、 计财、 秘书、 党委办和档案馆等 ８ 个科室ꎬ 办公

地址在霞山解放西路 ７ 号ꎮ
同时ꎬ 霞山、 赤坎两区分别成立城建局ꎬ 郊区、 坡头区分别成立建委ꎬ 承担原城

市建设局关于民房、 街道规划管理和市政设施维修、 园林绿化管理等部分业务ꎮ 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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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市城乡建设局成立后ꎬ 在城市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绩ꎬ 特别是完成新建人民大道、 整

治南桥河、 新建湖光路立交桥等工程ꎬ 被评为 “１９８４ 年度湛江市先进单位”ꎮ
１１ 月 ２２ 日ꎬ 湖光岩被列为广东省八大著名风景区之一ꎮ 湛江市人民政府发出

«关于保护湖光岩风景区的布告» 的通知ꎬ 确定湖光岩风景区的土地范围ꎮ

一九八四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 湛江市区首届迎春花市分别在霞山民治路和赤坎南华广场同时开幕ꎬ
时间 １３ 天ꎬ 盆景花卉品种近百个共 ３ 万多盆 (株)ꎮ

２ 月 １ 日ꎬ «一寸河山一寸金» 抗法纪念雕像在赤坎寸金桥公园落成ꎬ 并举行揭

幕典礼ꎮ
７ 月 １４ 日整治南桥河ꎬ 总投资 ５４５ 万元ꎮ 第一期工程从造纸厂后桥至市委党校ꎬ

全长 ７３０ 米ꎬ 其中铺设排污管 １６９０ 米、 清理河床、 修筑堤岸、 扩建河边道路、 设置

栏杆、 安装路灯等投资 ２２０ 万元ꎬ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 ３０ 日完工ꎮ 第二期于 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 ４
日动工ꎬ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 ２０ 日竣工ꎮ 南桥河面貌大为改观ꎮ

９ 月 ２９ 日建人民大道ꎬ 原湛江啤酒厂至赤坎区康顺路口ꎬ 全长 ７ ４ 千米ꎬ 宽 ６０
米ꎬ 为 ６ 车道ꎬ 总投资 ３５６５ ６ 万元ꎬ 成为湛江市主城区的中轴线ꎮ

１１ 月 １８ 日建湖光立交桥ꎬ 是铁路、 公路立交桥ꎬ 也是湛江市区第一座立交桥ꎬ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２７ 日竣工ꎬ 总投资 ７０１ 万元ꎮ

１２ 月 １３ 日ꎬ 霞湖公园更名为青少年公园ꎬ 移交给中共湛江市团委管理ꎮ 第一期

改造工程动工ꎬ 于 １９８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建成揭幕开放ꎮ 著名画家关山月书写园名ꎮ
１２ 月ꎬ 成立 “湛港小客车合作公司”ꎬ 由湛江市公共汽车公司与香港富荣贸易公

司合作经营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合作期满ꎬ 改为湛江市公共小汽车公司ꎬ 隶属湛江市城建

局ꎮ
是年ꎬ 建人民北路ꎬ 由赤坎康顺路口至海田路口 (原广湛路口)ꎬ 全长 １ ６ 千

米ꎬ 投资 １０８ 万元ꎬ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完成沥青路面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 ５ 日人民大道全

线贯通ꎬ 南起霞山原湛江港门前的 “友谊广场”ꎬ 北到赤坎区原海滨七路与海田路交

汇处止ꎬ 中间穿越 “经开区”ꎬ 全长 ９ 千米ꎮ
市规划设计室与市勘测队合并ꎬ 组建湛江市规划勘测设计室ꎬ 隶属湛江市城建

局ꎮ

一九八五年

２ 月 １６ 日ꎬ 湛市建 (８５) 第 ０６ 号文批准ꎬ 成立湛江市园林建设公司ꎬ 承担园林

建筑设计、 绿化工程ꎬ 独立核算ꎬ 自负盈亏ꎬ 归口湛江市园林管理处ꎮ
４ 月ꎬ 湛江民航机场扩建工程完工ꎬ ５ 月 ４ 日复航ꎬ “波音 ７３７” 飞机首次在湛江

民航机场运行ꎮ
５ 月 ２７ 日ꎬ 筹建湛江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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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月 ２７ 日ꎬ 湖光立交桥建成通车ꎮ 经开区基础设施 “三通一平” 基本完成ꎮ 湖

光岩风景区建设 ２１ 个项目开工ꎬ 包括望海楼、 斋餐馆、 中餐厅、 诗廊等ꎬ 投资 ３００
万元ꎬ 于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竣工ꎮ

是年ꎬ 完成 «１９８５~２０００ 年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 编制工作ꎮ 投资 ８６０ 万元用

于市政建设ꎬ 主要进行海滨七路、 文明西路、 跃进路、 劳动路、 益民路、 方兴路、 东

新路以及寸金桥、 北桥、 鸭乸港桥、 沙湾 １ 号和 ２ 号桥等 １１ 个项目的扩建改造ꎮ

一九八六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 “中国地下水除铁除锰学术研究会成立暨首届中国地下水除铁除锰学

术交流会” 在霞山举行ꎬ 来自全国 １６ 个省市 ６０ 多所大专院校、 科研设计单位及湛江

市自来水公司 １００ 多人出席ꎮ 会上ꎬ 湛江市自来水公司经理单均尧介绍除铁技术经验

成果ꎮ
６ 月 ３ 日ꎬ «友谊» 雕塑落成ꎬ 位于人民大道南友谊广场ꎬ 雕塑连座高 ７ ５ 米ꎬ

玻璃钢制造ꎬ 作品表现亚非欧 ３ 位女性聚在一起跳舞ꎬ 通过彩带与手拉手相连ꎬ 象征

各国人民团结和友谊ꎮ
６ 月ꎬ 扩建赤坎北桥ꎬ 为双孔拱涵结构ꎬ 长 ４１ 米ꎬ 宽 ３０ 米ꎬ 桥梁面积 １２３０ 平方

米ꎮ 改建海滨六路ꎬ 包括完成沙湾 １、 ２ 号桥改造工程ꎮ
７ 月ꎬ 完成赤坎鸭乸港桥扩建工程ꎬ 长 ４１ 米ꎬ 宽 １０ 米ꎮ
１０ 月 １ 日ꎬ «扬帆搏浪» 雕塑落成ꎬ 位于海滨公园门口ꎬ 表现帆板运动员驾帆踏

浪前进的拼搏精神ꎮ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 湛市编 (１９８６) ２８１ 号文ꎬ 撤消湛江市城乡建设局ꎬ 分别成立湛江

市建设委员会和湛江市城市建设局 (副处局)ꎮ 市城市建设局由梁山任局长ꎬ 孙来秀

任党委书记ꎬ 肖锟、 魏俊任副局长ꎬ 下设规划、 公用、 市政、 计财、 秘书、 人保、 党

委办、 纪检会、 武装部及档案馆等 １０ 个科室ꎬ 办公地址在霞山解放西路 ７ 号ꎮ

一九八七年

２ 月 ２１ 日ꎬ 全国沿海防护林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在霞山召开ꎮ
６ 月 １ 日ꎬ 南海舰队将一艘退役的 ６６２５ 型无断级单水翼高速鱼雷快艇捐赠给青

少年公园ꎮ
６ 月 ２２ 日ꎬ 湛城建 (８７) １２６ 号批复ꎬ 湛江市公共小汽车公司机构设置一队一部

四股ꎮ
７ 月 １７ 日ꎬ 湛城 (８７) 党字 ０９ 号文批复ꎬ 湛江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机构

设置ꎬ 二室四部ꎬ 干部职工 １３ 人ꎬ 下设三个分公司ꎬ 隶属湛江市城建局ꎮ
９ 月 ８ 日ꎬ 成立湛江市城市路灯管理所ꎬ 干部职工 ２１ 人ꎬ 隶属湛江市城建局ꎮ
１０ 月 ２０~２２ 日ꎬ 湛江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６ 届 ３０ 次全体会议ꎬ 原则通过 «１９８６

~２０００ 年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ꎬ 此规划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实



　
　
　
　
湛
江
市
城
建
志

２４　　　
施ꎮ

年度市政建设工程 １６ 个项目ꎬ 完成文明路口交通岛改造、 南桥河二期整治和寸

金路、 机场路、 大德路扩建等工程 ７ 个项目ꎮ 其中霞湖截污工程 １１ 月 ２５ 日动工ꎬ 总

投资 １００ 万元ꎬ 铺设排污管道长 １３４６ 米ꎮ

一九八八年

１ 月ꎬ 干部任免 [１９８８] １５８ 号文ꎬ 免去梁山市城市建设局局长职务ꎬ 办理退休

手续ꎮ
干部任免 [１９８８] １５９ 号文ꎬ 任命唐里仁为市城市建设局局长ꎬ 孙来秀为局党委

书记ꎮ
５ 月 １３ 日ꎬ 湛江开始使用程控电话ꎮ
７ 月 ６ 日ꎬ 湛江港通过国家级卫生港验收ꎮ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 湛江无线传呼系统 (ＢＢ 机) 开通使用ꎮ
年度市政建设投资 ７２９ ４６ 万元ꎬ 完成新建解放西路排水工程ꎬ 霞、 赤两区主干

道硬底化工程ꎬ 扩建绿塘路ꎬ 续建建新西路、 霞湖截污工程ꎮ

一九八九年

１ 月ꎬ 组织部 [１９８９] １２９ 号文任命陈洪兴为市城市建设局副局长ꎮ
８ 月 ８ 日ꎬ 整治海滨岸线ꎬ 建设霞山观海长廊第一期工程动工ꎬ 由海滨公园北门

至菉塘河口ꎬ 长 ８３０ 米ꎬ 围填地面积 ４７ 公顷ꎮ
１２ 月ꎬ 屋山水厂动工ꎮ
１２ 月ꎬ 市城市建设局与市规划局分开办公ꎬ 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原城建局规划

科、 档案馆原班人马归规划局ꎬ 包括办公用具ꎻ 民享路 ４０ 号按原有干部住房保持现

状使用ꎬ 城建局 １４ 套ꎬ 规划局 ６ 套ꎬ 建委 ４ 套ꎬ 但产权归城建局ꎻ 办公楼划分由唐

里仁主持ꎬ 两局领导另行安排ꎮ 城建局内设机构有: 行政秘书科、 人事科、 党委办公

室、 计财科、 公用事业科、 市政工程管理科、 武装保卫科、 环卫科ꎮ
年度完成工农西二路、 人民东一路、 民享西四路、 霞赤六路、 幸福渠、 百姓排污

渠、 南桥河上游整治等 ８ 条道路建设工程ꎮ

一九九○年

７ 月 １ 日ꎬ 屋山水厂建成投产ꎬ 总投资 ３０８ 万元ꎬ 其中 ２０５ 万元为职工集资款ꎮ
设计供水能力 ２ ４ 万吨 /日ꎬ １９９０ 年实际供水量 ２ ８６ 万吨 /日ꎮ

年度市政工程建设 １６ 项ꎬ 完成投资 ９６１ ２ 万元ꎮ 其中ꎬ 解放西路慢车道、 扩建

中山一路、 跃进路、 霞赤路冰箱厂路段、 坡头南调路续建ꎻ 南桥扩建、 新建北桥市场

人行道、 南桥河上游人行便桥工程ꎻ 南方渠、 康顺路、 逸仙路、 延安路等排水工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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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解放西路、 跃进路等路灯 ４０３ 盏ꎮ

一九九一年

干部任免 [１９９１] ４１ 号文ꎬ 免去唐里仁市城市建设局局长职务ꎬ 调任市住宅公

司经理ꎻ 任命黄德明为市城市建设局局长ꎮ
组织部 [１９９１] １１１ 号文ꎬ 任命罗必远为市城市建设局副局长ꎮ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 市政建设

１ 霞赤路扩建工程 １ 月 １７ 日动工ꎬ １１ 月 １２ 日竣工通车ꎬ 总投资 ３８００ 万元ꎬ 将

原 ７×１０ 米沥青路面扩建为宽 ４２ 米ꎬ 更名为 “椹川大道”ꎮ
２ 建设康顺路立交桥ꎬ １ 月 １７ 日动工ꎬ 总投资 １０８０ 万元ꎬ 建筑面积 ６１６５ 平方

米ꎮ
３ 扩建康顺路ꎬ 长 ８００ 米ꎬ 宽 ４０ 米ꎬ 总投资 ３６０ 万元ꎬ 由市公路局投资建设ꎮ
４ 建设海滨二路排水工程ꎬ 总投资 ４００ 万元ꎬ 由土地总投资ꎮ
５ 建东堤东路ꎬ 长 ６００ 米ꎬ 宽 ２６ 米ꎬ 由土地总投资建设ꎮ
６ 扩建北桥及北桥路ꎬ 将原 ９ 米宽桥面和路面扩建至 ２８ 米ꎬ 共投资 ２６５ 万元ꎮ
７ 建设路、 友谊路改造ꎬ 长度 ７００ 米ꎬ 总投资 ８８ ８ 万元ꎬ 由霞山区负责建设ꎮ
８ 建设椹川大道、 康顺路及北桥路路灯 １５ 千米ꎬ 总投资 ２０８ 万元ꎮ
(二) 园林建设

１ 建设康顺小游园ꎬ 投资 ２６ 万元ꎮ
２ 建设寸金桥公园烈士纪念碑ꎬ 投资 １００ 万元ꎮ
３ 建设三岭山森林公园大门、 广场、 环湖路等 １０ 多个项目ꎬ 投资 ６３ 万元ꎮ
４ 建设寸金桥公园仙溪园景点ꎬ 投资 ７２ 万元ꎮ
５ 完成椹川大道绿化建设ꎮ

一九九二年

组织部 [１９９２] １７７ 号文ꎬ 免去罗必远市城市建设局副局长职务ꎬ 调任市土地开

发总公司副总经理ꎮ
６ 月 １３ 日ꎬ 湛府办 [１９９２] １１３ 号文同意将市绿委城镇组更名为市绿委城市组ꎬ

主管市区单位庭院绿化工作ꎬ 并迁回市城建局办公ꎬ 归市城建局管辖ꎬ 业务上接受市

绿委、 市建委指导ꎮ
７ 月ꎬ 肖锟任市城市建设局党委书记ꎬ 至 １９９４ 年退休ꎮ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 市政建设

１ 海滨大道扩建工程ꎮ 长 １０ ５４ 千米ꎬ 宽 ４２ 米ꎬ 计划投资 ８６９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动工ꎬ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竣工通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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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 建设乐山路ꎬ 长 ３ 千米ꎬ 宽 ６０ 米ꎬ 总投资 ５３０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动工ꎬ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竣工ꎮ
３ 南柳河整治工程ꎬ 长 １３ ３６ 千米ꎬ 投资 ４７０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动工ꎬ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底完成 １１００ 万元投资ꎬ 由霞山区组织实施ꎮ
４ 北桥河整治工程ꎬ 长 ２ ５８ 千米ꎬ 投资 １８５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动工ꎬ 年度完

成投资 １２００ 万元ꎬ 该项工程 １９９３ 年完成ꎬ 由赤坎区组织实施ꎮ
５ 路灯建设ꎮ 海滨一路、 海滨二路、 海昌路、 海淀路等 ３６ 条道路共安装路灯

９１６ 盏ꎬ 投资 １８０ 万元ꎮ
(二) 公用事业

１ 建设东菊水厂ꎬ 投资 ６７０ 万元ꎮ
２ 建设宝满第二煤气贮配厂ꎬ 投资 １８００ 万元ꎮ

一九九三年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 市政建设

１ 根据市政府决定ꎬ 年度改建人民南路、 文明路、 工农路、 建新东路、 中山一

路、 海滨西二路等 ７ 条主干道ꎬ 完成改扩建道路总长 ８ ５４２ 千米ꎬ 总面积 ３５ ６２３８ 万

平方米ꎬ 完成道路排水设施 １８ ６３ 千米ꎮ
２ 完成海滨一路、 海滨三至六路、 海滨西二路、 文明路、 工农路、 建新东路、

中山一路等安装路灯 ６３８ 支、 ２３００ 盏ꎮ
(二) 公用事业

完成海滨小区管道供气储罐安装、 管道铺设等工程ꎬ 正式向居民通气使用ꎮ
(三) 向市政府呈报关于交理顺城市管理体制等问题的建议ꎮ

一九九四年

湛人任免 [１９９４] ０５ 号文ꎬ 免去黄德明市城市建设局局长职务ꎬ 任命廖文业为

市城市建设局局长ꎮ
湛组干 [１９９４] ５２ 号文ꎬ 免去肖锟市城市建设局党委书记职务ꎬ 办理退休手续ꎬ

任命黄德明为市城市建设局党委书记ꎮ
湛组干 [１９９４] ５８１ 号文ꎬ 任命黄岸洋为市城市建设局副局长ꎮ
湛府 [１９９４] ４４ 号文规定ꎬ 市区 ３ ５ 米以上道路收归市城市建设局统一管理ꎬ

共收回道路 ２０２ 条ꎬ 总面积 ３３８ 万平方米ꎬ 同时相应地将下放给区长达十年之久的市

政道路维护队 １６２ 人一并收回ꎬ 经市编委批准ꎬ 分别设立霞山、 赤坎、 坡头三个区市

政维护站ꎮ
湛府 [１９９４] ５１ 号文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ꎬ 市区环卫工

作由各区收归市统一管理ꎬ 市城市建设局做好环卫接收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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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湛江煤气企业集团公司成立ꎬ 中外合资富多煤气有限公司 (宝满第

二煤气贮配厂) 建成开业ꎬ 滨海小区首期管道供气工程通气点火举行庆典仪式ꎮ

一九九五年

湛人任免 [１９９５] ３９ 号文ꎬ 任命陈副为市城市建设局局长兼党委书记ꎮ
湛人任免 [１９９５] ４０ 号文ꎬ 免去廖文业市城市建设局局长职务ꎮ
湛组干 [１９９５] ８３ 号文ꎬ 任命陈建华为市城市建设局副局长ꎮ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 市政建设

改扩建友谊路、 友谊一、 二横路、 新港西路等三条道路ꎬ 建设总面积为 ４ ６ 万平

方米ꎮ
(二) 园林绿化

１ 完成湖光岩栏水坝工程ꎮ
２ 建海滨公园时代广场及大门景点ꎬ 吹填月亮岛及防浪堤ꎮ

一九九六年

３ 月ꎬ 机构改革后ꎬ 市城市建设局由副处级升格为正处级ꎬ 改称湛江市城建局ꎮ
湛人任免 [１９９６] ９５ 号文ꎬ 任命陈副为市城建局局长兼党委书记ꎮ 湛人任免

[１９９６] ８８ 号文ꎬ 任命谢秀容为市城建局副局长兼副书记ꎬ 任命陈洪兴为市城建局副

局长ꎮ
湛人任免 [１９９６] １０９ 号文ꎬ 免去陈建华市城建局副局长职务ꎬ 调任市房管局局

长 (副处级)ꎻ 任命冯章程为市城建局副局长ꎮ
３ 月 １４ 日ꎬ 市城建局在第四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中ꎬ 成绩显著ꎬ 被市委市

政府评为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先进单位”ꎮ
６ 月 ２５ 日ꎬ 广州湾人行天桥竣工ꎬ 位于人民大道南与洪屋路、 建新路交汇处ꎬ

是湛江市区第一座人行天桥ꎮ
７ 月ꎬ 市城建局被霞山区政府评为一九九五年度 “霞山区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

体”ꎮ
１０ 月ꎬ 市城建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 “抗灾复产先进单位”ꎮ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 市政建设

１ 实施坡头区南调路、 赤坎区人民北路扩建工程ꎮ
２ 完成调顺路 １４ 万平方米的路面维修工程ꎮ
(二) 市容环卫

协助市政府制订 «湛江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三年实施方案» «湛江市 １９９６~ ２０１０
年环卫发展规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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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园林绿化

开辟市人大大楼门前两块绿地ꎮ

一九九七年

８ 月 １３ 日ꎬ 市编办下发 «关于印发市城建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

案的通知» (湛机编 [１９９７] １１２ 号)ꎬ 湛江市城市建设局改称湛江市城建局ꎬ 由副

处级升格为正处级ꎬ 为湛江市人民政府主管市区市政建设、 公用事业、 园林绿化、 市

容和环境卫生等行业的行政职能部门ꎬ 行政编制 ３８ 名ꎮ 其中局长 １ 名ꎬ 副局长 ４ 名ꎬ
正副科长 (主任) ２２ 名ꎮ 后勤服务人员编制 ６ 名ꎮ 设置秘书科、 市政工程管理科、
公用事业管理科、 园林绿化管理科、 市容环卫管理科、 城建督察科、 计划财务科、 人

事科、 党委办公室 (挂纪检监察牌子)、 武装保卫科等 １０ 个职能科 (室)ꎮ
湛人任免 [１９９７] ６７ 号文ꎬ 任命黄岸洋为市城建局副局长ꎮ
３ 月 １７ 日ꎬ 赤溪水库由麻章区移交霞山区管理ꎮ
４ 月ꎬ 市城建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 “湛江市开展便民利民为民服务活动先进单

位”ꎮ
５ 月ꎬ 市城建局被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评为 “湛江市 １９９６ 年度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工作达标单位”ꎮ
６ 月 ２０ 日ꎬ 市城建局党委被市直属机关基建战线委员会评为 “市基建系统先进

党委”ꎮ
７ 月 １ 日ꎬ 市城建局党委被市直属机关工委评为 “先进党委”ꎮ
７ 月 １８ 日ꎬ 城建局在中共湛江市直属机关基建战线 “反腐保廉演讲比赛” 中获

得第一名ꎮ
年度工作完成情况:
(一) 市政建设

１ 完成百姓渠 (覆盖百姓河) 排水建设工程ꎬ 长 ３１２００ 米ꎬ 投资 １７００ 多万元ꎮ
２ 集资修建新尚路ꎬ 总投资 ８６ 万元ꎬ 其中以粮油储运公司、 面粉厂为主集资 ５５

万元ꎬ 政府出资 ３１ 万元ꎮ
３ 实施体育南路建设工程ꎮ
４ 建设冯村垃圾场ꎮ 年度完成 １２００ 多米的进场道路ꎻ 垃圾填埋场基础清淤工作

基本完成ꎮ
５ 完成解放西排水工程ꎬ 全长 ５６７ 米ꎬ 投资 ３５０ 多万元ꎮ
６ 完成湖光路口排水工程ꎬ 分两期实施ꎮ
７ 实施百姓桥扩建工程ꎮ
(二) 市容环卫

１ 开展上门收集垃圾服务工作ꎮ
２ 年度完成新建公厕和改建公厕 ２ 座ꎮ 只完成计划新建公厕 １０ 座和改建 ２０ 座

６％ꎬ 垃圾转运站 １０ 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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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园林绿化

４ 月 ２８ 日ꎬ 人民广场动工建设ꎬ 拆除搬迁后市委印刷厂的厂房 ７０００ 多平方米ꎮ
５ 月 ８ 日进场铺设广场地面、 绿化种植等ꎬ ６ 月 ２８ 日人民广场建成开放ꎬ 总面积

１２７００ 平方米ꎮ

一九九八年

３ 月ꎬ 市城建局在 “湛江市讲文明、 树新风、 军民共建文明卫生城市活动” 中表

现突出ꎬ 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先进单位ꎮ
３ 月 １０ 日ꎬ 市城建局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中成绩显著ꎬ 被评为 “１９９７ 年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先进单位”ꎮ
４ 月ꎬ 市城建局被霞山区解放街道办评为 “１９９７ 年度计划生育先进集体”ꎮ
７ 月 １ 日ꎬ 市城建局被市直属机关工委评为 “先进党委”ꎮ
１２ 月ꎬ 市城建局将市政道路维护和环境卫生管理职能ꎬ 分别下放给赤坎区、 霞

山区、 坡头区管理ꎮ
年度工作完成情况:
(一) 市政建设

１ 冯村生活垃圾场工程建设ꎮ ３ 月 ２０ 日完成进场道路ꎬ ６ 月 ３０ 日完成管理区、
垃圾填埋区一期土建工程ꎮ １２ 月完成污水处理厂工程ꎮ

２ 完成人民广场配套排水、 照明、 园道硬底化等工程建设ꎮ
３ 完成海滨公园月亮岛及防浪堤工程建设ꎮ
４ 完成南桥河第一期改造工程建设ꎮ
(二) 园林绿化

完成人民广场绿化建设工程ꎬ 并投入使用ꎮ
(三) 市容环卫

市区 １１２ 条道路实施上门收集垃圾ꎻ 新建公厕 ２ 座ꎮ

一九九九年

２ 月ꎬ 市城建局被霞山区人民政府、 武装部评为 “１９９８ 年度武装工作先进单

位”ꎮ
３ 月ꎬ 市城建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 “１９９８ 年度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挂钩包干单

位”ꎮ
６ 月ꎬ 市城建局党委被市基建战线委员会评为 “先进党委”ꎮ
７ 月 １ 日ꎬ 市城建局党委被市直属机关工委评为 “先进党委”ꎮ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市城建局被西南经济区市长联席会第 １３ 次会议、 ９９ 湛江经贸博览

会筹委会评为湛江市 “两会” 工作先进单位ꎮ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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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政建设

【南桥河改造工程】 南桥河长约 ２ ６ 千米ꎬ 宽 ３０~５０ 米ꎬ 河床深度 ４~４ ５ 米ꎮ 为

彻底改变南桥河原河道淤积严重、 污水发臭的脏乱差现象ꎬ 从 １９８８ 年起整治南桥河

及河两岸的道路ꎮ 工程分三期实施: 第一期清理河床淤泥ꎬ 建 ４×３ 米的截污渠水闸ꎬ
两岸长 １７００ 多米ꎬ 该期工程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动工ꎬ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完工ꎻ 第二期

工程建设沙湾一号桥 ５×３ 米截污岸渠ꎬ 两岸长 １６００ 多米ꎬ 该工程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动工ꎬ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８ 日完工ꎬ 共浇注混凝土 １ ２ 万立方米ꎻ 第三期工程改建南桥河

南、 北路ꎬ 改造河岸人行道ꎬ 安装护河栏杆ꎬ 安装路灯及建设花坛、 种植绿化ꎬ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动工ꎬ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完工ꎬ 共增加绿化面积 ２ ８ 万平方米ꎬ 安装路灯 ４７０
盏ꎮ

【市区 ７ 条主干道人行道改造工程】 包括人民大道、 海滨大道、 解放大道、 文明

东路、 海田路、 康顺路、 康宁路 ７ 条主干道人行道改造工程ꎬ 总长 ４０ 多千米ꎬ 总面

积 ２８ 万平方米 (铺设广场砖 ６ 万平方米ꎬ 光面砖 ５ 万平方米ꎬ 干压砖达 １６ 万平方

米)ꎮ 分 １４ 个标段进行招标建设ꎬ 该工程于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２９ 日动工ꎬ １１ 月 ５ 日完工ꎮ
(二) 园林绿化

【霞山金海岸观海长廊建设工程】 长约 １ ７ 千米ꎬ 南起海淀路 (海滨公园北门)ꎬ
北至海洋路ꎬ 工程建设分南、 中、 北三个区ꎬ 总面积 １５ 公顷ꎮ 南区绿化组团结合ꎬ
乔木、 灌木及地被植物ꎬ 三个层次分明ꎬ 种植花木共 ２１００５ 株ꎬ 草皮 ２１４９０ 平方米ꎮ
中区地形宽广ꎬ 观海台以种植草地为主ꎬ 铺设环绕园道ꎬ 共植草皮 ４５１４９ 平方米ꎬ 花

木 １１２６１ 株ꎮ 北区以 “海螺广场” 为主ꎬ 共种植花木 ２４１８１ 株ꎬ 草皮 ４５１４９ 平方米ꎮ
硬底铺设面积达 ８４８０ 平方米ꎬ 花木 ５６４４７ 株ꎬ 草皮 ７６２３９ 平方米ꎬ 绿化覆盖面积 １０
万平方米ꎮ 该工程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１ 日动工ꎬ １１ 月 ５ 日完工ꎮ 长廊上绿草如茵ꎬ 花色芬

芳ꎬ 古木怪树ꎬ 密密丛丛ꎬ 形成一条千姿百态、 景观变幻的园林长廊ꎬ 成为市民休闲

娱乐的好场所和外地游客必来观看的城市风光景点ꎬ ２００１ 年ꎬ 被评为 “湛江八景之

一”ꎮ
【打通湖光岩环湖路和西大门扩建工程】 为加快湖光岩风景区建设步伐ꎬ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ꎬ 周镇宏市长在湖光岩风景区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议ꎬ 徐少华、 阮日

生副市长等和有关部门领导参加ꎮ 会上ꎬ 周市长提出建设湖光岩 １０ 项工程ꎬ 投资

３００ 万元打通环湖路ꎬ 环湖路长约 ７ 千米ꎬ 未开通路段长 ４ ４３ 千米ꎮ 该工程于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动工ꎬ 铺设水泥路面ꎬ 宽 ４ ５ 米ꎬ １０ 月 ２８ 日完工ꎮ 建设环湖路的形式锁

定湖泊岸线ꎬ 不但有利于保护湖泊ꎬ 避免四周水土流失、 山泥塌方ꎬ 也有利于市民亲

湖、 享受湖岸景观资源ꎬ 更易领略湖光岩的神奇和传说ꎮ
建设湖光岩风景区西大门工程ꎬ 投资 １０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５ 日正式动工ꎬ １１

月 ２５ 日竣工ꎮ
(三) 市容环卫

【冯村生活垃圾场建设工程】 位于麻章区麻章镇冯村鹰岭ꎬ 距离霞山、 赤坎、 开

发区中心区域分别为 １６ 千米、 ２３ 千米、 １４ 千米ꎮ 该场设计使用年限 １０ 年ꎬ 由进场

道路、 管理区、 填埋区、 污水处理厂、 堆肥筛分区组成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由原市城管办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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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选址、 征地筹建工作ꎬ 委托湛江市规划勘测设计院负责可行性研究、 设计ꎬ 湛江市

环境科学研究所负责环境影响评价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按湛府办 (１９９５) ６１ 号文决定ꎬ 由市

城管办移交市城建局负责ꎮ 市城建局接管后ꎬ ６ 月 ２２ 日组织专家对该垃圾场可行性

报告和环境影响评价进行评审ꎮ １９９６ 年先后三次聘请专家对该场可能污染地表水及

地下水进行咨询、 防渗漏材料技术进行设计研究ꎬ 提出合理解决方案ꎮ
６ 月 １ 日垃圾填埋区正式投入使用ꎮ

二○○○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ꎬ “湛江国际会展中心” 竣工投入使用ꎬ 湛江市城建局负责施工ꎬ 占

地 １２ 万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２８０００ 平方米ꎬ 展览面积 １３５００ 平方米ꎬ 设有 ５００ 多个国

际标准展位和一个可容纳 ７００ 人的多功能会议厅ꎬ 并设有多个独立会议室ꎬ 是一座集

展览、 博览、 会议、 信息、 交易、 商贸于一体的现代化场馆ꎮ
是月ꎬ 湛江市获得 “广东省卫生城市” 称号ꎮ
１２ 月ꎬ 市城建局机关档案综合管理升省一级ꎮ
本年度完成工作任务情况:
(一) 市政建设

完成湛江国际会展中心的建设工程ꎮ
(二) 园林绿化

完成会展中心绿化广场、 海洋公园、 绿塘路口花坛、 体育北路等绿化建设任务ꎬ
面积共 １７ 万平方米ꎬ 补植、 种植路树 ２０００ 多棵ꎬ 种草皮 ９ ４ 万平方米ꎬ 森林公园植

树 ６ 万株ꎮ
(三) 市容环卫

新建公厕 ６ 座和转运站 ８ 座ꎬ 维修旧公厕 ４５ 座ꎻ 全年清理、 填埋垃圾 １８ 万吨ꎮ
(三) 公用事业

市区自来水供水量 ８８００ 万吨ꎬ 售水量 ７３５０ 万吨ꎬ 年总产值 ６０００ 多万元ꎻ 煤气

总进气量 ８ ０９ 万吨ꎬ 年总销售量 ８ 万吨ꎬ 销售收入 ２ ３９ 亿元ꎬ 发展煤气用户 ８０００
多户ꎬ 完成东海岛 ＬＰＧ 冷冻库项目立项、 设计、 征地等前期工作ꎻ 埋设煤气管道 ４
千米ꎻ 公共交通全年客运量达 ３２００ 多万人次ꎬ 总营运里程达 ２０００ 多万千米ꎬ 客运收

入达 １９００ 万元ꎬ 新建市区主干道候车亭 ５５ 个ꎮ

二○○一年

４ 月ꎬ 市城建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 “２０００ 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单

位”ꎮ
４ 月ꎬ 市城建局被市政府评为 “湛江市创建省级卫生城市先进集体”ꎮ
８ 月ꎬ 市城建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 “湛江市实施 «９９３ 软环境整治计划» 先进单

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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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７ 月ꎬ 机构改革后ꎬ 以原市城建局为基础ꎬ 组建市公用事业局ꎬ 主要职能负责市

区市政建设、 园林绿化、 环境卫生、 公用事业管理ꎬ 工作人员依照公务员管理ꎮ 办公

地址民享路 ３１ 号ꎮ
９ 月 １１ 日ꎬ 湛组干 [２００１] ２３５ 号文决定ꎬ 成立中共湛江市公用事业局委员会ꎬ

王强任党委书记ꎬ 谢秀容任党委副书记ꎮ 原中共湛江市城建局委员会不再保留ꎬ 其党

委组成人员职务自然免除ꎮ
湛组干 [２００１] ２３６ 号文ꎬ 任命吕冠嵘为市公用事业局党委委员候选人ꎮ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湛人任免 [２００１] ８８ 号文ꎬ 王强任市公用事业局局长ꎬ 谢秀容、 吕

冠嵘任副局长ꎮ 原市城建局领导职务自然免除ꎮ
湛组干 [２００１] ７６ 号文ꎬ 免去冯章程市城建局党委委员职务ꎻ 湛人任免 [２００１]

２１ 号ꎬ 免去冯章程市城建局副局长职务ꎬ 办理退休ꎮ
湛组干 [２００１] ３６５ 号文ꎬ 免去陈洪兴、 黄岸洋市城建局党委委员职务ꎻ 湛人任

免 [２００１] １５５ 号ꎬ 免除陈洪兴、 黄岸洋副局长职务ꎬ 办理离岗退养ꎮ
１０ 月ꎬ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处由正科级升格为副处级机构 (二级局)ꎬ 并改

称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ꎬ 由市公用事业局移交湛江市人民政府直属管辖ꎮ
本年度完成工作任务情况ꎻ
(一) 市政建设

完成霞赤民享、 中山、 新华等三条步行街的拆迁、 各种地下管线铺设、 路面回

填ꎻ 北桥河整治一期工程自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动工ꎬ 完成 ４×３ 米ꎬ ２ ７ 千米岸渠工程ꎬ 道

路铺设 ２ ５ 千米ꎻ 南桥河三期工程从赤坎水库到纸厂行人桥ꎬ ２０００ 年底开工ꎬ 到

２００１ 年底止ꎬ 完成 ３００ 多米清淤和排污方渠ꎬ 完成工程量的 ９５％ꎬ 金沙湾观海长廊

一期工程中的 ７００ 米防浪堤基本完成ꎮ 市政维护共修复沥青路面 ４ 万平方米ꎬ 清疏下

水道 ２ 万多米ꎮ
(二) 园林绿化

建设军民大道花坛 ７００ 平方米ꎬ 幸福小游园约 ２０００ 平方米ꎬ 改造市区道路绿化

２０００ 多米ꎬ 改造交通岛绿化 １０００ 平方米ꎬ 新植补植路树达 １５００ 多棵ꎬ 铺种草皮

４０００ 多平方米ꎬ 育苗 ２０ 多万棵ꎬ 培育时花、 年桔一批ꎮ
(三) 市容环卫

全年处理生活垃圾 １８ ５ 万吨ꎬ 覆盖土面积 ４ ６ 万平方米ꎬ 方量达 ９０００ 多立方

米ꎮ

二○○二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市编办下发 «关于印发湛江市公用事业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

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湛机编 [２００２] ０３ 号)ꎬ 以原市城建局为基础组建市公用事业

局ꎬ 是市政府下属正处级事业单位ꎬ 是管理城市公用事业主管部门ꎮ 人员编制和领导

职数: 事业编制 ２６ 名ꎬ 后勤服务人员编制 ４ 名ꎮ 其中局长 １ 名ꎬ 副局长 ３ 名ꎬ 正、
副科长 (主任) １３ 名ꎮ 划出的职能: 编制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职能划转给市建设局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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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公共交通职能划转市交通局ꎻ 划入职能: 原市建委承担市区燃气、 市区计划用水

管理职能ꎮ 增加职能: 将 １９９８ 年下放给赤坎、 霞山、 坡头各区市政维护站收回公用

事业局统一管理ꎮ 内设机构: 办公室、 市政管理科、 园林绿化管理科、 市容环卫管理

科、 公用事业管理科、 计划财务科、 人事科ꎮ
湛组干 [２００２] １４２ 号文ꎬ 陈建华任市公用事业局党委委员候选人ꎮ 湛人任免

[２００２] ２８ 号文ꎬ 陈建华任市公用事业局副局长ꎮ
９ 月ꎬ 霞山民享路商业步行街隆重开张ꎮ 民享步行街拥有国内其他城市步行街少

有的大面积园林绿化、 休闲小筑和精美的建筑小品ꎬ 街头舞台ꎬ 路口处还特别设计了

大型喷泉平台ꎬ 泉眼有 ４０ 多个ꎬ 还有新颖别致的跑式喷泉ꎮ
８ 日ꎬ 徐少华市长率队到湖光岩风景区和森林公园现场办公ꎮ
１０ 月 １ 日ꎬ 市区寸金桥公园、 海滨公园和霞湖公园 (青少年公园) 免费开放ꎮ
１１ 月 ２６ 日ꎬ 湛江海湾大桥开工庆典仪式在坡头区隆重举行ꎮ
本年度完成工作任务情况:
(一) 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完成民享路、 中山二路两条商业步行街工程ꎬ 民享路步行街完成主路路面铺设花

岗岩 ２ ７ 万平方米ꎬ 辅助道路水泥砼路面 １ ７ 万平方米ꎬ 人行道彩色砖 ８０００ 多平方

米ꎬ 沥青砼路面 ２９００ 多平方米ꎬ 沿街立面装修工程 １ ７５ 万平方米ꎬ 完成中山二路步

行街路面花岗岩铺设 ７５００ 平方米ꎬ 沿街立面装修工程 １ ３ 万平方米ꎻ 完成建新西路

６００ 米、 宽 ３２ 米的混凝土路和长 ６００ 米排水改造工程ꎻ 南桥河第三期工程不断推进ꎮ
新建工程方面ꎬ 完成椹川东四路、 海滨横路道路排水、 寸金四横路道路排水、 百姓渠

整治等工程ꎮ
全年三个维护站维修沥青路面共 ５ ７ 万平方米ꎬ 其中赤坎 ２ ２５ 万平方米ꎬ 霞山

２ ６３ 万平方米ꎬ 坡头 ８４００ 平方米ꎮ 清疏下水道 ３ ６ 万米ꎬ 更换、 补充各种下水道井

盖 ５６５ 个ꎬ 铺砌彩色方块砖、 广场砖 ７５７９ 平方米ꎬ 维修下水道 ３２７ 米ꎮ 整治赤坎海

棕路、 海棠路一横巷两条小街小巷和覆盖南方渠ꎬ 整治霞山椹川西一路、 椹川东三路

和创新路等三条小街小巷ꎮ
完成道路亮化工程ꎮ 全年更换各种灯泡 １ ３ 万个ꎬ 更换各种灯罩 １８００ 多个ꎬ 更

换镇流器 ３３００ 个ꎬ 更换触发器 ２５００ 多只ꎬ 使用电线 １ ３７ 万米ꎬ 使用电缆 １ １７ 万

米ꎬ 全年亮灯率达 ９５％ꎮ 从去年 ９ 月 １７ 日开始ꎬ 进行 ６０ 千米小街小巷路灯改造ꎬ 完

成敷设电线约 ３０ 千米ꎬ 共新增路灯 ３７４８ 盏ꎮ 新安装建新西路、 南桥河、 湖光路等主

要路段的路灯ꎮ 另外ꎬ 还在人民大道、 解放东路、 康顺路等主要路段分车带上设置安

装 １４４ 支 “Ｐ” 型灯饰ꎮ
(二)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完成民享路步行街、 南华广场小游园、 建新西路、 军民大道、 市区交通渠化花坛

等新建、 续建绿化工程ꎮ 完成海滨一路、 人民南路、 椹川大道、 工农花坛、 海滨公园

广场和舞台、 寸金公园污水处理、 森林公园第一期、 金沙湾紫荆园等市区道路绿化、
公园景点的改造ꎮ 完成海滨西一路、 海滨西二路、 文明东路、 文明中路、 新尚路、 海

北路、 南桥北路等路段ꎬ 以及临时建筑拆除寸金酒家、 海滨公园画舫及西北区空地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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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复绿化建设ꎬ 绿化面积达 ４ 万多平方米ꎮ 全年补植路树 １９００ 多棵ꎬ 灌木 １１００ 多丛ꎬ
袋苗 ６ ９ 万袋ꎬ 草皮 １１３３ 平方米ꎻ 新植路树 ８２００ 多棵ꎬ 灌木 ５７００ 多丛ꎬ 袋苗 １００ 多

万袋ꎮ 公园、 小游园补植乔木 ２５０ 多棵ꎬ 灌木 ７３０ 多丛ꎬ 袋苗 １ ９７ 万袋ꎬ 草皮 １４００
多平方米ꎻ 新植乔木 １ ６ 万棵ꎬ 灌木 ２ ３８ 万丛ꎬ 袋苗 １４ 万袋ꎬ 草皮 ５４００ 多平方米ꎬ
绿篱 ９３０ 米ꎮ 共增加绿地面积 ８ ７ 万平方米ꎬ 其中ꎬ 新增道路绿地面积 ５ ２３ 万平方

米ꎬ 新增公共绿地面积 ３ ４９ 平方米ꎮ
(三) 市容环卫建设和维护

全年建设、 改造公厕共 ３２ 座ꎬ 其中由湛江市公用事业局负责建设改造 ２４ 座ꎬ 已

竣工交付使用的 １９ 座ꎬ 包括创卫公厕 ５ 座ꎬ 旅游公厕 １４ 座ꎬ 在建 ２ 座ꎻ 协助有关部

门完成旅游公厕改造 ８ 座ꎮ 建设垃圾转运站 ９ 座ꎬ 已完成设备安装 ４ 座ꎬ 在建 ２ 座ꎮ
兴建生活垃圾场污水处理改造工程ꎬ 垃圾场二期填埋区建设工程已完成期准备工作ꎬ
现已进入土方挖方阶段ꎮ

二○○三年

湛组干 [２００３] ２４５ 号文ꎬ 免去吕冠嵘市公用事业局党委委员职务ꎮ 湛组干

[２００３] ６９ 号文ꎬ 免去吕冠嵘市公用事业局副局长职务ꎮ
湛组干 [２００３] １０５ 号文ꎬ 谢秀容任市公用事业局正处级调研员ꎮ
市编办 (湛机编 [２００３] ７２ 号) 印发 «关于市公用事业局更改名称等问题的通

知»ꎬ 市公用事业局更名为市市政园林局ꎬ 更名后其机构性质、 规格、 经费来源等不

变ꎬ 划入原市建设局承担县 (市) 园林绿化管理行政职能ꎮ 在原市公用事业局内设

机构基础上增设总工程师室ꎬ 增加事业编制 ５ 名ꎬ 增配正副主任职数各 １ 名ꎻ 原园林

绿化管理科更名为园林管理科ꎮ
７ 月 １ 日ꎬ 市市政园林局被市委评为 “先进基层党组织”ꎻ 市市政园林局党委被

市直属机关工委评为 “先进党委”ꎮ
霞湖公园、 东坡荔园划归市市政园林局统一管理ꎮ
年度完成工作任务情况:
(一) 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完成军民大道、 百姓渠、 南桥河三期、 寸金路、 寸金四横路、 南北桥河交汇处改

建、 整治等工程ꎮ 实施推进东新路新建工程、 机场路改建工程、 椹川大道改造工程、
赤坎污水处理厂厂外管网工程、 海洋路改造工程等ꎮ 百蓬路改造、 东新渠整治等工程

完成前期工作ꎮ 市区三个维护站全年维修沥青路面共 １４ ３ 万平方米ꎬ 其中赤坎片 ９
万平方米ꎬ 霞山片 ４ ２ 万平方米ꎬ 坡头片 １ １ 万平方米ꎬ 道路的完好率达 ９５％以上ꎮ
改造安装侧石 ２９ 千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８７ 千米ꎬ 更换、 补充下水道井盖一批ꎬ 维修雨水

井、 检查井一批ꎮ 完成人民大道、 海田路、 海北路、 解放西路、 寸金路、 寸金四横

路、 瑞云路等路灯改造安装工程ꎮ 完成寸金公园、 海滨公园和主要景点、 景区灯饰改

造工程ꎮ 完成小街小巷路灯改造安装 ２０ 千米ꎮ 更换各种灯泡 １ ４ 万个ꎬ 以及灯罩、
镇流器、 触发器一批ꎬ 电缆 １ ５ 万米ꎬ 城市亮化水平明显提高ꎮ 市区路灯已从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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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 １ 万多盏增加到 １ ９ 万多盏ꎮ ２００２ 年霞山民享路步行街被评为 “广东省城市亮

化工程优秀景点”ꎮ
(二)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开展 “绿化年” 活动ꎬ 完成南桥公园、 海田公园、 霞山绿苑等改造工程ꎬ 以及

天主教堂、 法国公署旧址、 田家炳中学门口、 友谊社区、 金山大厦、 社坛路、 海宁

路、 青岛路北段、 吉民药厂门口等路段和部分小游园、 小绿地建设工程ꎮ 完成广湛路

口花坛、 绿化达标标志花坛、 友谊花坛等改造工程ꎮ 完成森林公园 ９ 块公益林建设工

程ꎬ 面积 １３ 万平方米ꎬ 配合林业部门种植 １５０ 亩红树林ꎮ 完成寸金路、 寸金四横路

和解放西路、 人民大道、 康顺路、 康宁路、 菉邨路、 海滨二路分车带等绿化改造工

程ꎮ 渔港公园、 北桥公园、 金沙湾观海长廊一期以及绿塘河湿地公园一期、 金康榕

园、 市委门口小游园抓紧施工ꎬ 南国热带花园、 坡头灯塔公园、 麻章百乐园等完成前

期工作ꎮ 完成寸金公园月影湖、 霞湖公园清淤工程、 森林公园环湖路路基和部分涵洞

建设工程ꎮ 完成春季路树补植工作ꎬ 全年市区新建绿化面积 ６７ 万平方米ꎮ
湛江市三岭山森林公园成功申报为省级森林公园ꎮ
(三) 市容环卫建设和维护

完成冯村生活垃圾场渗滤液处理厂改造工程ꎬ 并已投入正常运行ꎮ 完成填埋区二

期挖土方、 构建、 防渗工程ꎮ 建成市区垃圾转运站 ２ 座ꎬ 在建 ４ 座ꎻ 新建公厕 ６ 座ꎬ
在建 ２ 座ꎻ 同时购置转运站设备、 环卫清运车、 废物箱等一批ꎮ

(四) 公用事业建设和管理

市区燃气行业经营改革稳步推进ꎬ 实行品牌经营管理ꎬ 气瓶充装全部实行经营企

业标志塑套封口ꎬ 全面实行公用气瓶配送经营服务ꎬ 逐步停止自备气瓶的充装使用ꎻ
加强燃气行业安全管理ꎬ 开展经常性的安全检查ꎬ 建立举报投诉机制ꎬ 打击非法经营

活动ꎬ 没收处理不合格气瓶 ３５４ 个ꎬ 较好地维护燃气市场的正常秩序ꎮ

二○○四年

１ 月 １５ 日ꎬ 湛组干 [２００４] １４ 号文同意 “中国共产党湛江市公用事业局委员

会” 改称为 “中国共产党湛江市市政园林局委员会”ꎮ 王强、 谢秀容、 陈建华等班子

成员的职务称谓ꎬ 相应地按照新名称分别改称为湛江市市政园林局局长和党委书记、
副局长和党委副书记 (调研员)、 副局长和党委委员ꎮ

１２ 月 ２３ 日ꎬ 市编办 (湛机编办 [２００４] １７２ 号) 印发 «关于理顺我市燃气管理

体制问题的批复»ꎬ 将原市市政园林局承担市区燃气管理职能移交市建设局ꎮ
湛组干 [２００４] ３９３ 号文ꎬ 孙黄洲任市市政园林局党委委员候选人ꎮ
１ 月ꎬ 市公用事业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被市委评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度党委 (党

组) 理论学习先进中心组”ꎮ
２ 月ꎬ 市公用事业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 “２００３ 年度维护稳定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先进单位”ꎮ
３ 月ꎬ 市市政园林局被市委评为 “湛江市文明单位”、 市政府评为 “湛江市 ２００３



　
　
　
　
湛
江
市
城
建
志

３６　　　
年度重点建设项目先进单位”ꎮ

５ 月ꎬ 市市政园林局被市政府评为 “湛江市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承办建议提案先进

单位”ꎮ
７ 月ꎬ 市市政园林局被市政府评为 “湛江市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先进单位”ꎻ

该局党委被市直属机关工委评为 “先进党委”ꎮ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 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完成椹川大道、 东新路、 机场路、 海洋路、 南北桥河交汇口、 赤坎污水厂厂外管

网和金沙湾观海长廊一期等改扩建工程ꎬ 完成百蓬路、 霞山污水处理厂厂外截污管网

工程、 南柳河中游、 平阳路、 南方路、 金沙湾观海长廊二期建设等一批工程整治前期

工作ꎮ 市区三个市政维护站全年维修沥青面积共 ４ ９８ 万平方米ꎬ 其中赤坎片 １ ６３７
万平方米ꎬ 霞山片 ２ ３５８ 万平方米ꎬ 坡头片 ０ ９８ 万平方米ꎬ 道路的完好率达 ９５％以

上ꎮ 维修安装侧石 ５４１２ 米ꎬ 修复人行道 １９９２ 平方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６７７８６ 米ꎬ 更换、
补充下水井盖一批ꎬ 维修雨水井、 检查井一批ꎮ 新安装东新路、 椹川大道南北段、 机

场路、 海洋路、 金沙湾观海路等道路和景区的灯饰ꎬ 共铺设电缆 １ ８ 万米ꎬ 城市亮化

水平进一步提高ꎮ
(二)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完成赤坎南北桥河、 滨江路、 机场路、 东新路等道路绿化种植和侨兴园 (市委

小游园)、 金康榕园、 金沙湾观海长廊一期、 北桥公园等建设工程ꎮ 渔港公园、 椹川

大道绿化抓紧施工ꎬ 绿塘河湿地生态公园、 麻章百乐园、 坡头灯塔公园、 人民大道隔

车带、 海滨一路分车带的绿化改造基本完成前期工作ꎬ 霞湖公园的综合整治、 南国热

带花园、 百蓬路的绿化、 火车南站小游园、 潜水学校旁小游园、 观海长廊绿荫广场改

造、 坡头南调路绿化、 寸金公园改造等项目已完成方案设计和评审ꎮ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步伐加快ꎮ 完成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２００２ ~ ２０２０ 年) »

修编工作ꎻ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和认种认养活动ꎬ 全市义务植树 １００ 万棵 (株)ꎻ
组织文明护绿活动ꎻ 举办青少年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知识竞赛ꎻ 开展创园资料和宣传资

料收集整理工作ꎬ 拍摄 “创园” 专题电视公益广告片ꎬ 经市府批准颁发 «湛江市古

树名木管理实施细则»ꎬ 上报审批 «湛江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ꎮ
(三) 市容环卫建设和维护

完成冯村生活垃圾处理场二期填埋库区工程ꎬ 年底前投入使用ꎮ 完成新建转运站

２ 座ꎬ 改造公厕 ８ 座ꎬ 购置废物箱一批ꎮ
(四) 公用事业建设和管理

组织并邀请市消防、 行政执法等部门对市区燃气销售点经营场所、 供气规模、 安

全管理、 规范化服务等方面进行全面年审检查ꎬ 取缔不符合规范要求站点 ８ 个ꎬ 搬迁

及整改站点共 ３６ 个ꎬ 使市区瓶装气销售点开始逐步走向规范化ꎮ 市区主干道增设道

路隔车绿化带上的公交上落站点ꎬ 铺设硬底化ꎮ 市区 ５５ 个不锈钢公交车候车亭共进

行 ５ 次维修ꎬ 较好地维护候车亭容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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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

１ 月 ６ 日ꎬ 湛人任免 [２００５] ２０ 号文ꎬ 孙黄洲任市市政园林局助理调研员ꎮ
１ 月 ３１ 日ꎬ 湛人任免 [２００５] ３０ 号文ꎬ 邹小明任市市政园林局助理调研员ꎮ
３ 月 ３０ 日ꎬ 湛人任免 [２００５] ４６ 号文ꎬ 孔令培任市市政园林局副局长ꎮ
１ 月 １０ 日ꎬ 市市政园林局驻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ꎬ 被市行政服务中心评为

“２００４ 年度先进窗口”ꎮ
３ 月 ２ 日ꎬ 市市政园林局公共事业管理科被市人事局、 市安全监管局评为 “湛江

市 ２００４ 年度安全生产监管先进单位”ꎮ
３ 月 ２６ 日ꎬ 市市政园林局被市政府评为 “２００４ 年度重点建设项目工作先进单

位”ꎮ
３ 月 ３０ 日ꎬ 市市政园林局环卫科被市委评为 “２００４ 年度机关作风建设优秀科

室”ꎮ
３ 月 ３１ 日ꎬ 市市政园林局被市委评为 “湛江市 ２００４ 年度维护稳定及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工作先进集体 “ꎮ
１２ 月ꎬ 市市政园林局被省委省政府评为 “广东省文明单位”ꎮ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 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以 “三纵五横” 道路网络为框架ꎬ 推进市政道路建设ꎮ 完成百蓬路、 湖港路、
金康路、 机场路延伸段、 霞山污水处理厂厂外截污管道、 霞湖片排水截污管道、 金沙

湾观海长廊二期等工程ꎻ 完成体育南路 (东段)、 滨湖路道路排水工程、 赤坎江整治

工程前期设计、 报建和招投标工作ꎬ 并实施体育南路 (南段)、 北站路、 站前路、 绿

塘河整治截污管道工程等前期工作ꎮ 全年新铺装人行道共 １ ５ 万平方米ꎬ 霞山、 赤

坎、 坡头三个维护站维修路面积共约 ７ ５ 万多平方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１４ 万多米ꎬ 更换、
补充下水道井盖一批ꎮ 在城市亮化方面ꎬ 新安装路灯灯饰 ２０００ 多盏ꎬ 围绕 “创园”
抓好路灯的维护管理ꎬ 更换各种灯泡以及灯罩、 镇流器、 触发器一批ꎮ

(二)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２００５ 年是湛江冲刺国家园林城市目标的关键一年ꎬ 园林绿化建设维护工作紧紧

围绕 “创园” 展开ꎬ 全年完成园林绿化建设项目共 ２０ 多项ꎬ 新建绿化面积 ３５ 万平方

米ꎬ 主要是: 完成渔港公园、 麻章百乐园、 绿塘河湿地生态公园 Ａ 区建设ꎬ 完成椹

川大道的绿化建设及民治路、 文明东路人民医院北侧围墙外绿化改造ꎻ 新建机场路口

东南角、 东北角、 西北角两块绿化、 东新路口小游园、 新村市场侧绿地、 荣基苑、 伟

城苑、 昌大昌苑、 绿村苑等 １０ 多个小游园、 小绿地ꎻ 坡头灯塔公园、 麻章金康榕园

二期、 南天苑小游园和金康东路绿化等 ６ 个项目加紧施工ꎬ ２００６ 年春节前完成ꎻ 霞

湖公园综合整治一期和草菊公园加紧施工ꎮ 实施南国热带花园、 绿塘河湿地公园、 中

澳友谊公园、 滨湖公园一期、 霞湖公园整治二期等建设项目前期工作ꎮ
(三) 市容环卫建设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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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冯村生活垃圾处理厂二期工程建设ꎬ 并投入使用ꎮ 实施市生活垃圾处理场一

期填埋区封场工程前期工作ꎬ 完成建设转运站 １ 座、 公厕两座ꎬ 在建转运站 １ 座、 公

厕 ２ 座ꎬ 已办理规划报建的转运站 １ 座ꎬ 公厕 ２ 座ꎮ

二○○六年

３ 月 １３ 日ꎬ 人任免 [２００６] ２４ 号文ꎬ 邸海鹰任市市政园林局副局长 (正处级)ꎬ
部队转业安置干部ꎮ

１ 月ꎬ 市市政园林局被市政府评为 “２００５ 年度标兵窗口单位”ꎮ １１ 日ꎬ 市市政园

林局被市委评为 “湛江市文明单位”ꎮ
３ 月 １ 日ꎬ 市市政园林局党委中心组被市委评为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 年度先进党委中心

组”ꎮ ２３ 日ꎬ 市市政园林局被市政府评为 “湛江市 ２００４ 年度和 ２００５ 年度承办建议提

案先进单位”ꎮ
５ 月ꎬ 市市政园林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 “湛江市 ２００５ 年度人口与计划生育先进

单位”ꎮ
６ 月 １６ 日ꎬ 市市政园林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 “２００５ 年度维护稳定及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工作先进单位”ꎮ
６ 月 ２８ 日ꎬ 市市政园林局被市政府评为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先进单位”ꎮ
７ 月 １ 日ꎬ 市市政园林局党委被市直工委评为 “先进党委”ꎮ
８ 月 ２３ 日ꎬ “中澳友谊花园” 开工暨凯恩斯市捐赠树木种植仪式在海湾大桥西岸

隆重举行ꎮ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 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完成赤坎江首期整治工程和乐山大道东西路、 湖港路、 绿塘路、 金康东中西路、
金川路、 瑞云路、 广湛路改造首期以及一批小街小巷改造等工程ꎬ 使市区西、 北方向

特别是北出入口景观发生可喜变化ꎮ 推进霞山污水处理厂厂外截污管网配套工程、 体

育南路 (东段) 道路工程、 百蓬路改造工程、 滨湖整治道路工程、 霞湖片区截污渠

道工程、 绿塘河整治截污管道工程、 文保河截污管道工程等项目的实施ꎮ 推进南方六

横路、 椹川东二路、 体育南路 (西段)、 北站路、 站前路、 奋勇大道、 赤坎水质净化

厂 (二期) 厂外配套管网等工程项目的前期工作ꎮ
(二)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完成金沙湾观海长廊二期防浪堤工程ꎬ 全长 １ １ 千米ꎬ 包括道路排水、 路灯灯

饰、 绿化景观、 喷泉和雕塑安装等工程任务ꎬ 建成 ２０ 万平方米沙滩浴场ꎬ 成为湛江

市首个露天海滨浴场ꎬ 实现 “还岸于民” 工程重点项目ꎬ 成为 “一湾两岸” 城市格

局的一张新名片ꎮ
全年完成霞湖公园整治和坡头灯塔公园、 麻章金康榕园二期、 绿塘河湿地公园二

期ꎬ 与各区互相配合ꎬ 共同努力完成草菊园、 南天小游园、 东山凤凰苑、 百荟苑等

１１ 个小游园小绿地ꎮ 完成南国热带花园、 中澳友谊花园工程和绿塘河公园三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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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ꎮ 完成森林公园、 海滨公园、 东坡荔园、 寸金桥公园等一些新建项目ꎮ 完成

乐山西路、 海滨大道、 海田路、 椹川大道、 建新东路和金康中路等路树补植 ２ 万多

棵ꎮ 到 ２００６ 年底ꎬ 全年市区增加绿化面积 １０３ ３４ 万平方米ꎬ 市区公园总数达到 ２３
个ꎬ 小游园、 小绿地达到 ５３ 个ꎬ 人均拥有公共绿地面积提高到 １０ 平方米以上ꎬ 市区

绿化面积达 １０ ６ 公顷ꎬ 基本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市区年增绿化面积 １００ 万平方米的

目标ꎬ “百姓城市ꎬ 绿色家园” 的目标加快实现ꎮ
(三) 市容环卫建设和维护

完成生活垃圾处理场二期填埋区配套项目ꎬ 一期填埋区封场首期工程工程量八

成ꎻ 完成 ２ 座垃圾转运站并配套压缩设备ꎬ 同时添置 ２００ 万元环卫设备ꎬ 生活垃圾减

量化、 资源化、 无害化处理又迈进一步ꎮ

二○○七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 湛组干 [２００７] １５０ 号文ꎬ 孙黄洲任市市政园林局纪委书记 (副处

级)ꎮ
１１ 月 ７ 日ꎬ 湛组干 [２００７] ３１４ 号文ꎬ 免去孙黄洲市市政园林局纪委书记、 党委

委员职务ꎬ 戴华荣任市市政园林局纪委书记、 党委委员ꎮ
４ 月 ２５ 日ꎬ 湛机编办 [２００７] ５５ 号文 «关于调整市区建筑垃圾和建筑散体物料

管理职责等问题的通知»ꎬ 将市区建筑垃圾和建筑散体物料管理工作由市建设局划转

市市政园林局ꎮ
４ 月 １９ 日ꎬ 市市政园林局被市委评为 “湛江市 ２００６ 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先进单位”ꎮ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 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完成体育北路东段、 绿溪西一路和 ７０ 条小街小巷、 绿塘河排水截污、 湛江市生

活垃圾处理场一期填理区首期封场等工程ꎮ 完成北站路、 站前路、 体育南路西段、 北

出口路、 南方路、 奋勇大道、 海滨大道、 海湾路、 赤坎污水处理厂厂外管网二期、 麻

章污水处理厂厂外管网、 赤坎江整治二期等工程建设任务ꎮ 推进体育南路东段、 百蓬

路、 东盛路、 疏港大道二期、 海光路、 平湾路、 霞湖片排水截污、 文保河整治等在建

项目ꎮ 全年维修道路面积 ４５２４２ 平方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２６５３０ 米ꎬ 修复检查井 ７６３ 个ꎬ
更换井盖 ５５６ 个ꎬ 加强对城市桥涵的日常检测维修ꎬ 逐步健全管养制度ꎮ 全年维修电

缆 ２９６９４ 米ꎬ 灯具 １１１６９ 盏ꎬ 用电设备 ８ 台ꎬ 更换镇流器、 灯泡、 灯罩等一大批ꎮ
(二)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完成森林公园环湖路、 滨湖公园一期、 桥东公园、 万象棕榈苑和 ４ 个小游园等建

设工程ꎬ 年内市区新增绿化面积 １０６ ２ 万平方米ꎮ 推行内部改革ꎬ 加强检查评比ꎬ 使

园林绿化管理水平提高一个档次ꎬ 城市面貌受到普遍好评ꎮ
(三) 市容环卫建设和维护

完成湛江市生活垃圾场一期、 二期封场和污水处理厂改造扩容、 湛江粪便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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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批环卫设施新建改造项目ꎮ

(四) 城市管理和维护

开展城乡清洁工程ꎬ 全年共出动联合整治人员约 ３５ 万人次ꎬ 组织约 ７４ ５ 万人次

参加义务清扫整治活动ꎬ 出动各种机械和车辆约 ７ ５ 万多台次ꎬ 整治卫生死角 １１９６
个ꎬ 其中经查实、 市联席会确定 ５２ 个ꎬ 共清理垃圾约 ２０ 多万吨ꎬ 拆除违章建筑约 ２４
万平方米ꎬ 清理乱摆卖摊档约 ８ １ 万起ꎬ 拆除违规设置广告牌门牌约 ４ 万平方米ꎮ 完

善落实门前 “三包”、 责任街、 明查暗访等制度ꎮ 通过城乡清洁工程ꎬ 市容环境卫生

发生明显变化ꎬ 促进城市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ꎮ

二○○八年

１ 月 １ 日ꎬ 湛江市广播电视中心暨 “万象棕榈苑” 竣工落成ꎮ
２ 月ꎬ 麻章花卉公园落成ꎮ
４ 月 ２５ 日ꎬ 本市首批 ５０ 辆液化天然气 (ＬＮＧ) 环保公交车正式投入运营ꎮ 湛江

由此成为全国首个批量使用 ＬＮＧ 环保公交车的城市ꎮ
４ 月 ３０ 日ꎬ 湛江南国热带花园落成ꎬ “千亩花海”ꎬ 成为湛江市区规模最大的综

合性公园ꎮ
８ 月 ５ 日ꎬ 湛人任免 [２００８] ３１ 号文ꎬ 邓华任市市园林局副调研员ꎮ
绿塘河湿地公园获得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称号ꎬ 是广东省当年为止唯一的国

家级城市湿地公园ꎮ
９ 月 ２６ 日ꎬ 象征湛江市与澳大利亚凯恩斯市两市人民友谊的合作园林建设项目

——— “中澳友谊花园” 竣工落成ꎮ 市领导与凯恩斯市市长凯文伯恩、 澳大利亚昆

士兰州政府香港办事处首席代表李世荣为花园落成揭幕ꎮ
９ 月 ３０ 日ꎬ 霞山污水处理厂正式投入使用ꎮ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 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以迎接省第五届 “三洽会” 的召开ꎬ 推进市政项目建设ꎬ 全年完成体育北路东

段、 体育南路 (东、 西段)、 赤坎北出口路一期、 椹川东二路、 百蓬路及霞山污水处

理厂一期管网、 霞湖片区截污等工程建设ꎮ 实施疏港大道二期、 北站路、 站前路、 赤

坎水质净化厂二期管网、 赤坎江整治二期等在建项目ꎻ 完成海滨大道、 新湖大道、 奋

勇大道、 南方路、 霞山污水管网二期等工程ꎮ 全年维修、 补强道路面积达 １４ ５１５ 万

平方米 (其中人行道 ８４２６ 平方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３２２７８ 米ꎬ 修复检查井 ９２７５ 座ꎬ 更

换井盖 ７２３ 块ꎬ 改造小街小巷 ２２ 条约 １１ 千米ꎻ 检测桥涵 １３２ 座ꎬ 维护桥面 １５６９８ 平

方米ꎬ 安装道路下水道的 “四防” 设施 ５０００ 座ꎬ 新增路灯 ２３１０ 盏ꎬ 修复电缆 ２２４７７
米、 电线 ３３５００ 米、 配电箱 ９ 个ꎬ 更换镇流器、 灯泡、 灯罩等一批ꎮ

(二)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完成南国热带花园和一批道路配套绿化工程ꎬ 以及小绿地、 小游园建设工程ꎬ 年

内市区新增绿地面积 １００ ２２ 万平方米ꎬ 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目标ꎮ 完成滨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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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东公园、 森林公园、 东坡荔园、 海滨公园、 寸金桥公园等新建项目、 新景点前期工

作ꎮ 坚持 “四定” (定人、 定岗、 定责、 定酬) 管理养护制度ꎬ 补植年初被冻死树木

２５０７４ 株 (乔木 １６５２ 株、 木麻黄 ２３４２２ 株)ꎬ 绿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ꎮ
(三) 市容环卫建设和维护

完成麻章污水处理厂厂外截污管网、 渗滤液处理扩容、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市

粪便处理厂和一批转运站、 公厕等环卫设施项目建设改造工程ꎻ 加大环境卫生协调监

督力度ꎬ 落实 “门前三包” 和环卫管理目标责任制ꎬ 市容环境卫生明显改善ꎻ 推进

生活垃圾有偿处理改革ꎬ 全年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 １３１６ ９２７１ 万元ꎮ
(四) 城市管理和维护

认真履行城乡清洁工程协调组的职能ꎬ 协调各方力量重点整治城区 “五乱” 现

象取得明显效果ꎮ 全年组织全市性大扫除活动 ６ 次、 环境卫生全面评比 ２ 次ꎮ 平时明

查、 暗检共 １５０ 多次ꎬ 发出整改通知 １３０ 多份ꎬ 发放宣传资料约 ３０ 万份ꎮ 加大建筑

垃圾排放管理力度ꎬ 全年查处违章运输建筑垃圾和散体物料车辆 ３２８ 台次ꎬ 保持市区

路面卫生清洁ꎮ

二○○九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 «关于市区新建公园管理机构问题的批复» (湛机编办 [２００９] ３８
号) 文ꎬ 成立湛江市南国热带花园管理处ꎬ 为湛江市市政园林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

位ꎬ 负责该花园管理工作ꎻ 成立湛江市绿塘河湿地公园管理处ꎬ 为湛江市市政园林局

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ꎬ 负责该公园管理工作ꎮ
８ 月 ３１ 日ꎬ 湛组干 [２００９] １４０ 号文ꎬ 车斯文任市市政园林局党委书记ꎬ 免去王

强市市政园林局党委书记职务ꎮ
９ 月 ８ 日ꎬ 湛人任免 [２００９] ３９ 号文ꎬ 车斯文任市市政园林局局长ꎬ 免去王强市

市政园林局局长职务ꎬ 改任调研员ꎮ
９ 月 ２８ 日ꎬ 湛办发 [２００９] １０ 号文 «转发省编委关于印发湛江市人民政府机构

改革方案的通知»ꎬ 组建市城市综合管理局ꎬ 将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职责ꎬ 以及市

市政园林局除供水、 排水、 污水处理以外职责ꎬ 整合划入市城市综合管理局ꎮ 市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为市城市综合管理局部门管理机构ꎬ 不再保留市市政园林局ꎮ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 湛人任免 [２００９] ８６ 号文ꎬ 免去陈建华市市政园林局副局长职务ꎬ

改任调研员ꎮ
９ 月 ３０ 日ꎬ 湛组干 [２００９] ２８７ 号文ꎬ 成立中共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委员会和

纪律检查委员会ꎬ 车斯文任党委书记ꎬ 谢秀容、 陈伟杰任党委副书记ꎬ 邸海鹰、 孔令

培、 戴华荣、 陈建华、 邹小明任党委委员ꎬ 戴华荣任纪委书记ꎮ 原中共湛江市市政园

林局委员会及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再保留ꎬ 其党委及纪委组成人员职务自然免除ꎮ
９ 月 ３１ 日ꎬ 湛人任免 [２００９] １００ 号文ꎬ 车斯文任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局长ꎬ 原市

市政园林局局长职务自然免除ꎮ 湛人任免 [２００９] １１７ 号文ꎬ 谢秀容任副局长、 调研

员ꎻ 邸海鹰任副局长 (正处级)ꎻ 孔令培任副局长ꎻ 王强、 陈建华任调研员ꎻ 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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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邓华任副调研员ꎮ 原市市政园林局领导职务自然免除ꎮ

１ 月 １８ 日ꎬ 湛江疏港公路东海岛跨海大桥正式开工ꎮ
２ 月 ２４ 日ꎬ 省建设厅副厅长刘锦红率国家园林城市复查组一行 ５ 人莅临湛江ꎬ

复查指导湛江市国家园林城市建设工作ꎬ 听取 ３ 年来湛江市巩固发展创园成果的有关

情况汇报ꎮ
４ 月ꎬ 湛江市生态保护及城市绿化建设项目获得 ２００８ 年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ꎮ
６ 月 ２１ 日ꎬ 麻章污水处理厂项目正式动工建设ꎮ
７ 月 ８ 日ꎬ 湛江市政府和新奥 (中国) 燃气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ꎮ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 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完成北站路、 站前路、 人民大道改造和赤坎污水厂二期管网工程等项目的建设任

务ꎻ 推进海淀路改造、 海田片景观道路整治二期、 赤坎江整治二期等工程项目ꎻ 疏港

公路二期、 南方六横路、 奋勇大道、 麻章污水处理厂管网一期工程、 霞山污水厂二期

管网工程等建设项目组织进场施工ꎻ 海滨大道、 新湖大道、 湛江大道、 东海岸观海长

廊、 华田路、 汉口路、 东堤路、 洪屋路、 坡头污水处理厂管网工程、 东海岛污水处理

厂管网工程等项目前期准备工作ꎻ 春节前完成市里负责的 １４ 条、 区政府负责的 ６２ 条

的小街小巷改造工程ꎮ
(二)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完成百蓬路、 寸金学院新校区道路、 北站路、 站前路和人民大道绿化改造等道路

绿化ꎻ 海淀路绿化改造工程年底前完成ꎬ 实现新增绿地面积 ５０ 万平方米ꎮ 完成森林

公园生态恢复项目景区道路、 赤坎江整治二期、 海田片景观整治二期和滨湖公园一期

等绿化工程前期准备ꎮ
(三) 市容环卫建设和维护

推进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前期工作ꎻ 完成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渗滤液处理扩容改

造、 处理场一区最终封场、 处理场三期填埋区等工程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ꎻ 市城市粪

便处理车间进场施工ꎻ 完成 ２ 座转运站土建工程、 ２ 座转运站垃圾压缩设备安装、 ５
辆环卫车辆和 ４ 辆城乡清洁工程卫生质检车的政府采购工作ꎮ

(四) 城市管理和维护

加大环境卫生协调监督力度ꎬ 实施城乡清洁工程 “暴风” 行动ꎬ 促进 “门前三

包” 和环卫管理目标责任制等长效管理机制的落实ꎬ 有效整治 “六乱” 现象ꎻ 加大

市区大排档、 泥头车、 绿塘河污染等热点难点问题综合整治力度ꎬ 提高市容环境卫生

的整体管理水平ꎮ 尤其是绿塘河公园污染问题的整治工作ꎬ 得到市委陈耀光书记的批

示表扬ꎮ

二○一○年

１ 月 １２ 日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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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月 ２６ 日ꎬ 以 “绿道湿地荷花” 为主题的湛江市第二届园林艺术文化节在

绿塘河湿地公园开幕ꎮ
７ 月ꎬ 湛江市荣获 “中国城乡建设范例城市” 称号ꎮ
８ 月 １５ 日ꎬ 湛江市被评为 “中国十大绿色生态城市”ꎮ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湛江市区首批小型公交车投入运营ꎮ
１２ 月ꎬ 湛江市荣获 “中国十佳绿色城市” 称号ꎮ
３ 月 ８ 日ꎬ 湛人社任免 [２０１０] ７ 号文ꎬ 李明任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副调研员ꎮ
６ 月 １ 日ꎬ 湛人社任免 [２０１０] ４１ 号免去王强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调研员职务ꎬ 办

理退休ꎮ １７ 日ꎬ 湛组干 [２０１０] ２２７ 号文免去谢秀容副书记职务ꎮ ８ 月 ２５ 日ꎬ 湛人

社任免 [２０１０] ８０ 号文免去谢秀容副局长职务ꎮ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市编办下发 «关于印发<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

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湛机编 [２０１０] ５１ 号)ꎬ 组建市城市综合管理局ꎬ 将原

市市政园林局职责和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划入市城市综合管理局ꎬ 将原市建

设局承担全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和 １２３１９ 热线管理工作交给市城市综合管理局ꎮ 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机关行政编制 ４３ 名ꎬ 其中: 局长 １ 名、 副局长 ４ 名ꎬ 纪委书记 １ 名ꎬ 总

工程师 １ 名ꎻ 科级领导职数 １８ 名ꎬ 后勤服务人员 ６ 名ꎮ 设 １１ 个内设机构: 办公室、
市政工程管理科、 市政设施管理科、 园林绿化管理科、 市容环卫管理科、 城市亮化与

户外广告管理科、 财务科、 计划管理科、 总工程师室、 人事科、 信息法规科 (行政

执法管理科)ꎮ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 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市政建设和管理维护水平有新的提高ꎮ 一是制定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湛江市市政建设

计划» «２０１０ 年湛江市市政建设计划»ꎬ 并报市政府常务会、 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议

审定通过ꎻ 启动城市景观照明工程ꎬ 编制并颁布实施 «湛江市中心城区城市景观照

明设施管理规定» «湛江市中心城区城市景观照明电费补贴实施细则及亮灯考核办

法»ꎬ 为提升城市品位增添新亮点ꎮ 二是高标准、 严要求抓好各项市政工程建设ꎮ 完

成和基本完成海淀路改造、 东新渠整治、 新华路步行街、 赤坎水质净化厂 (二期)
管网、 赤坎江整治 (二期) 等十几项工程建设ꎬ 如期推进海滨大道扩建、 湛江大道

新建、 金沙湾观海长廊三期等一批工程ꎬ 基本完成全市 ７９ 条小街小巷整治改造和一

批项目的前期工作ꎮ 完成椹川大道龙潮路口出水管道工程和海滨大道绿村路口至绿塘

河段排水暗渠清疏工程ꎬ 基本解决和缓解这两处 “水浸街” 问题ꎮ 三是不断完善市

政设施管理和维护工作ꎮ 各市政维护站、 路灯所加强日常的巡查和养护工作ꎬ 维修、
补强道路面积达 ６ 万多平方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１２ 万多米ꎬ 清疏维修检查井、 进水井

６０００ 多座ꎬ 更换、 补充井盖 ６００ 多块ꎬ 维修、 新装道路侧石 ６０００ 多米ꎻ 先后新装、
改造和修复路灯 ４０００ 多盏ꎬ 维修更换各种灯泡 ８０００ 多个ꎬ 修复使用电线 ６０００ 多米、
电缆 １１０００ 多米ꎬ 更换镇流器 ２０００ 多个、 触发器近 ２０００ 个ꎮ

(二)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城市绿化美化有新的突破ꎮ 完成市区绿道网规划ꎬ 按照国家新标准对创建国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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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园林城市工作方案、 指标任务等及时进行修订ꎮ 完成海田片区景观二期整治北出

口、 人民大道中间绿化带改造一期、 南方路绿化等工程建设ꎬ 市区新增绿化面积 １０３
万平方米ꎮ 组织园林绿化维护管养检查评比工作ꎬ 促进各园林绿化管理单位管养水平

提高ꎮ 组织 “迎春花展”ꎬ 制作展出大景点 ３５ 个、 小景点 ６４ 个ꎬ 为市民营造节日喜

庆气氛ꎬ 制作水平比往年有新的提升ꎻ 在绿塘河湿地公园举办以 “绿道湿地荷

花” 为主题的湛江市第二届园林艺术文化活动ꎬ 通过绿化认养、 科普知识宣传等主

题活动ꎬ 激发市民保护生态、 爱绿护绿的意识ꎮ 做好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 (简称

海博会) 的鲜花培育、 摆设等工作ꎬ 共投入花卉 ３５ 万盆ꎬ 为 “海博会” 营造靓丽的

市容环境ꎻ 特别是克服各种困难回收三岭山森林公园控制区林地ꎬ 扩大森林公园面积

达 １１０００ 多亩ꎬ 并完成森林公园生态恢复工程ꎬ 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民心工程ꎬ 增

强森林公园城市 “绿肺” 的功能ꎬ 得到阮日生市长等领导的高度评价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０ 年湛江市建成区绿地率达 ４０ ７１％ꎬ 绿化覆盖率达 ４５ ７８％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１２ ７３ 平方米ꎬ 三大绿化指标均处于国内同类城市领先水平ꎮ
(三) 市容环卫建设和维护

完成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市生活垃圾处理场三期填埋区等工程项目的前期准

备工作ꎻ 动工建设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渗滤液处理扩容改造、 处理场一区最终封场、 市

城市粪便处理车间等工程ꎬ 完成麻章市场转运站土建工程ꎬ 生活垃圾处理场年处理生

活垃圾 ２６ 万多吨、 生活垃圾渗滤液 ５ 万多吨、 外运处理 ８ 万多吨ꎮ 实施生活垃圾费

收取标准和进行有偿处理的改革ꎬ １~１１ 月共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 １３５０ 多万元ꎮ
(四) 城市管理和维护

加强检查卫生责任街ꎬ 组织市容卫生大检查 ７ 次ꎬ 暗查 ２４ 次ꎬ 发出整改通知书

３６ 份ꎬ 推动 “门前三包”ꎬ 落实环卫管理目标检查责任制ꎻ 抓好 “泥头车” 管理ꎬ
开展文明施工整治ꎬ 实行泥头车密封清运、 清洗后出工地ꎬ 加顶密封泥头车达 ５００ 多

辆ꎬ 成立 ６ 家专营公司ꎬ 有效地治理泥头车沿街抖落、 污染道路的现象ꎻ 加强环卫基

础设施建设ꎬ 加大对建筑垃圾的管理力度ꎮ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ꎬ 使市区环境卫生状况

得到明显改善ꎮ

二○一一年

８ 月 ３１ 日ꎬ 湛人社任免 [２０１１] ７０ 号文ꎬ 陈勇任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副局长ꎬ 试

用期一年ꎮ
１ 月 １７ 日ꎬ 人民大道改造工程被中国市政工程协会评为 “２０１０ 年度全国市政金

杯示范工程”ꎮ １８ 日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被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评为 “２０１０ 年卫

生先进单位”ꎮ ２８ 日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被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市体育局等单位评为

“湛江市文化建设示范单位”ꎮ
５ 月 ２４ 日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被市委评为 “２０１０ 年度扶贫开发 ‘规划到户责任

到人’ 工作先进单位”ꎮ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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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出台 «湛江市区绿道网规划»ꎬ 制定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法治五年规划»、
修编 «湛江市城市市区门前 “三包” 管理办法» «湛江市市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考

评办法 (试行) » 和 «考评办法实施细则»ꎻ 拟定 «湛江市城市园林绿地养护管理考

评办法»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系统园林管理单位管理规定» 和 «湛江市城市公园

管理办法»ꎬ 进一步完善 «湛江市市环卫专项规划»ꎮ 通过制定出台一系列的建设管

理规划和制度ꎬ 促进城市建设各项建设管理工作向精细化、 规范化、 科学化方向迈

进ꎬ 各管养单位依法建管的意识明显增强ꎬ 管养水平不断提高ꎮ
全年计划安排重点市政建设项目资金约 ５ 亿元ꎬ 年底完成近 ４ ６ 亿元ꎮ 完成赤坎

江二期整治、 麻章污水处理厂一期配套管网截污管道 Ａ 段、 海田路景观二期整治道

路排水、 奋勇大道新建、 滨湖二期整治道路排水、 疏港公路二期道路排水 (第二标

段)、 霞山污水处理厂二期厂外截污管网和东堤路、 汉口路道路排水改造等八项建

设ꎻ 如期推进了疏港公路二期道路排水 (第三标段)、 麻章污水处理厂一期配套管网

截污管道 Ｂ 段、 新湖大道新建、 坡头污水厂厂外截污配套管网和洪屋路道路排水改

造等一批工程建设ꎬ 完成市管 ８ 条小街小巷整治改造和一批项目的前期工作ꎻ 基本解

决和缓解湖光路化工厂和龙华水厂路段的 “水浸街” 的问题ꎮ
全年维修、 补强道路面积约 ８ 万平方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１３ 万多米ꎬ 更换井盖 ６０００

多个ꎬ 巡查维护桥梁 ２８ 座ꎬ 市政道路、 桥梁和排水设施等完好率保持在 ９５％以上ꎻ
改造和修复路灯 １５０００ 多盏ꎬ 先后新装路灯 ６００ 多盏ꎬ 确保市区路灯设备完好率和亮

灯率都达 ９５％以上ꎻ 确保市政设施的正常运转ꎮ 特别是台风 “纳莎” 过后ꎬ 湛江市

城市综合管理局系统全体干部职工放弃国庆长假ꎬ 以最快速度投入抢修救灾ꎬ 恢复市

容市貌和维护市政设施正常运行ꎬ 受到市领导的好评ꎮ
(二)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根据国家新颁发的 «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审办法» 和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ꎬ
修订 «湛江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方案»ꎬ 深入开展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

作ꎻ 完成海田片区景观整治绿化工程、 赤坎江二期绿化工程、 滨湖公园一期工程等绿

化建设和三岭山森林公园整治中园区主园道、 防火通道、 登山园道及配套绿化等工程

建设ꎬ 建成绿道 ４０ 千米ꎬ 市区新增绿化面积 １００ 万平方米ꎮ 积极组织 “迎春花展”ꎬ
制作展出大景点 ３５ 个、 小景点 ６４ 个ꎬ 为市民营造喜庆的节日气氛ꎻ 组织举办 “５
１” 国际劳动节玫瑰花展、 庆祝建党 ９０ 周年花展和国庆簕杜鹃花展ꎮ 特别是成功完成

“第八届中国 (重庆) 国际园林博览会湛江苑” 项目建设ꎬ 充分展示海上丝路文化灿

烂ꎬ 南国热带风光绮丽ꎬ 南方海滨城市园林绿化的魅力ꎬ 受到国内园林界和当地市民

好评ꎮ
(三) 市容环卫建设和维护

市容环卫工作通过实施 “六步走” (改革垃圾收费ꎻ 环卫设备 “买一送一” 加大

投入ꎻ 门前 “三包”ꎻ 小额罚款ꎻ 委托执法ꎻ 市场化) 战略ꎬ 较好的实现管理工作由

被动向主动转换ꎬ 并初战告捷ꎻ 建立市容环卫检查考评机制ꎬ 开展市容卫生明检、 暗

检和专项检查ꎬ 抓好 “六乱” 整改ꎮ 加大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力度ꎬ 完成生活垃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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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最终封场、 渗滤液改造、 粪便处理车间等工程项目的建设ꎮ 开展 “百佳门店”
评选活动以及市容环卫宣传彩车大巡游、 宣传板报评比等 “创卫宣传月” 活动ꎬ 落

实 “门前三包” 和环卫管理目标检查责任制ꎻ 与各区联合举办 “共建和谐家园” 专

场宣传晚会 ５ 场ꎻ 积极探索和改革垃圾收费方式ꎬ 全年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 １６００ 多

万元ꎬ 比往年实际增加 １００ 多万元ꎻ 抓好生活垃圾入场处理工作ꎬ 年处理生活垃圾

２７ 万多吨、 渗滤液 ８ 万多吨ꎮ

二○一二年

６ 月 １４ 日ꎬ 组团参加 ２０１１ 年第八届中国 (重庆) 国际园林博览会 “湛江宣传

日” 活动ꎬ 醒狮、 歌舞等湛江文化艺术表演ꎬ 吸引众多游客ꎬ 成为博览会开园以来

人气最旺之日ꎮ 湛江市自行组织招标设计建造的 “湛江苑” 园林景观作品ꎬ 以极具

特色的优势ꎬ 从该博览会 １６２ 个展园中脱颖而出ꎬ 荣获最高奖项———室外展园综合金

奖以及多项大奖ꎮ
８ 月 ２２ 日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被市委评为 “全市抗御台风 ‘启德’ 工作先进单

位”ꎮ
１２ 月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被广东省建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评为 “广东省

建设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ꎮ
２ 月 ２２ 日ꎬ 湛人社任免 [２０１２] ３７ 号文ꎬ 车斯文任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局长ꎮ
５ 月 １４ 日ꎬ 湛组干 [２０１２] ２２５ 号文免去陈伟杰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党委副书记职

务ꎮ
５ 月 ２８ 日ꎬ 湛人社任免 [２０１２] １１３ 号文ꎬ 麦建丰任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副局长ꎮ
１０ 月 ２６ 日ꎬ 由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与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签定协议ꎬ 在市

会展中心举行 “环卫设施设备融资采购项目交接仪式”ꎮ 环卫设施、 设备共有 ３２ 辆

第一批次按时交付使用ꎬ 第二批次 ４５ 辆环卫车年底交付使用ꎮ
８ 月 ３１ 日ꎬ 湛人社任免 [２０１２] １６８ 号文ꎬ 陈勇任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副局长ꎮ
１２ 月 ２９ 日ꎬ 湛组干 [２０１２] ６１５ 号文ꎬ 江向阳任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党委书记ꎬ

免去车斯文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党委书记职务ꎮ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 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１ 市政项目建设稳步推进ꎮ 根据 «２０１２ 年政府工作报告» 和 «２０１２ 年湛江市市

政建设计划»ꎬ 全年市政重点建设项目计划投资约 ５ 亿元ꎬ 全年完成投资约 ５ ２ 亿元ꎮ
全年在建市政项目 １８ 项 (其中道路工程 １１ 项、 截污工程 ６ 项、 环卫工程 １ 项)ꎮ 主

要完成奋勇大道、 疏港大道二期、 滨湖整治道路排水二期、 霞山污水处理厂二期管

网、 坡头污水厂厂外截污管网、 海北路改造、 绿塘路改造、 赤坎江整治二期、 北桥河

整治、 绿村渠整治、 寸金渠整治和东柳路等 １２ 个市政项目建设ꎻ 新湖大道、 海滨大

道改扩建、 生活垃圾场三期填埋区、 森林公园主园道、 南柳河整治、 百金路等 ６ 项市

政工程建设按计划进行ꎻ 如期推进南方路及跨线桥、 社坛路、 振兴路、 源珠东路、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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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观海长廊、 城区人行立交系统工程以及康顺路、 康宁路、 跃进路、 中山一路、 椹

川大道、 机场路等 “白改黑” 项目前期工作ꎮ
２ 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到位ꎮ 全年完成市政道路路面补强 ２４３２１ 平方米ꎬ 维修侧

石 ３７７２ 米ꎬ 维护人行道 ６２２５ 平方米ꎻ 道路清障 ２５３０ 立方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１５２５９９
米ꎬ 清理检查井、 雨水井 ６１１４ 座次ꎬ 修理更换井盖 ２２０７ 块ꎬ 维修桥梁 ２８ 座ꎻ 先后

改造安装友谊路、 新港路、 绿塘路、 中华路、 光复路、 南方路、 延安路、 绿林路和金

沙湾等 ９ 条道路的路灯 ７８４ 盏ꎬ 改造迁移路灯杆 ４７ 杆ꎬ 接管东海大桥 ＬＥＤ 路灯 ８０３
盏ꎬ 安装护栏灯 ６００ 条ꎻ 加强日常维护管理ꎬ 确保市区现有 ２７９９７ 盏路灯和总长 ４１０
千米供电线路正常运转ꎬ 更换高压钠灯 ２８００ 个ꎬ 节能灯 ４９００ 个ꎬ 镇流器 ２１００ 个ꎬ
使用电缆 １７８８０ 米ꎬ 电线 １９３００ 米ꎬ 亮灯率均保持在 ９５％以上ꎻ 中心城区景观照明工

作稳步推进ꎬ 完成计生局、 规划局、 公安局、 检察院、 消防局等 ５ 个单位办公楼、 友

谊花坛和市区 １７ 个公交车站及景点亮化工程建设ꎬ 为市区增添新亮点ꎮ
(二)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建设滨湖公园、 疏港大道二期绿化、 三岭山森林公园综合整治及生态恢复二期工

程ꎻ 完成 «湛江市市区绿道网规划» 编制工作ꎬ 建成绿道 ３３ 千米ꎬ 市区新增绿化面

积 ６ 万平方米ꎻ 推进园林枝叶生态处理系统和市区道路配套绿化工程建设ꎮ 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要求ꎬ 承办并圆满完成第八届中国 (重庆) 国际园林博览会 “湛江苑” 建

设和宣传推介湛江的任务ꎮ “湛江苑” 荣获本届园林博览会的最高奖项———室外展园

综合金奖ꎬ 囊括建筑小品大奖、 组织奖、 施工优秀奖ꎬ 植物配置优秀奖和室内插花展

铜奖等 ５ 项奖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荣获特优建设奖和先进集体称号ꎬ 为湛江争得

荣誉ꎮ 同时ꎬ 积极探索园林维护管理市场化模式ꎬ 先后制定 «霞湖公园物业管理

(保安服务) 承包采购方案» «２０１３ 年春季花展采购实施方案» 等ꎬ 并对滨湖公园维

护管理实行市场化运作进行调研ꎮ
(二) 市容环卫建设和维护

１ 加快环卫基础设施建设ꎮ 按照 «国家卫生城市的标准» 和 «城市市容环境卫

生专业规划» 的要求ꎬ 结合市区环卫设施的现状ꎬ 制定 «湛江市环卫设施 (设备)
升级改造与增配工作方案»ꎮ 全年完成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渗滤液扩容改造、 处理场一

期封场、 处理场二期扩容项目建设ꎬ 建成市区粪便无害化处理车间ꎮ 市城市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达 ９０％以上ꎬ 市区粪便无害化处理率达 ８０％ꎮ 加大市区环卫设施 (设
备) 的升级改造与增建力度ꎬ 全年改造公厕 ４５ 间ꎬ 开工新建公厕 ６ 座 (已建成 ２
座)ꎻ 改造中转站 ２ 座ꎬ 开工新建中转站 １０ 座 (已建成 ２ 座)ꎮ 全年政府投资购置道

路清扫车 ２０ 辆、 道路清洗车 ７ 辆、 小型垃圾收集车 ３８ 辆、 吸粪车 ８ 辆ꎻ 另外ꎬ 利用

ＢＴ 融资方式采购环卫设备 ３２ 台 (套)ꎮ
２ 加大市容环境卫生监管ꎮ 根据 «<湛江市市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考核评比办

法> (试行) »ꎬ 采取日巡查、 周暗检、 双月明检和督查督办等方式ꎬ 对市容和环境

卫生进行双月考评ꎬ 落实激励机制ꎬ 提高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水平ꎮ
３ 有效整治市区河渠ꎮ 对市区 １４ 条河渠实施综合整治ꎬ 完成赤坎江 (二期) 整

治、 北桥河、 寸金渠、 南柳河等河渠的整治和人民大道二号桥、 麻章坑排村前渠、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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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村前渠清淤以及录村渠和东新渠清淤覆盖工作ꎬ 实施绿塘河 (绿塘村段) 的清淤

工程ꎻ 制定实施赤坎南方渠、 振兴河渠和移民新村河以及开发区 １ 号桥河渠、 文保河

等河渠整治方案ꎬ 并办理开工前期的相关审批手续ꎮ
(四) 城市管理和维护

１ 加强制度机制创新ꎬ 建立完善相关制度规定ꎮ 先后制定和出台 «关于加强创

新城市管理和维护工作的意见» «关于加快市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 «湛江市

市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考核评比办法 (试行) » «<湛江市市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考核评比办法>实施细则» 等相关文件ꎻ 建立 “区干事、 市考核” 的市容环境卫生

长效管理机制ꎬ 探索和实施垃圾收费改革、 市容环卫双月考评、 环卫设备 “买一送

一” 式资金投入、 门前 “三包”、 小额罚款委托执法等方法ꎬ 提升市容环境卫生正规

化管理水平ꎮ 如: 在创新城市生活垃圾收征方面ꎬ 将垃圾费与自来水收费捆绑一起征

收ꎬ 同时与自来水公司信息联网对接ꎬ 提高垃圾费征收率ꎬ 全年征收 ４３００ 万元ꎬ 征

收率比捆绑前提高 １８７％ꎮ
２ 扩大和创新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ꎮ 为解决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

问题ꎬ 创新工作思路ꎬ 主动作为ꎬ 采用 ＢＴ 融资建设模式ꎬ 实施海滨大道项目ꎮ 利用

该模式推进椹川大道、 康顺路、 康宁路、 跃进路、 中山一路、 机场路以及社坛路、 南

方路及跨线桥工程等市政项目前期工作ꎮ 采用由市财政直接支付和融资租赁两种方

式ꎬ 对市区环卫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与增建ꎬ 拟订环卫设施 (设备) 融资采购方案ꎬ
融资采购 ８７ 台 (套) 设备ꎬ 其中已有 ３２ (套) 已交付使用ꎮ

采用 “民资 (企业) 捐建、 财政奖励” 建设等投资模式ꎬ 解决北桥河综合整治

工程的资金问题ꎬ 使该项目顺利实施ꎬ 实现北桥河河水基本变清的目标ꎻ 通过积极协

调ꎬ 房地产商有意向采用该模式参与市政项目有 ２７ 个ꎬ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８５０１１ 万

元 (其中建安费估算 ５７８１１ ７７ 万元ꎬ 征地拆迁和附着物迁移估算 ２６９０９ 万元)ꎻ 民营

企业有意向采用 “ＢＯＴ” 模式投资建设人民大道南岭南路口地下通道工程ꎬ 项目总投

资估算为 １ 亿ꎻ 采用土地捆绑市政项目拍卖ꎬ 共三个项目ꎬ 总投资为 ９０００ 万元ꎮ

二○一三年

１ 月 １８ 日ꎬ 湛人社任免 [２０１３] ４０ 号文ꎬ 江向阳任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局长ꎻ 免

去车斯文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局长职务ꎮ
３ 月 ２９ 日ꎬ 湛组干 [２０１３] １０５ 号ꎬ 全勇任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党委委员候选人ꎮ
４ 月 １５ 日ꎬ 湛人社任免 [２０１３] ６４ 号文ꎬ 全勇任市城市综合管理局总工程师

(副处级)ꎬ 试用期一年ꎮ
７ 月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被中共吴川市委市政府评为 “吴川市扶贫开发规划到

户、 责任到人工作优秀单位”ꎮ
７ 月 １５ 日ꎬ 湛直党工发 [２０１３] ６７ 号文ꎬ 增补麦建丰、 全勇、 李明等为中共湛

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委员会委员ꎮ
８ 月 ２ 日ꎬ 免去戴荣华中共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职务ꎬ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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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调研员ꎮ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 湛机编办 [２０１３] ２９３ 号文ꎬ 计划管理科更名为工程计划管理科ꎬ

将市政工程管理科部分职责调整到工程计划管理科ꎮ
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一) 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全年计划安排市政项目建设资金约 ４ ５ 亿元ꎬ 实际完成投资 ４ ６ 亿元ꎬ 先后建成

２０ 多个大小项目ꎬ 为推进湛江市城市 “扩容提质” 打下良好基础ꎮ 推进新湖大道、
民政路建设ꎬ 动工建设广州湾大道ꎻ 完成疏港公路二期工程ꎻ 建成金沙湾观海长廊一

期排水渠及百金路东段等新建工程ꎬ 完成海滨大道改扩建、 社坛路、 新云桥以及湖光

路口等改扩建工程ꎻ 先后完成机场路、 赤坎观海路、 康宁路、 康顺路及椹川大道南等

８ 条道路 “白改黑” 工程ꎬ 改造小街小巷 １１７ 条ꎻ 分别改造人民西四、 五路ꎬ 赤坎百

园路等人行道ꎮ 完成南柳河综合整治工程ꎻ 中山一路、 康顺立交桥、 椹川大道北等 ３
个片区 “水浸街” 整治工程ꎻ 三岭山森林公园生态复绿工程和 １０ 千米环园绿道建

设ꎻ 中心城区公共自行车首期租赁点建设等 ４ 项民生工程ꎬ 如期兑现向政府的承诺ꎻ
建成海滨大道改扩建 “水浸街” 整治、 南柳河综合整治等 ３ 项工程ꎮ 建成渔港公园

海滨露天浴场ꎬ 并免费开放ꎬ 升级改造金沙湾海滨浴场和渔港公园园林设施ꎻ 完成椹

川大道与文明路口等市区 ５ 个交通拥堵路口整治工程ꎬ 缓解市区交通拥堵的状况ꎻ 通

过多渠道筹集资金ꎬ 解决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ꎬ 采用 ＢＴ 融资建设模

式ꎬ 完成海滨大道扩建和社坛路等多项市政工程的建设改造ꎮ
以赤坎区为先行试点ꎬ 推进市区道路 ＬＥＤ 照明节能改造示范工程ꎻ 对港务局花

坛、 市区 １７ 个公交候车亭及景点和财政局办公楼、 公安局办公楼等 ６ 座楼宇进行亮

化美化ꎬ 提升城市品位ꎮ 实施生活污水处理工程ꎮ 完成霞山污水厂二期截污管网、 麻

章污水厂配套管网 Ｂ 段 (坑排村泵房及配套管网)、 坡头污水厂配套管网等工程建

设ꎮ 推进市区河渠综合整治ꎮ 完成寸金渠、 南柳河 (即一、 二号渠) 和鸭槽干渠、
赤坎水库、 绿塘河等河渠整治和截污ꎮ

(二)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完成疏港大道二期道路绿化、 海滨大道景观和会展中心周边景观等整治工程ꎻ 建

成市区绿道网一期工程及标识ꎬ 新增城市绿道 ８ 千米ꎻ 大力推进森林公园生态恢复工

程ꎬ 完成约 ３１００ 亩受损林地的生态复绿工作 (种植袋苗约 ２９ 万袋)ꎮ 积极支持森林

公园复绿工作ꎬ 自繁自育乡土树种 ６６ 万袋ꎬ 品种 ４４ 个ꎮ 同时ꎬ 积极发动有关部门参

与复绿工作ꎬ 建成由市人大、 市政协和市国资委分别筹款建设的 “人大苑”、 “民主

园林” 和 “国资林”ꎮ
(三) 市容环卫建设和维护

建成市生活垃圾处理场三期填埋区、 市区粪便无害化处理车间和完成生活垃圾渗

滤液改造等工程ꎻ 新建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 １３ 座ꎬ 升级改造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 ８
座、 公厕 １４１ 座 (含公园公厕)ꎮ 突击完成赤坎江跨江污水管理维修、 青年运河鸭槽

干渠清理水浮莲、 百姓渠污水口改造、 南柳河一号渠两侧排污支管截污、 人民大道二

号桥河道截污、 绿塘河 (绿村一路桥处) 截污和椹塘河 (绿塘村段) 截污等 ７ 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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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ꎬ 为我市 “创卫” 顺利通过省级考核鉴定和国家暗访做出积极贡献ꎮ

加大市容环境卫生监管力度ꎬ 完善 «<湛江市市区市容卫生和环境秩序管理考核

评比办法>实施细则» «市容环卫考评标准»ꎬ 形成日巡查、 周暗检、 双月明检的管理

机制ꎮ
按 “属地管理” 原则ꎬ 印发 «关于委托实施市区 “创卫” 升级改造垃圾中转站

工程项目的函» «关于委托实施市区 “创卫” 新建中转站工程项目的函»ꎬ 把环卫工

程建设重心下移ꎬ 权力下放各区ꎬ 充分调动区级管理城市环境卫生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ꎮ
(四) 城市管理和维护

制定 «湛江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实施方案»ꎬ 建立巡查机制、 检查考核标准及办法

等一系列机制ꎬ 以创建样板街、 样板工程、 样板公园为切入点ꎬ 以点带面ꎬ 推进城市

精细化管理工作ꎬ 有效提升市政设施维护、 园林绿化和市容环境卫生的管理水平ꎮ 为

创建国家卫城市以及东盟华商交流会、 首届湛江海洋周等各类重大活动创造良好环

境ꎮ
１. 市政设施维护及时有效ꎮ 在霞山、 赤坎和坡头分别设立管理示范街ꎬ 不断提

高管理标准和维护水平ꎮ 全年维修补强沥青路面 ５ ６ 万平方米ꎻ 维修侧石 １６ ８ 千米ꎻ
维护人行道 ３ ６ 万平方米ꎻ 道路清障 ３５８６ 立方米ꎻ 清疏下水道 ２８０ 千米ꎻ 清理检查

井、 雨水井 １１ ５ 万座次ꎻ 修理更换井盖 １８７２ 块ꎻ 更换 “四防” 装置 ２７００ 多个ꎮ 市

城市路灯管理所更换灯具 １ ２ 万个ꎬ 使用电缆、 电线约 ３７ ２ 千米ꎬ 检修配电箱 １００
台ꎬ 大修变压器 １０ 台ꎬ 亮灯率均保持在 ９５％以上ꎮ 城市基础设施抢修率达 １００％ꎬ 基

础设施完好率达 ９８％以上ꎬ 保障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ꎮ
２. 园林绿化管理水平稳步提升ꎮ 各公园管理单位以 “精细化” 三字为着力点ꎬ

健全机制、 多措并举ꎬ 从园区清扫保洁、 水面绿地管理到病虫害监测防治等方面ꎬ 强

化管理精细化ꎮ 中澳友谊花园和南国热带花园全面检修园内健身娱乐器材、 更新修复

园内座椅和健身器械ꎬ 修剪园内绿地草坪ꎬ 清理绿地和绿篱内的枯株残叶ꎬ 整治黄土

裸露ꎬ 修复园路坑槽ꎮ 寸金桥公园负责管理的金沙湾海滨浴场提升档次ꎬ 已成为湛江

的一张名片ꎮ 同时ꎬ 对水面绿藻漂浮物和渠沟淤积物等ꎬ 能够坚持做到定期清除ꎬ 公

园广场卫生保洁率达到 ９０％以上ꎮ 上述公园ꎬ 为精细化管理创建样板公园起到标杆带

头作用ꎮ
３. 环境卫生质量进一步改善ꎮ 指导和督促各区全力推行 “早晨集中扫、 全天轮

流保、 逐日逐人逐路段逐区域检查考核” 的工作机制和 “门前三包” 目标管理制等ꎬ
并在霞山、 赤坎两地分别建立 “门前三包” 示范街ꎮ 特别是赤坎九二一路示范街ꎬ
受到市领导高度评价ꎮ 市区主次干道和主要街道清扫保洁均达到创卫标准要求ꎻ 果皮

箱及时修复、 清掏和擦洗ꎬ 绝大多数箱体保持干净整洁ꎻ 市区主干街路洒水降尘频次

提高ꎬ 城市空气质量得到有效改善ꎻ 生活垃圾清运车能够按时清运不漏点、 车走站净

和日产日清ꎬ 垃圾收集车能够定时上门收集ꎬ 确保垃圾不出店不出门ꎻ 实现对垃圾收

集点场地的硬底化ꎬ 解决收集点垃圾渗滤液污染周边环境等突出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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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

１ 月 ２７ 日ꎬ 湛组干 [２０１４] ７３ 号文ꎬ 艾五星任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党委委员候选

人ꎮ
３ 月 ２４ 日ꎬ 湛人社任免 [２０１４] ３８ 号文ꎬ 艾五星任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副局长ꎮ
５ 月 １５ 日ꎬ 湛人社任免 [２０１４] ６７ 号文ꎬ 免去邹小明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副调研

员职务ꎬ 办理退休ꎮ
６ 月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标兵单位”ꎮ
８ 月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 “防御超强台风 ‘威马逊’ 和救灾复

产工作先进单位”ꎮ
９ 月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 “湛江市区交通秩序综合整治专项行

动先进单位”ꎮ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 湛组干 [２０１４] ３３７ 号文ꎬ 免去孔令培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党委委员

职务ꎮ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湛人社任免 [２０１４] １５９ 号文ꎬ 免去孔令培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副局

长职务ꎮ
年度工作完成情况:
(一) 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城市扩容提质取得新进展ꎮ 完成新湖大道等 ７ 条道路改扩建和市区 １５ 条道路

“白改黑” 工程ꎬ 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建设ꎻ 建成市政府和市人大重点督办的新

湖大道ꎬ 全面完成拖了五年的 “胡子” 工程ꎻ 广州湾大道等 ７ 项在建工程按计划有

序推进ꎮ 完成霞赤两区 ＬＥＤ 路灯节能改造工程ꎬ 对市区 ６８ 条小街小巷路灯进行改

造ꎬ 方便群众的生活和出行ꎻ 对市区主干道沿线单位 ４２ 幢大型建筑物及河渠、 桥梁

等重要地段进行景观灯饰亮化ꎬ 打造徇丽灿烂的湛江城市夜景ꎮ 配合创卫工作ꎬ 对振

兴渠等 ９ 条市区河渠进行综合整治ꎬ 完成赤溪水库堤坝、 观海长廊 (含月亮岛)、 东

海大堤防洪设施维修和鸭槽干渠截污、 坡头污水厂配套管网等项目建设ꎻ 完成霞山污

水处理厂外截污管道井清疏工程、 渔港公园排水抢修、 赤坎江污染治理、 人民大道二

号桥下游横向排污管铺设等工程ꎬ 使市区多条河道恢复水清岸绿的景观ꎮ
实行 «市政设施巡查管理制度 (试行) »ꎬ 在市区确定精细化管理 １０ 条样板街ꎬ

以点带面ꎬ 提升管理标准和维护水平ꎮ 全年维修补强沥青路面 ５ ８ 万平方米ꎻ 维修侧

石 ５ 千米ꎻ 维护人行道 ３ 万平方米ꎻ 道路清障 １２２０ 立方米ꎻ 清疏下水道 １５ ６ 千米ꎻ
清理检查井、 雨水井 １ ３ 万座次ꎻ 修理更换井盖 ２４５１ 块ꎻ 更换 “四防” 装置 ３６００ 多

个ꎮ 更换城市路灯高压钠灯和节能灯共 １ ３ 万盏、 路灯罩 １１４４ 个ꎬ 更新电缆 ４ １ 万

多米、 电线 ３ ３ 万多米ꎬ 检修配电箱 ３０ 台ꎬ 大修变压器 ２ 台ꎮ 市政基础设施抢修率

达 １００％、 完好率和路灯亮灯率达 ９８％和 ９５％以上ꎮ
(二)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美化净化有新提升ꎮ 完成振兴路口等 ４ 个小绿地和小游园的建设改造工程ꎬ 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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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绿道网约 ５０ 千米ꎬ 完成森林公园基础配套设施建设ꎻ 在道路绿带、 重点地段、
主干道栏杆等种植时花 ２ ５ 万平方米ꎬ 市区绿带如茵ꎬ 鲜花盛开ꎮ 坚持采取季度检

评ꎬ 与创卫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ꎬ 有序推进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工作ꎬ 顺利通过省

住建厅专家组对我市国家园林城市的复查工作ꎮ 强化绿地和水面管理ꎬ 各园林管理单

位完成绿地补植 ４ ７ 万平方米ꎬ 铺装透水砖 １ ９ 万多平方米ꎬ 较好解决黄土裸露难

题ꎮ 同时ꎬ 对绿地垃圾和水面绿藻漂浮物以及渠沟淤积物等ꎬ 做到定期清除ꎬ 其绿地

和水面卫生保洁率达到 ９０％以上ꎻ 强化园林病虫害的监测防治ꎬ 确保 ４８７ 公顷公园绿

地安全无病虫害ꎬ 实施棕榈科椰心叶甲虫的防治措施ꎬ 其防治效果达到 ９５％以上ꎻ 强

化公园基础设施的配套和维修ꎮ 全年采购配备公园垃圾清运车 ２２ 台次ꎬ 对公园新购

垃圾桶以鹅卵石作为底座进行安装ꎬ 既达到美化底座又解决桶体自动回位的效果ꎮ 完

成东盛路绿化改造、 北桥公园设施维修等 ４０ 多项的修补工作ꎬ 公园的精细化管理水

平得到明显提高ꎮ
(三) 市容环卫建设和维护

环卫设施得到改善ꎮ 新建康宁路等垃圾中转站 ５ 座ꎬ 新建金城路等环卫工人休息

室 ６ 间ꎬ 中心城区环卫工人作业环境逐步得到改善ꎮ 对市区扬尘污染较严重的 １６ 个

路口和 ６ 个环卫停车场进行硬底化改造ꎻ 升级改造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渗滤液车间、 霞

山环卫修理车间和麻斜中转站等环卫设施设备一批ꎻ 建立权责分明的工作机制ꎬ 理清

“建管分开” 职责ꎬ 促进市区环卫作业的规范化、 制度化ꎻ 坚持市区主次干道 １６ 小

时、 小街小巷 １２ 小时清扫保洁制度ꎻ 落实 « <湛江市市区市容卫生和环境秩序管理

考核评比办法>实施细则»ꎬ 结合 “创卫” 双月考评工作实施 “日巡查、 周暗检、 月

排名、 双月大检” 工作机制ꎬ 实现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常态化ꎬ 市区市容环境卫生标

准和质量明显改善ꎬ 有效巩固和拓展创卫成果ꎬ 使湛江市区环境进入最干净的时期ꎮ
(四) 城市管理和维护

完成 ２ 项民生实事ꎬ 兑现 ４ 项政府承诺ꎬ 其中ꎬ 完成市区路口升级改造和行人驻

足区扩容工程ꎬ 霞山昌大昌片区 “水浸街” 黑点整治工程ꎬ 广州湾大道和市区道路

“白改黑” 工程ꎬ 综合评价均为优秀ꎻ 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和滨湖堤岸整治工程ꎬ 综

合评价均为良好ꎬ 受到市政府的通报表扬ꎮ

二○一五年

３ 月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驻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被评为 “２０１４ 年度效能建设先进

窗口”ꎮ
９ 月 ２２ 日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 “湛江市承办广东省第十四届

运动会突出贡献单位”ꎮ
１０ 月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被市建设行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评为 “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单位”ꎮ
１１ 月 ５ 日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 “湛江市防御强台风 ‘彩虹’

及救灾复产先进单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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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月 ２１ 日ꎬ 湛人社任免 [２０１５] ６８ 号文ꎬ 赖宏任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副局长ꎬ 任

职时间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算起ꎮ
９ 月 ３０ 日ꎬ 湛人社任免 [２０１５] １１９ 号文ꎬ 免去戴华荣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调研员

职务ꎬ 办理退休ꎮ
年度工作完成情况: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和任务要求ꎬ 以 “五城同创” 为目标ꎬ 全力推进市

政项目建设ꎬ 先后完成大小项目 ２０ 多个ꎬ 为省运会和海博会的成功举办创造优良环

境ꎬ 推进城市扩容提质上新台阶ꎮ
(一) 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实施市政道路扩容提质改造工程ꎮ 广州湾大道中澳友谊花园段、 新湖大道、 振兴

路和柏西南路全面建成并通车使用ꎬ 使市区的路网结构更完善ꎻ 完成寸金路、 海湾路

和海光路等 “白改黑” 改造工程ꎻ 完成三帆环岛等路口改造工程ꎻ 推进体育北路西

段、 南方路、 源珠路、 康强路和静宁路等工程建设ꎻ 推进解放西路改造、 世贸人行天

桥工程、 源珠路西段新建工程、 人民大道快速自行车道工程前期工作ꎮ 完成人民大道

公安局门前、 八一宾馆段、 机场路旧水泥厂段、 广湛路口、 椹川大道乐山西路口、 九

二一路拥军路口、 解放西路与文明西路口、 体育北路东段等 ８ 个路段 “水浸街” 整

治工程ꎬ 让市民告别逢雨季就愁的 “水浸街” 日子ꎬ 得到市领导和市民的高度赞扬ꎮ
路灯巡查常态化ꎬ 强化主次干道、 广场、 公园路灯和灯饰的维护管理ꎬ 坚持做到

每晚 ７ 时至 １２ 时派出专人进行巡查ꎬ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ꎬ 全年共更换节能灯 ６０００
个ꎬ ＬＥＤ 玉米灯 ２５００ 只ꎬ ＬＥＤ 灯具 ３００ 套ꎬ 球罩 ２０００ 个ꎬ 使用电缆 １００００ 米ꎬ 使用

电线 ７００００ 多米ꎬ 保险盒 ２０００ 个ꎬ 胶带 １０００ 卷ꎬ 维修配电箱 ５０ 台ꎬ 大修变压器 ８
台ꎬ 市区亮灯率达 ９８％以上ꎬ 提升城市夜间景观ꎮ

全年完成维修补强沥青路面 ３２３３６ 平方米ꎻ 维修侧石 ３０５８ 米ꎻ 维护人行道 １４３０９
平方米ꎻ 道路清障 ３５００ 立方米ꎻ 清疏下水道 １０６４９０ 米ꎻ 清理检查井、 雨水井 １３２４０
座次ꎻ 更换检查井、 雨水井和盖板 ８６０ 块ꎻ 维修井 ５９５ 座ꎻ 对市区 ３４ 座桥梁进行正

常维护ꎬ 维修桥面 １０６９８ 平方米ꎮ 市政基础设施抢修率达 １００％ꎬ 完好率达 ９８％以上ꎮ
(二)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完成市区 １３ 个社区体育公园建设ꎬ 共建设标准室外篮球场 ３ 个ꎬ 室外网球场 ２
个ꎬ 室外羽毛球场 ５ 个ꎬ 五人制足球场 １ 个ꎬ 安装室外乒乓球台 １１６ 张ꎬ 健身器材 １８
套共 ３４２ 件ꎬ 儿童娱乐设施 ７ 套共 ２１ 件ꎬ 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ꎮ 完成

市区绿道网建设 １２ ２ 千米ꎬ 助推绿色出行ꎻ 新增人民大道与海滨大道交叉口 １２００ 平

方米绿地ꎬ 在椹川大道、 军民大道等重要路段加种开花、 香花植物约 １ 万株ꎬ 在城市

重要路段和节点种植 ５ 万多棵勒杜鹃和 ３ ２ 万平方米的非洲凤仙ꎬ 使城市四季花开ꎬ
更加多姿多彩ꎻ 动工建设东菊公园ꎬ 推进银帆公园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ꎬ 扩展城市绿

色生活空间ꎮ 同时ꎬ 提升园林绿化管养水平ꎬ 完成市区主干道、 主要节点时花种植约

４ 万平方ꎬ 主干道人行道及转角处水泥花盆摆放 １ 万个ꎬ 形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ꎻ
完成军民大道、 椹川大道、 海滨大道等绿化带增加开花、 香花植物种植试点工作ꎬ 并

积极引种培育勒杜鹃、 金花茶、 薰衣草、 栀子花等开花植物 ５ 万多株ꎬ 开花地被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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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植物 ５０００ 多平方米ꎬ 基本形成市区 “日日见花ꎬ 处处闻香” 的景观效果ꎮ

(三) 市容环卫建设和维护

完成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渗滤液处理二期改造工程和椹川大道上坡塘路口屋山垃圾

中转站排水改造工程ꎻ 推进麻斜军港截污工程ꎻ 建设星级公厕 １１ 座ꎬ 其中新建重建

园林公厕 ７ 座ꎬ 改善环卫基础设施ꎬ 提升城市净化水平ꎮ 全面实施市区环卫作业市场

化ꎬ 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工作ꎮ
(四) 城市管理和维护

完善精细化管理体系ꎬ 贯彻落实 «湛江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实施方案»ꎬ 建立巡查

机制、 检查考核标准及办法等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领导带头检查ꎬ 多次带领市

政、 园林、 环卫、 亮化等相关单位负责人骑自行车巡查城市建设管理工作ꎬ 在全系统

掀起全员参与巡查热潮ꎬ 有效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ꎮ 清理人行道 “拦路虎”ꎬ 成

立专项整治机构ꎬ 制订工作计划和相关措施ꎬ 全年完成市区人行道 ２５６ 个占道供电箱

体、 ８ 个占道候车亭、 １８ 个占道书报亭和市区占道消防栓的迁移整改工作ꎮ 制订 «湛
江市城市规划区户外广告 (招牌) 管理办法»ꎬ 规范户外广告设置管理ꎬ 开展户外广

告、 招牌综合整治工作ꎬ 违规广告牌该拆即拆ꎬ 取得明显效果ꎮ 全年共拆除违法户外

广告牌 ８９２ 块ꎬ 面积为 ４２９７４ ２５ 平方米ꎬ 审批户外广告牌 １３４ 块、 店招 ２９ 块、 Ｔ 型

广告牌 ２６ 块ꎬ 市区户外广告管理更加科学规范ꎮ
【开展海绵城市申报工作】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ꎬ 实施海绵城市、 脚印城市和

循环城市的目标ꎬ 组织开展创建 “三个城市” 的试点工作ꎮ 制订实施方案ꎬ 成立专

业工作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ꎻ 制订建设任务ꎬ 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分工ꎬ 责任分解落

实ꎮ 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ꎬ 引入深圳市规划设计院专家团队ꎬ 来做策划规划以及技术

标准制定等工作ꎮ 各市政维护管理单位按照精细化管理和建设 “三个城市” 的要求ꎬ
及时转变管理观念ꎬ 创新市政设施管养思路和方法ꎬ 提高管理标准和维护水平ꎮ

【建设数字化城管中心】 完成无线数据采集子系统 (城管通)、 监督中心受理子

系统等九大基础子系统的开发及信息采集、 立案等 ７ 个环节的闭环流程ꎻ 完成近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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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千米的外业采集和全部区域的影像采集ꎻ 制定并完善 «湛江市数字化城市管理考

评考核办法» «湛江市数字化城市管理部件事件立案结案标准分解表» «湛江市数字

化城市管理部件事件采集标准» 等ꎬ 明确责任分工ꎻ 数字化城管中心的上线运行将

实现城市管理工作的智能化ꎬ 并全时段、 全覆盖和全过程实施监控管理ꎬ 实现城市管

理信息化ꎮ
【推动创建生态园林城市工作】 这是湛江市 “五城同创” 的一项重要内容ꎬ 组织

成立创建工作组ꎬ 建立联络人制度和月报制度ꎬ 完善 «湛江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指标任务分解表»ꎬ 明确责任分工ꎮ 邀请住建部专家来湛举办 «生态城市暨园林绿

化精细化专题讲座»ꎬ 并进行现场指导ꎬ 为湛江创园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支持ꎬ 指明

工作方向ꎮ
【抗击彩虹台风救灾复产】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４ 日ꎬ 超强台风 “彩虹” 正面袭击湛江ꎬ

市区道路、 路灯及灯饰、 园林绿化及植被和市容环卫等市政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ꎬ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ꎮ 灾情就是命令ꎬ 机关领导率先垂范、 靠前指挥ꎬ 系统全体干部职

工出动ꎬ 日夜奋战ꎬ 在驻湛部队和省内 １５ 个兄弟城市的大力支持下ꎬ 防御强台风

“彩虹” 和救灾复产工作取得良好成效ꎬ 得到市委市政府和省住建厅通报表扬ꎮ
据统计ꎬ 台风 “彩虹” 救灾复产期间ꎬ 局系统共出动 ９２４７９ 多人次ꎬ ２９６９５ 多车

次ꎬ 疏通沙井盖近 ８８９３ 处、 清理排水管 ６７００ 多米ꎻ 修补受损沥青路面ꎬ 处理填平椹

川东一路人行道、 绿溪西路人行道、 文明北一路交叉口等 ３ 处道路塌方ꎻ 完成清理海

滨二路供电大厦段、 人民大道、 广湛路口等 ２５ 个积水点积水ꎬ 清理麻章污水泵站 ３
座ꎻ 扶正固定路树、 园道树 ９８４９２ 多棵ꎬ 清运树木断枝残叶、 堆积淤泥和垃圾约

６７６０３ 多吨ꎻ 扶正倒伏阻碍交通路灯灯杆灯臂 ７２９３ 多支ꎬ 修复更换灯罩及排查路灯

电箱变压器 ８４４３ 多处ꎬ 检测线路 ４３４０００ 多米ꎬ 抢修线路电缆 ３８４０ 米ꎮ 在最短时间

内恢复市政设施正常运转ꎬ 清除台风损失痕迹ꎬ 保障市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ꎮ
【推进基层事业单位改革】 完成基层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工作ꎬ 正确处理霞山立交

桥管理所、 生活垃圾处理场、 寸金桥公园等 １１ 人的身份编制等历史遗留问题ꎬ 有效

解决基层单位的后顾之忧ꎻ 顺利完成霞湖公园并入海滨公园管理处、 霞山立交桥管理

所并入霞山市政维护站、 三岭山森林公园移交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等交接工作ꎮ 公开

选调公务员ꎬ 优化干部队伍结构ꎮ 根据机关编制空缺情况和实际工作需求ꎬ 新增 ９ 名

公务员编制ꎻ 转变机关作风ꎬ 增强服务意识ꎬ ２０１５ 年按时办结行政审批事项 ８１６ 件ꎬ
办理人大建议、 政协提案 ３０ 多宗ꎬ 受理群众诉求 ６３８ 件ꎬ 办结 ６３８ 件ꎬ 办结率和市

民满意率达 １００％ꎮ 完善应急处置预案ꎬ 提高应急处理能力ꎬ 在处置 « “３ ２５” 市生

活垃圾处理场三期填埋区渗滤液泄漏事件» 和执行防御强台风 “彩虹” 等急难险重

任务中ꎬ 成绩突出ꎬ 受到市领导好评ꎮ 先后被评为 “渗滤液泄漏事件抢险工作先进

单位”ꎬ “防御超强台风 ‘彩虹’ 和救灾复产工作先进单位”ꎮ

二○一六年

２０１６ 年是 “十三五” 计划开局之年ꎬ 也是湛江城市管理年ꎮ 一年来ꎬ 湛江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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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综合管理局主动适应城市发展新常态ꎬ 坚持以市区扩容提质为主业ꎬ 扎实推进市政

项目建设ꎬ 加快推进市区园林景观小品建设ꎬ 有效提升城市绿色生态环境ꎬ 改善环卫

基础设施ꎬ 提升城市净化水平ꎬ 以全面提升精细化管理为重点ꎬ 以强化作风建设为保

障ꎬ 积极推动各项建设管理工作ꎬ 城市功能日臻完善ꎮ
(一) 市政道路建设和维护

建成体育北路西段、 广州湾大道南段、 龙基路、 绿民路和圆岭路修复等工程ꎻ 完

成百金路东中段、 解放西路和海滨三、 四路 “白改黑” 工程ꎬ 完成源珠路东段、 中

段 (东菊北路至中心医院) 和百金路西段ꎻ 加快建设南方路、 静宁路、 华田路、 渡

口路、 厚礼路、 海湾路和世贸人行天桥等 １０ 多个市政道路工程ꎻ 按计划开展银帆路、
文西路等项目前期工作ꎻ 全面推进小街小巷改造工程ꎮ

各区市政维护管理单位按照精细化管理要求ꎬ 不断提高管理标准和维护水平ꎮ 全

年累计维修补强沥青路面 ２５６７０ 平方米、 水泥路面 ５８０４ 平方米ꎬ 维修更换人行道透

水砖 １６４３４ 平方米、 侧石 ８８８５ 米ꎬ 检查维修雨水口、 检查井 １３１５ 座ꎬ 对 １０６ 千米污

水管网实施清淤疏导ꎬ 清理淤泥 ５４６５ 立方米ꎬ 对市区 ３９ 座城市桥梁进行全面检修ꎬ
确保城市桥梁安全畅通ꎮ 增添沥青路面维修切割机、 除线机、 应急防涝强排车、 车载

２００ＫＷ 应急移动发电机组等一大批专业车辆和维修工具ꎬ 提高市政设施维护机械化

水平和应急能力ꎬ 市政设施抢修率达 １００％ꎬ 完好率达 ９８％ꎮ
完成国际会展中心、 体育中心、 市林业局、 市粮食局、 市公路局直属分局等 ８ 个

办公楼亮化工程ꎻ 推进市区 ４３０ 条小街小巷的路灯改造工程ꎬ 新增路灯 ５５５３ 盏ꎬ 为

群众夜晚出行提供照明ꎮ
完成绿塘河及龙汐路污水提升泵站及排水工程ꎻ 启动百蓬路和友谊路 “水浸街”

整治工程ꎻ 推进绿塘河综合整治、 椹塘渠截污整治、 赤坎水库上游截污等项目ꎮ
(二)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建成银帆公园ꎬ 只用三个月多时间竣工ꎬ 占地 ４００ 多亩ꎬ ２０１７ 年春节前对市民

开放ꎻ 推进林荫道建设ꎬ 完成 １６ 条主干道行道树增设钢管护桩ꎬ 提高路树抗风能力ꎬ
启动海滨一二路、 体育南路等 ７ 条主干道林荫路等改造工程ꎬ 施肥复壮ꎬ 促进树木生

长ꎬ 提高成荫效果ꎮ 推行市区时花摆设ꎬ 实施自主培育ꎬ 完成东坡荔园一期育花基地

建设ꎬ 海滨公园、 寸金公园、 南国花园、 东坡荔园四个单位完成育苗 ９０ 万袋ꎬ 完成

市区主干道、 重要节点共 ３ ４ 万平方的时花种植工作ꎬ 比上年节省财政资金 １５０ 万

元ꎻ 积极推行绿荫路建设ꎬ 建立绿化联席会议制度ꎬ 编制 «湛江市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林

荫路实施方案»ꎬ 启动海滨一二路、 赤坎体育南路、 体育北路等 ７ 条道路的林荫路改

造工程ꎬ 努力提高湛江市绿化成荫率ꎻ 市区路树防风支撑加固ꎬ 完成人民大道、 海滨

大道、 体育北路等 １６ 条道路 ９１６９０ 多株行道树钢管支撑加固任务ꎬ 完成市区 ３５００ 棵

行道树补植任务ꎻ ８ 月、 ９ 月分别接管 ２３ 万平方米瑞云湖公园和 ５ ６ 万平方米滨湖堤

岸整治工程ꎬ 并按公园建设和维护标准进行整改ꎬ 提升公园景观效果ꎮ
(三) 市容环卫建设和维护

完成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渗滤液处理 (二期) 改造工程ꎬ 建成生活垃圾焚烧厂 １
座ꎬ 提高处理能力 １５００ 吨 /日ꎬ 有序推进市生活垃圾处理场二期填埋区封场工程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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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建海丰路中转站、 环卫停车场和体育南路中转站工程ꎻ 市区更新一批残旧果皮箱

和垃圾桶ꎻ 完成园林旅游公厕升级改造 ２ 座ꎮ
实施环卫作业市场化改革ꎬ 建立市容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ꎬ 推行机械化清扫ꎬ

市区主次干道路面机扫率达到 ６３ ３８％ꎻ 认真落实监管机制ꎬ 抓好市场化作业考核ꎬ
组织实施 “双月大检” ２ 次、 “月度综合检” ６ 次、 日常巡查 ２７ 次、 专项检查 ３４ 次ꎬ
确保环卫作业质量ꎬ 全面提升环境卫生的整体水平ꎻ 实施市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ꎬ 制

定 «湛江市市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实施方案»ꎬ 积极推进金沙湾片区垃圾分类试

点工作ꎬ 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度达到 ９０％以上ꎬ ６ 月至 １１ 月共回收可回收垃圾约 １２
吨、 有害垃圾约 ９００ 斤ꎬ 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量明显减少ꎻ 加强对垃圾场和焚烧厂的

日常管理和指导ꎬ 保障市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基本达到 １００％ꎻ 协助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试运营工作ꎬ 拟订运营监管方案ꎬ 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确定第三方运营监

管ꎻ 完成渗滤液处理车间运营到期的过渡期代管 (由市生活垃圾处理场代管) 和委

托运营管理 (由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营) 相关工作ꎮ 主动沟通对接ꎬ 草拟环保

产业园一体化管理方案ꎬ 积极推动环保产业园一体化工作ꎮ
(四) 城市管理和维护

【海绵城市建设】 建成海绵示范小区万达广场和湛江职教基地ꎬ 完成海绵示范公

园———银帆公园ꎬ 以及海绵示范道路———百金路等工程建设任务ꎮ 有序推进华田路、
南方路、 金沙湾片区等 １０ 多个海绵示范项目建设ꎮ

【地下管廊建设】 为避免马路 “开膛破肚”ꎬ 根据省地下综合管廊工作要求ꎬ 成

立以市领导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ꎬ 编制完成 «湛江市区地下综合管廊专项规划»ꎬ
筹划国家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的申报工作ꎬ 完成申报资料ꎬ 按职能分工编制 «湛
江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申报工作任务分解表»ꎬ 海东新区开展综合管廊示范段建

设前期工作ꎮ
【精细化城市管理】 以城市管理年为契机ꎬ 依托数字化城管中心平台ꎬ 全面开展

精细化管理工作ꎬ 市政道路、 园林绿化、 照明亮化和市容环卫等各项维护管理朝着精

细化、 规范化、 科学化迈进ꎬ 城市服务管理必须在细微处见功夫、 见质量、 见情怀ꎬ
这远比多造几栋楼来得重要ꎬ 提升城市的吸引力、 竞争力和内在魅力ꎮ

【亮化及广告管理】 重点强化市区主次干道、 广场、 公园路灯和灯饰的维护管

理ꎬ 对近 １０ 万盏路灯及楼宇灯饰、 景观灯等进行巡查维修ꎬ 及时更换损坏的线路、
灯具ꎮ 据统计ꎬ 全年维修公共场所和公园景观灯 １０００ 盏ꎬ 更换节能灯 ６０００ 个ꎬ ＬＥＤ
玉米灯 ２５００ 只ꎬ ＬＥＤ 灯具 ３５０ 套ꎬ 球罩 ２１００ 个ꎬ 使用电缆 １０３００ 米ꎬ 使用电线

７１０００ 多米ꎬ 保险盒 ２５００ 个ꎬ 胶带 １２００ 卷ꎬ 维修配电箱 ５５ 台ꎬ 大修变压器 ６ 台ꎬ 确

保市区道路亮灯率达 ９５％以上ꎻ 完成八条主干道户外广告设置详细规划ꎬ 全年拆除清

理违法户外广告 １４９ 块ꎬ 按该规划严格控制户外广告审批ꎬ 户外广告设置更加标准、
规范ꎬ 市区环境更加整齐有序ꎮ

【数字化城市管理】 湛江市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建成并正式上线

运行ꎬ 采用 “一级监督、 两级指挥、 三级管理” 的模式进行建设ꎬ 覆盖赤坎、 霞山、
坡头、 麻章、 开发区等城市建成区约 １０６ 平方千米ꎬ 明确每个城市管理问题的处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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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处置时限和处置标准ꎬ 提高城市管理工作效率ꎬ 降低城市管理成本ꎬ 实现城市管

理问题 “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派遣、 第一时间处置、 第一时间反馈” 的工作目

标ꎬ 实现城市管理工作发现问题的数量和效率、 城市管理工作合力和市容市貌的

“三大提升”ꎻ 实现城市管理从 “粗放式管理” 到 “精细化管理”、 从 “被动管理”
到 “主动常态化管理”、 从 “管理型” 到 “服务型” 的 “三个转变”ꎮ 截止至 ２０１６
年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数字化管理系统共立案处置城市管理问题 １０ ９ 万件ꎮ

湛江市区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的实施ꎬ 在五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依托平台、
多元共治ꎬ 城市管理工作合力增强ꎮ 建立 １ 个市级平台以及 ５ 个区级平台ꎬ 有效整合

５０ 个市直、 中央 (省) 驻湛城市建设管理职能部门 (单位)、 ２６ 个街道办、 ５１ 个区

属单位ꎬ 实现城市管理力量市、 区、 街道整体联动ꎬ 统一指挥调度ꎬ 提高城市管理的

广度与深度ꎬ 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 “大城管” 格局形成ꎮ 二是积极履职ꎬ 发挥精

细管理作用ꎬ 发现问题处置效率显著提高ꎬ 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已成为管理单位落实

责任的催化剂与推动器ꎮ 三是优化服务ꎬ 市容市貌得到不断提升ꎮ 市政、 交通公用设

施、 园林绿化毁损、 市容环卫等问题得到及时发现和维护ꎬ 提高和保证城市基础设施

的完好率ꎬ 城市脏乱差现象明显减少ꎬ 市区环境干净、 整洁、 有序ꎬ 市容市貌以及市

民的人居满意度不断提升ꎮ 如过去区属小街小巷的道路破损、 沙井盖损坏、 下水道堵

塞等问题处置率不高ꎬ 现在各区主动加大市政设施维护工作的投入ꎬ 该类问题的处置

率大幅提升ꎮ 四是主动作为ꎬ 推动城市管理从 “管理型” 向 “服务型” 转变ꎮ 以往

城市服务管理比较被动ꎬ 多数是市民投诉ꎬ 领导督办才去处置ꎮ 而且往往单靠个别部

门的突击行动ꎬ 工作比较被动ꎬ 也无法带动市民的积极性ꎮ 引入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

后ꎬ 一方面信息采集员实行全时段、 全覆盖的网格巡查ꎬ 主动查找问题服务市民ꎻ 另

一方面ꎬ 市民也可以通过随手拍 ＡＰＰꎬ 随时随地将身边的城市管理问题上报ꎬ 推动实

现城市管理工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ꎮ 五是积极作为ꎬ 严格考核ꎬ 助力 “五城

同创”ꎮ 城市 “三分靠建ꎬ 七分靠管”ꎮ 数字化城市管理充分发挥其城市管理智能化

信息技术优势ꎬ 从城市管理问题信息采集覆盖面、 标准化规范、 严格考核、 数据分析

决策、 全民参与措施等多方面信息技术ꎬ 助力湛江市 “五城同创” 工作ꎮ 市区进入

多年来最干净、 最有序、 最舒适的时期ꎬ 力求让市民生活得更自信更幸福更自豪ꎮ

二○一七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和市城市行政执法局正式合并ꎬ 挂牌成立湛江市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ꎬ 率先成为全省第一个完成城市管理领域大部制改革机构设置

的城市ꎮ
(一) 市政建设和维护

２０１７ 年ꎬ 湛江市建成区拥有道路 １２５３ 条ꎬ 长度 ５９１ ９４ 千米ꎬ 面积 １３２４ ６０ 万平

方米ꎮ 其中ꎬ 主干道 ７８ 条ꎬ 长度 １２４ ７５ 千米ꎬ 面积 ６２９ ８５ 万平方米ꎻ 次干道 ３３
条ꎬ 长度 ３２ ５８ 千米ꎬ 面积 ９３ ４７ 万平方米ꎻ 支路 １１４２ 条ꎬ 长度 ４３４ ６１ 千米ꎬ 面积

６０１ ２８ 万平方米ꎬ 城市桥梁、 隧道和地下通道 ５１ 座ꎬ 长度 ２ ８７８ 千米ꎬ 面积 ６ ４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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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ꎮ 其中ꎬ 立交桥 １ 座ꎬ 长度 ０ ０５１ 千米ꎬ 面积 ０ １８５ 万平方米ꎻ 桥涵 ６ 座ꎬ
长度 ０ ３５９ 千米ꎬ 面积 ０ ４４０ 万平方米ꎻ 跨河桥 ４２ 座ꎬ 长度 ２ ０７７ 千米ꎬ 面积 ５ ４５４
万平方米ꎻ 人行天桥 ２ 座ꎬ 长度 ０ ３９１ 千米ꎬ 面积 ０ ３７０ 万平方米ꎮ 市政排水管道

５８２ 条ꎬ 长度 ６１２ ０２ 千米ꎻ 暗渠 ２５ 条ꎬ 长度 ３３ １７４ 千米ꎻ 涵管 ５５８ 处ꎬ 长度 ５８２ ７５
千米ꎻ 海堤 ６ ８２ 千米ꎻ 检查井 ２ １３１７ 万座ꎻ 雨水井 ２ ６０１７ 万座ꎮ

湛江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管辖路灯线路总长 １２６８ ５ 千米ꎬ 路灯 ３ ７４ 万盏ꎬ 箱

(台) 式变压器 ３１４ 台ꎬ 无线控制终端 ３１７ 台ꎬ 总容量 ５０４３ ９ 千瓦ꎮ
是年ꎬ 湛江市加快推进中心城区扩容提质ꎬ 完成 ２４ 条道路改造建设任务ꎬ 其中ꎬ

打通停工多年的明政路、 康强路和南方路等 “断头路”ꎻ 完成静宁路、 源珠路、 世贸

人行天桥、 中心人民医院东侧道路的建设工程ꎬ 升级改造人民大道南等 ９ 个地段人行

道、 海湾路及霞山观海路南段等 １５ 条道路工程ꎻ 加快建设银帆路等 ５ 条道路ꎬ 推进

海川大道扩建等 ＰＰＰ 项目ꎬ 以及上坡路等一批项目前期工作ꎬ 完善城市路网结构ꎬ
改善市民出行条件ꎮ

【市政设施精细化管养】 完成 ３０ 项 “水浸街” 黑点整治、 ３ 个 “黑臭水体” 整

治以及 １６ 条污水管渠清淤整治ꎬ 完成沥青路面维修 ３ ５１ 万平方米、 混凝土路面维修

２７３３ 平方米、 人行道维修 １ ９１ 万平方米、 侧石维修 ３１９７ 平方米、 道路清障 ３９５２ 立

方米ꎻ 完成市区 ３９ 座桥梁安全专项检测工作ꎬ 确保城市桥梁安全畅通ꎬ 并通过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全专家组的检查ꎮ
【城市亮化美化管理】 市容亮化美化建设水平持续提升ꎬ 全年更换各种路灯 １ ２１

万盏ꎬ 各式灯具 １ ５６ 万套个ꎬ 维修公共场所和公园景观灯 １５００ 盏ꎬ 维修架空线路

４３００ 米ꎬ 更换配电控制柜 ３６ 台、 维修 ９８ 台次ꎻ 更换专用变压器 １ 台、 大中修 １７ 台

次、 小修保养 ２５ 台次ꎬ 维修 １０ 千米高压供电设备 １８ 处ꎬ 使用电缆 ６ ８ 万米ꎬ 使用

电线 ５ ６ 万米ꎮ 清洗灯具灯罩 ２ ３ 万只ꎬ 清除灯杆、 箱变上的小广告 １０００ 多处ꎬ 清

理控制柜和专用变压器等周边杂草及垃圾 ３５００ 多吨ꎮ 完成市检察院、 市司法局和海

湾大桥等景观亮化升级改造ꎬ 指导房产企业推进完成万达广场等 １０ 多幢楼宇的亮化

建设ꎬ 完成市区 ３５５ 条小街小巷路灯安装ꎬ 推进市区 ２９０ 多条小街小巷路灯设计前期

工作ꎬ 确保 ２０１８ 年市区小街小巷路灯安装全覆盖ꎮ 整治非法户外广告牌ꎬ 全年查处

违规户外广告 ２４０ 块 ３ 万多平方米ꎬ 保障市容市貌立面整齐美观ꎮ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９ 月 ４ 日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湛江市城市

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实施方案»ꎬ 该 «方案» 明确湛江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基本原

则、 工作目标、 组织保障、 建设与运营管理、 职责分工、 保障措施ꎮ 要求进一步优化

和集约利用地下空间资源ꎬ 保障城市地下管线安全畅通运行ꎬ 解决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ꎬ 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城镇化发展质量ꎮ 工作目标

是: 力争至 ２０２０ 年ꎬ 全市建成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４０ ７ 千米ꎬ 管理运营规范化ꎬ 管线

安全水平和防灾抗灾能力明显提升ꎬ 充分发挥规模效益和社会效益ꎬ 基本解决反复开

挖地面 “马路拉链” 和主要街道蜘蛛网式架空线的问题ꎬ 城市地面景观明显好转ꎮ
是年ꎬ 建成缆线管廊约 １０ 千米ꎬ 超额完成综合管廊建设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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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 为加快海绵城市建设ꎬ 举办海绵城市建设业务骨干培训班ꎬ 编

制 «湛江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ꎬ 通过市规划委员会审议ꎬ 依据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及

«广东省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指引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ꎬ 重点推进实施试点区域海绵城市

建设ꎬ 如ꎬ 新建百金路、 源珠路等设计种植树坑ꎬ 回填泥土都低于路面ꎬ 便于收蓄雨

水ꎬ 减少工人喷淋ꎮ 采用多点式引领办法推进海绵城市建设ꎬ 包括道路建设改造、 黑

臭水体整治、 内涝点整治、 建筑小区海绵化建设、 城区绿化质量提升等ꎮ 全年完成的

市政建设项目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的措施ꎮ
【明政路竣工通车】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ꎬ 明政路竣工通车ꎮ 该路贯通体育南路与

体育北路ꎬ 南起体育南路ꎬ 北止体育北路ꎬ 全长 ６８０ 米ꎬ 宽 ３６ 米ꎬ 为双向六车道ꎮ
工程总投资 １４０８１ 万元ꎬ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就开始进行可研设计、 环评、 招标等前期准备ꎬ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开工建设ꎮ 该路段铺设水泥混凝土路面ꎬ 人行道铺设透水砖路面ꎬ 附近

有湛江市行政服务中心、 湛江国际会展中心、 湛江体育中心、 湛江市广播电视中心、
湛江档案馆、 湛江市人防办等机关事业单位ꎬ 顺江帝景、 君临世纪、 御景名城等楼

盘ꎮ 通车后ꎬ 周边居民出行更加方便ꎬ 有效缓解市行政服务中心片区交通拥堵问题ꎮ
(二) 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截至 ２０１７ 年ꎬ 湛江市建成区拥有公园 ３４ 个ꎬ 小游园、 小绿地 ６３ 个ꎬ 建成绿道

网长度 ３７３ 千米ꎬ 绿地总面积 ４２２０ ３８ 万平方米ꎬ 绿地率 ３８ ０６％、 绿化覆盖率

４２ ０１％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１４ ２４ 平方米ꎮ
是年ꎬ 湛江市加快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步伐ꎬ 完善申报工作方案和任务分解ꎬ

启动实施园林绿化三年行动计划ꎬ 完成占地面积 １３ ３３ 公顷的东菊公园建设、 瑞云湖

公园升级改造以及 ２３ 条主次干道林荫路改造ꎬ 启动建设南油四区公园、 麻章公园ꎮ
【园林绿化养护】 加强园林绿化养护ꎬ 市区修剪路树 ３ 万多株ꎬ 完成主干道行道

树增设钢结构护桩及加固设备近万套ꎬ 有效提高树木抗风能力ꎮ 为营造 ２０１７ 中国海

洋经济博览会和 ２０１７ 海洋周活动气氛ꎬ 栽植时花 ３ ５ 万平方米ꎮ 在重要节点种植簕

杜鹃约 ８０００ 盆ꎬ 各大公园摆设与种植鲜花 ５ 万多盆ꎬ 展现城市良好形象ꎬ 提高城市

知名度和影响力ꎮ
【“城市双修” 建设】 启动城市修补、 生态修复工作ꎬ 简称 “城市双修”ꎮ 学习借

鉴惠州等试点城市的成功经验ꎬ 完成编制 «湛江市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总体工作方

案» 并报市政府审批ꎬ 城市修补包含特色风貌营造、 公共空间优化、 功能设施完善、
重点地区更新ꎬ 如法国风情街、 三民路文化街的营造更新ꎻ 生态修复主要是山体修

复、 水体修复和绿地修复ꎮ 同步启动 “城市双修” 项目库构建工作ꎬ 筹备申报国家

第四批 “城市双修” 试点城市ꎮ
【南国热带花园获省宜居环境范例奖】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 湛江南国热带花园获 “２０１７

年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ꎬ 成为湛江首个获此殊荣的园林绿化项目ꎮ 自 ２０１０ 年开

始ꎬ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全省开展 “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 评选工作ꎮ 该奖项

重点表彰在环境综合整治、 生态保护与城市绿化建设等宜居环境建设方面的优秀项

目ꎮ 南国热带花园以 “生态保护及城市绿化建设示范项目” 申报ꎬ 经过专家初审、
现场考察、 现场复查等多个环节ꎬ 最终获此殊荣ꎮ 南国热带花园位于湛江市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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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ꎬ 占地面积 ６４ 万平方米ꎬ 是市区最大的花园ꎮ 在建设过程中ꎬ 注重城市生态修复ꎬ
保留原有树林ꎬ 开发休闲景观空间ꎬ 保护原有自然植被ꎬ 提升自然生态空间ꎬ 自然修

复山林ꎬ 扩展清疏文保河ꎬ 植绿蓄水ꎬ 因势造景ꎬ 广植各种开花植物ꎮ 园内花木众

多ꎬ 品种 ６００ 多种ꎬ 其中观花品种 ３００ 多种ꎮ 注重打造市民公共活动空间ꎬ 园内配套

步行道、 单车道、 健身器材、 儿童游乐区等设施ꎬ 为居民提供室外休息、 观赏、 游

戏、 运动、 娱乐等设施ꎬ 兼有防火、 避难及防灾的绿化用地ꎮ 该园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开

工建设ꎬ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建成开放ꎮ

南国热带花园

【东菊公园建成开放】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湛江市首个按 “政企共建” 模式建设的东

菊公园建成开放ꎬ 位于源珠路东段路口ꎬ 是集休闲、 运动、 游乐、 科普教育为一体的

市区综合性公园ꎮ 公园占地面积 １３ ３３ 公顷ꎬ 建设前为市园林处下属东菊苗场ꎬ 原有

地形西高中低ꎮ 重新规划设计的公园ꎬ 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特征和自然条件的优

势ꎬ 整合原有小水塘ꎬ 形成水体ꎬ 设计亲水平台、 湖中生态小岛等ꎬ 打造亲水空间ꎮ
设置儿童玩乐区、 康体健身广场、 网球场、 门球场等活动空间ꎬ 贯穿公园的绿道步行

系统ꎬ 配套建设服务中心、 亭廊、 座凳、 音响等公共服务设施ꎮ 公园于 ９ 月动工建

设ꎬ 总投资 ４０００ 万元ꎮ 该公园是湛江市城市生态系统、 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改善湛江城市生态环境ꎮ

(三) 市容环卫建设和维护

环卫事业迅速发展ꎬ 人员和设施不断充实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市区拥有环卫系统职工

９７２ 人ꎬ 环卫专用车辆 ２７７７ 辆ꎬ 其中ꎬ 密封压缩车 １３３ 辆ꎬ 小型区间集运车 ２５０７ 辆ꎬ
清扫车 (扫路车、 洗扫车) ９９ 辆ꎬ 其他车辆 ３８ 辆ꎻ 道路机械清扫面积 ４６３ ７９ 万平

方米ꎬ 道路人工清扫保洁面积 １５６８ ８１ 万平方米ꎬ 楼院 (无人管理小区) 清扫面积

３６ ２９ 万平方米ꎮ 还有果皮箱 ７２５２ 个、 分类收集垃圾桶 ９６０１ 个ꎬ 小型垃圾压缩转运

站 ３５ 座 (赤坎区 １３ 座、 霞山区 １３ 座、 麻章区 ３ 座、 坡头区 ３ 座、 开发区 ３ 座)ꎮ 环

卫部门管理的公共厕所 １２２ 座 (赤坎区 ５７ 座、 霞山区 ５０ 座、 麻章区 ６ 座、 坡头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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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开发区 ４ 座)ꎬ 其中固定式公厕 １１１ 座ꎬ 活动式公厕 １ 座 (车载式公厕)ꎬ 拖挂

式公厕 １０ 座 (赤坎区 ４ 座、 霞山区 ４ 座、 开发区 ２ 座)ꎮ
是年ꎬ 湛江市区建成城市排水防涝和城市照明智能控制系统ꎻ 完成垃圾收集点

(屋) １７１ 个、 公厕 ４ 座、 垃圾转运平台 ３ 座ꎻ 完成赤坎水库上游截污及周边环境整

治、 华盛新城和军民路截污工程ꎮ
【市区生活垃圾分类实施】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８ 日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湛江

市市区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ꎮ 该 «方案» 明确实施目的、 实施范围、 工作目

标、 主要任务、 部门职责、 保障措施、 工作要求ꎬ 坚持 “源头减量、 资源利用、 属

地负责” 原则ꎬ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收运和处置ꎮ 建立生活垃圾综合管理体系ꎬ
推动生活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化处理ꎬ 促进城市精神文明与生活环境建设ꎮ 生

活垃圾分类实施范围ꎬ 是赤坎区、 霞山区、 麻章区、 坡头区 (海东新区)、 经开区

等ꎮ
【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 会同湛江市财政局印发 «关于印发<市区镇 (街) 村环

卫基础设施设备配套建设工程 “以补代建” 的工作方案>的通知»ꎬ 推动市区镇 (街)
村环卫基础设施设备配套建设ꎮ 全年组织环卫考核月度综合检查 １２ 次、 日常巡查 ３７
次、 专项检查 ３６ 次ꎬ 全面提升市区环卫作业规范化、 制度化管理水平ꎮ 推进市区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ꎬ 印发 «湛江市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手册» «湛江市垃圾分类宣传

方案»ꎮ 全年市区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 ４７ ７８ 万吨ꎬ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１００％ꎮ
(四) 城市管理和维护

以全面优化城市管理、 逐步提升城市品位为目标ꎬ 全力配合 “五城同创” (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国家低碳发展示范城市和全

国文明城市) 活动的开展ꎬ 整治市容环境卫生ꎬ 抓好违法建设查处工作ꎬ 保持违建

“零增量”ꎬ 实施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ꎬ 着力破解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难题ꎬ 建设一

支适应城市发展ꎬ 依法、 规范、 文明执法ꎬ 综合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ꎬ 努力提高城市

管理和服务水平ꎮ 全年出动执法人员 ２５ １２ 万人次ꎬ 执法车辆 ２ ４７ 万次ꎬ 开展市容

秩序专项检查 ２５ 次ꎬ 整治市区 “六乱” (乱搭乱建、 乱堆乱放、 乱设摊点、 乱拉乱

挂、 乱贴乱写乱画、 乱扔乱吐) １６ ７２ 万宗ꎮ 其中整治乱摆卖 ４ ６４ 万宗ꎬ 乱搭建 ３５８
宗ꎬ 小广告 １０ ７４ 万张ꎬ 乱堆放 ８３６２ 宗ꎬ 乱拉挂 ４９５２ 宗ꎮ 查处乱挖掘 ５４ 宗ꎬ 清拆

违章广告牌 ６２４ 块ꎬ 查扣流动经营车辆 ６７１ 辆ꎮ 先后 ９ 次邀请省内外行业专家、 相关

部门专业人士和 “两代表一委员” (党代表、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以及市民代表 ７０
多人次召开座谈会ꎬ 为城市建设管理工作 “把脉”ꎬ 找出 “短板” 根源ꎬ 收获意见和

建议 ６０ 多条ꎮ 扩大宣传 “湛江随手拍” 手机 ＡＰＰ 应用ꎬ 进一步拓宽市民参与城市管

理渠道ꎬ 通过市民对城市管理决策的知情权、 参与权、 监督权ꎬ 实现官民共治共管、
共建共享ꎮ 是年ꎬ 该局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授予 “全国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强转

树’ 活动先进单位” 称号ꎮ
【城市精细化管理】 转变城市服务管理思路ꎬ 突出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划指导作

用ꎬ 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效能ꎮ 管理重心下移ꎬ 下放市政管理权限ꎬ 明确中心任务以市

政设施管理维护为主ꎬ 在市政建设方面重点抓总体规划ꎬ 制定年度计划和协调指导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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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市与区政府权责边界ꎬ 提升行政效能ꎮ 探索推行 “代建制”ꎬ 将部分市政项目委

托专业化项目管理单位 (央企或者国企) 负责项目建设管理ꎬ 行业主管部门做好相

关监管工作ꎬ 逐步实现从具体、 繁琐的项目管理业务中超脱出来ꎬ 集中精力加强行业

监管ꎬ 加快实现政府职能转变ꎬ 完善项目建设管理制度ꎮ 推动城市管理规划标准化建

设ꎬ 编制完成涵盖市政道路、 园林绿化、 城市照明、 污水管网、 市容环卫等方面三年

建设行动计划ꎬ 完善市政标准化建设ꎬ 对城市管理目标进行量化、 管理标准化进行细

化ꎬ 为有序推动城市发展、 加强精细化管理提供规范依据ꎮ
【数字化城管绩效显著】 利用大数据提升城市管理决策科学性ꎬ 邀请深圳市城市

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到湛江设立二级机构ꎬ 长期为湛江城市管理提供权威的智库服

务ꎬ 为加快推动实现城市综合交通现代化管理奠定基础ꎮ 推动交通大数据决策平台建

设ꎬ 为城市规划、 交通、 建设和管理等决策提供定量化、 系统化和科学化的数据支持

服务ꎮ 加快建设 “智慧城管”ꎬ 提高智能化管理水平ꎬ 结合 “数字化城管” 平台ꎬ 建

成城市照明智能控制系统ꎬ 实现对市区路灯的智能化监控ꎬ 改变传统路灯管理模式ꎬ
提升路灯维护监管水平ꎬ 确保市民夜间出行安全以及市区路灯设备完好率和亮灯率达

到 ９５％以上ꎮ 建成城市排水防涝智能系统ꎬ 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智能化管养水平ꎮ
加快推进智慧环卫管理平台设计等前期工作ꎬ 实现对环卫工作的智能化管理ꎮ 推动数

字化城管平台向智慧城管平台升级ꎬ 加快实现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ꎬ 全年数字化城

管中心系统立案处置城市管理问题 １７ ９１ 万件ꎬ 办结 １７ ５８ 万件ꎬ 办结率 ９８ １８％ꎬ
平均每天处置问题近 ５００ 宗ꎮ 全年办结行政审批事项 ９５０ 件、 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 ３２
宗ꎬ 满意率 １００％ꎻ 办理各类来文、 来信 ５０００ 多件ꎬ 行政审批件 ９５３ 件ꎬ 办结率

１００％ꎻ 各类督办件 １１００ 多件次ꎬ 按时完成率 １００％ꎮ 通过网站、 报纸、 电视、 宣传

栏、 ＬＥＤ 屏等载体开展宣传报道工作 ２００ 多次ꎮ 举办精细化劳动技能竞赛等活动ꎬ 两

次获市级活动 “优秀组织奖”ꎮ
【城市热点问题执法检查】 重点加强对市区投诉较多的热点问题进行综合执法ꎮ

开展市区中小学校园周边环境安全专项整治ꎬ 严厉打击校园周边乱搭建、 各种违规经

营摊点和占道经营等行为ꎬ 改善校园周边环境卫生ꎬ 建立科学有效的学校周边安全风

险防控应对机制ꎬ 消除安全隐患ꎬ 维护校园周边环境整洁有序ꎮ 开展燃气供应站安全

执法检查ꎬ 牵头组织检查市区 １１５ 家燃气供应站ꎬ 查处取缔未经批准设置的非法经营

燃气黑点 ８ 家ꎬ 暂扣过期气瓶 ２２６ 个ꎬ 对存在安全隐患站点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ꎬ 跟

踪落实整改ꎬ 规范市区燃气供应管理ꎬ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ꎮ 加强市区噪音执

法ꎬ 严控噪音扰民现象ꎮ 对市区广场舞、 卡拉 ＯＫ、 高音喇叭的日常噪音管控ꎬ 对居

民区周边广场舞实现 “两定” 管理ꎬ 即规定时间、 规定音量ꎻ 对中考、 高考期间ꎬ
安排执法人员进行定点监控ꎬ 提前对靠近居民区、 学校周边有可能产生噪音的工地、
店铺、 大排档及广场舞进行劝导ꎬ 督促施工单位、 各商家自觉遵守有关规定ꎬ 在考试

期间杜绝产生噪音ꎻ 规范文明施工ꎬ 规范渣土运输行为ꎬ 规范夜间工地施工噪音管

理ꎬ 对在建工地进行拉网式排查ꎬ 督促施工方严格按照规定施工ꎮ 接到群众投诉ꎬ 第

一时间前往投诉地点进行处理ꎬ 确保投诉地点噪声污染得到控制ꎬ 为市民提供安静、
有序的生活环境ꎮ 全年查处各类生活噪音 ７９９ 宗ꎬ 工地噪音 ４９３ 宗ꎮ 开展市区扬尘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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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整治ꎬ 联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采取守点、 巡线、 设卡等手段查处违规运输车辆ꎮ
全年查处扬尘污染案件 ５５ 件ꎬ 罚款 １２ ８ 万元ꎮ

【 “两违” 整治】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出台 «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区

中心城区违法建筑分类处理方案» «湛江市城市规划区村民建房管理办法 (试行) »
«湛江市城市规划区内居民建设住宅规划管理规定 (试行) » 等规范性文件ꎬ 完善查

处 “两违” (违法用地、 违法建设) 工作长效机制ꎬ 建立城市建设管理新秩序ꎮ 按照

“遏制增量ꎬ 消化存量ꎻ 摸清底数ꎬ 分类处理ꎻ 标本兼治ꎬ 疏堵结合ꎻ 依法依规ꎬ 实

事求是ꎻ 属地管理ꎬ 强化问责” 原则ꎬ 查处新增违法建筑ꎬ 逐步消化违建存量ꎬ 保

障城市发展空间ꎮ 各区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建立市区违法建设巡查防控机制ꎬ 强

化市、 区、 街道、 社区 (村) 四级巡查防控网络ꎬ 每天全时段、 全方位加强巡控ꎬ
不留空档ꎮ 对发现顶风抢建、 偷建等违法行为ꎬ 立刻进行查处ꎬ 采取没收其施工工

具、 发出法律文书责令停工、 回填地基基础、 割断钢筋和直接拆除等措施ꎬ 并持续跟

踪监督ꎬ 让其不得复工ꎮ 成立专门监督队伍ꎬ 每天对各种疑似 “两违” 进行巡查、
登记、 核实、 汇总ꎬ 强化监督检查ꎮ 是年ꎬ 市委市政府出台 «湛江市查处违法用地

和违法建设专项行动工作方案»ꎬ 明确治理 “两违” 原则、 目标和重点ꎮ 全年累计拆

除 “两违” １９２０ 宗ꎬ 面积 ６９ ９９ 万平方米ꎮ
【创新城市管理执法方式】 利用信息化建立 “湛江城管” ＡＰＰ 微信综合执法平台

和 «湛江违法建设信息管理系统»ꎬ 实现对违法建设信息图文资料登记、 保存、 处

理、 打印和归档ꎬ 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广泛调查ꎬ 摸清 １９９０ 年以来市区违法建筑底数ꎬ
采集违法建筑详细数据与图片ꎬ 将相关信息录入信息系统ꎬ 及时更新ꎬ 开展执法过程

全记录ꎬ 实现快速化、 智能化、 标准化管理ꎬ 实行一宗一案卷ꎬ 为查处 “两违” (违
法用地、 违法建设) 提供基础资料ꎮ

【湛江在全省率先成立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９ 月 ３０ 日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

局和湛江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合并ꎬ 举行 “湛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成立挂牌暨

换装仪式”ꎬ 率先成为全省首个完成城市管理领域大部制改革机构设置的城市ꎮ 该局

有效地整合市政公用、 市容环卫、 园林绿化、 城管执法等 “３＋１” 职能ꎬ 并按照支

队、 大队、 中队的队建制模式建设执法队伍ꎬ 完成体制改革机构设置任务ꎬ 是湛江市

城市管理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ꎬ 标志着城管执法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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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２０１８ 年湛江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任职表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性别 任职时间

湛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１９４９ １２—１９５０ ３)

主　 任 刘田夫 男 １９４９ １２—１９５０ ３

副主任 邬　 强 男 １９４９ １２—１９５０ ３

副主任 沈　 斌 男 １９４９ １２—１９５０ ３

湛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５０ ３—１９５５ １)

市　 长 方　 华 男 １９５０ ４—１９５３ １０

代市长 何鸿景 男 １９５３ １０—１９５４ ６

市　 长 何鸿景 男 １９５４ ６—１９５５ １

副市长 沈　 斌 男 １９５０ ３—１９５１

副市长 何鸿景 男 １９５２ １２—１９５３ １０

湛江市人民委员会

(１９５５ １—１９６７ ３)

市　 长 何鸿景 男 １９５５ １—１９６０ ７

市　 长 王国强 男 １９６０ ７—１９６１ ５

市　 长 王友林 男 １９６１ ５—１９６７ ３

第一副市长 王国强 男 １９５４ ７—１９６０ ７

第二副市长 王次华 男 １９５４ ６—１９５８ ５

第三副市长 彭中英 男 １９５６ ９—１９５７ ５

湛江市人民委员会

(１９５５ １—１９６７ ３)

副市长 向　 真 男 １９５７ ３—１９５８ ５

副市长 蔡挺生 男 １９５７ ３—１９５８ ５

副市长 刘　 耀 男 １９５８ ５—１９６７ ３

副市长 李重民 男 １９５７ ３—１９６７ ３

副市长 解　 英 男 １９５８ ２—１９６７ ３

副市长 陈志群 男 １９５８ ５—１９６４ １

副市长 李祥岩 男 １９６０ ７—１９６３ ９

副市长 黄学海 男 １９６２ ５—１９６７ ３

湛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１９６７ ３—１９６８ ３)

主　 任 王政柱 男 １９６７ ３—１９６８ ３

副主任 符　 路 男 １９６７ ３—１９６８ ３

副主任 郁　 明 男 １９６７ ３—１９６８ ３

副主任 李克昌 男 １９６７ ３—１９６８ ３

副主任 邸风楼 男 １９６７ ３—１９６８ ３

副主任 李若其 男 １９６７ ３—１９６８ ３

副主任 朱万新 男 １９６７ １０—１９６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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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性别 任职时间

湛江市革命委员会

(１９６８ ３—１９８１ １)

主　 任 岳　 英 男 １９６８ ３—１９６９ ５

主　 任 花天才 男 １９６９ ５—１９７２ １１

主　 任 陈冰之 男 １９７２ １１—１９７３ ５

主　 任 王财元 男 １９７３ ５—１９７７ １

主　 任 张　 勤 男 １９７７ １—１９７９ １

主　 任 慕　 君 男 １９７９ １—１９８１ １

副主任 花天才 男 １９６８ ３—１９６９ ５

副主任 李克昌 男 １９６８ ３—１９６９ ５

副主任 邸风楼 男 １９６８ ３—１９６９ １０

副主任 孙　 诺 男 １９６８ ３—１９６９ １１

副主任 王友林 男 １９６８ ３—１９８０ １１

副主任 李发民 男 １９６９ ２—１９７５ ７

副主任 马国祥 男 １９６９ ５—１９７３ ７

副主任 吴介成 男 １９６９ ５—１９６９ １０

副主任 徐林汉 男 １９６９ １０—１９７２ １１

副主任 吴学文 男 １９６９ １０—１９７２ １１

副主任 黄一彪 男 １９６９ １０—１９８０ １２

副主任 张行生 男 １９７０ ５—１９７７ １０

副主任 梁华兴 男 １９７０ ３—１９８０ １２

副主任 杨　 才 男 １９７０ ３—１９８０ １２

副主任 于瑞芝 女 １９７０ ６—１９８０ １２

副主任 贾　 奎 男 １９７２ ７—１９７５ １１

副主任 李恩荣 男 １９７２ ７—１９８０ １２

副主任 吴象洁 男 １９７１ １１—１９７９ １

副主任 陈冰之 男 １９７１ １１—１９７２ １１

副主任 解　 英 男 １９７２ ５—１９７５ ８

副主任 吴昌仁 男 １９７２ ５—１９７３ ５

副主任 李重民 男 １９７２ ９—１９８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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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性别 任职时间

湛江市革命委员会

(１９６８ ３—１９８１ １)

副主任 赵立本 男 １９７２ １２—１９８０ １２

副主任 张建华 男 １９７３ １０—１９８０ １２

副主任 王国强 男 １９７４ ６—１９７５ ４

副主任 王国强 男 １９８０ １—１９８０ １２

副主任 孙正述 男 １９７５ ５—１９８０ １２

副主任 姜忠甲 男 １９７７ ６—１９８０ ９

副主任 梁乔栋 男 １９７８ １２—１９８０ １２

副主任 向　 真 男 １９７８ １２—１９８０ １２

副主任 陈志群 男 １９７８ １２—１９８０ １２

副主任 刘　 耀 男 １９７８ １２—１９８０ １２

副主任 李树信 男 １９７８ ４—１９７９ ５

副主任 韩保东 男 １９７９ ８—１９８０ １２

副主任 刘万元 男 １９７９ ８—１９８０ １２

副主任 戴　 洪 男 １９７９ １２—１９８０ １２

湛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８１ １—１９８３ ９)

市　 长 王国强 男 １９８１ １—１９８３ ９

副市长 刘万元 男 １９８２ １２—１９８３ ９

副市长 陈志群 男 １９８０ １２—１９８３ ９

副市长 黄一彪 男 １９８０ １２—１９８３ ９

副市长 戴　 洪 男 １９８０ １２—１９８３ ９

湛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８３ ９—２０１８ １２)

代市长 滕义发 男 １９８３ ９—１９８３ １２

市　 长 滕义发 男 １９８３ １２—１９８５ ４

代市长 李国荣 男 １９８５ ４—１９８５ ６

市　 长 李国荣 男 １９８５ ６—１９８６ ５

市　 长 郑志辉 男 １９８６ ５—１９９３ １０

市　 长 庄礼祥 男 １９９３ １０—１９９８ ２

代市长 周镇宏 男 １９９８ ２—１９９８ ６

市　 长 周镇宏 男 １９９８ ６—２００２ ４

市　 长 徐少华 男 ２００２ ４—２００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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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性别 任职时间

湛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８３ ９—２０１８ １２)

代市长 陈耀光 男 ２００５ ９—２００６ ２

市　 长 陈耀光 男 ２００６ ２—２００８ ６

市　 长 阮日生 男 ２００８ ７—２０１１ ８

代市长 王中丙 男 ２０１１ ８—２０１２ １

市　 长 王中丙 男 ２０１２ １—２０１７ ３

市　 长 姜建军 男 ２０１７ ４—

副市长 汤文藩 男 １９８３ ９—１９９３ １０

副市长 植标志 男 １９８３ ９—１９９３ １０

副市长 陈　 钧 男 １９８３ ９—１９９８ ６

副市长 柯景仁 男 １９８３ ９—１９８６ ５

副市长 陈　 清 男 １９８３ １１—１９８８ １２

副市长 孙利世 男 １９８５ ９—１９８８ １２

副市长 陈英豪 男 １９８６ ５—１９８８ １２

副市长 何均发 男 １９８６ ５—１９９３ １０

常务副市长 张安光 男 １９８８ １２—１９９３ １０

副市长 杨衢青 男 １９８８ １２—１９９７ ９

副市长 罗果静 女 １９９３ ８—１９９５ ６

常务副市长 谢鉴明 男 １９９３ １０—１９９５ ５

副市长 李智强 男 １９９３ １０—１９９４ １１

副市长 叶振成 男 １９９３ １０—１９９９ １

副市长 吴文庆 男 １９９４ １１—１９９９ １１

副市长 肖里华 男 １９９５ ６—１９９８ ６

副市长 周镇宏 男 １９９６ ５—１９９７ ５

副市长 杨　 标 男 １９９７ ５—１９９８ ６

常务副市长 徐少华 男 １９９８ １２—２００２ ４

副市长 阮日生 男 １９９８ ６—２００２ ４

常务副市长 阮日生 男 ２００２ ４—２００８ ７

副市长 陈亚德 男 １９９８ ６—２００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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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性别 任职时间

湛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８３ ９—２０１８ １２)

副市长 李捍东 男 １９９８ １２—２００４ ３

副市长 黄晓涛 男 １９９９ １２—２００６ １０

副市长 潘那生 男 ２００２ ４—２００８ ７

常务副市长 潘那生 男 ２００８ ７—２０１０ １１

常务副市长 王中丙 男 ２００８ ７—２０１１ ０８

副市长 赵　 平 女 ２００３ ４—２０１２ １２

副市长 赵志辉 男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副市长 何成华 男 ２００５ ４—２００６ １２

市长助理

市政府党组成员
胡海运 男 ２００８ ８—２０１１ ６

市长助理

市政府党组成员
高永元 男 ２００８ １１—２０１２ １

市长助理

市政府党组成员
陈　 吴① 男 ２００８ １２—２０１１ １１

常务副市长 赵志辉 男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１

副市长 梁志鹏 男 ２００７ １—２０１７ １

副市长 麦教猛 男 ２００７ １—２００８ １２

副市长 伍杰忠 男 ２００７ １—２０１６ ３

副市长 陈岸明 男 ２００８ ９—２０１１ １２

市委常委

市政府党组成员
陈岸明 男 ２０１２ １—２０１５ １

副市长 郑日强 男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０１１ １１

副市长 (挂职) 朱　 军 男 ２０１０ ３—２０１１ ３

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张荣辉 男 ２０１１ １２—２０１２ １

副市长 张荣辉 男 ２０１２ １—２０１５ １２

副市长 庄晓东 男 ２０１２ １—２０１６

副市长 陈　 云 女 ２０１２ １—２０１２ ８

副市长 罗锡平 男 ２０１２ １—２０１５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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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性别 任职时间

湛江市人民政府

(１９８３ ９—２０１８ １２)

副市长 何　 鑫 男 ２０１４ ９—２０１７ １

市委常委

市政府党组成员
吴建林② 男 ２０１５ １１—２０１６ ９

常务副市长 曹　 兴 男 ２０１７ １—

市委常委

市政府党组成员
陈光祥 男 ２０１７ １—

副市长 黄勇武 男 ２０１６ １—

副市长 欧先伟 男 ２０１７ １—

副市长 王再华 男 ２０１７ １—

副市长 陈伟杰 男 ２０１７ １—

副市长 崔　 青 女 ２０１７ １—

副市长 黄明忠 男 ２０１７ ９—

副市长 (挂职) 庞洪峰 男 ２０１８ ９—

党组成员 罗建君 男 ２０１８ １２—

　 　 注: 此表包括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起地市合并、 市领导县体制以来新组建的市人民政府市长、 副市长ꎬ 市委常委兼

市政府党组成员ꎬ 市政府党组副书记以及部分市长助理兼市政府党组成员等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ꎮ
①陈吴ꎬ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涉嫌受贿一案ꎬ 由东莞市人民检察院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ꎮ
②吴建林ꎬ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涉嫌严重违法ꎬ 接受组织调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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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城建局历任负责人更迭表

机构名称 姓名 职务 任职时间

湛江市人民政府建设局

伦永谦 局长 １９５０ ５—１９５２ ６

向　 真 局长 １９５２ ７—１９５２ １２

周　 明 代局长 １９５２ １２—１９５６ ７

周　 明 局长 １９５６ ８

左　 达 副局长 １９５４ ４

梁　 山 副局长 １９５６ １２

钟晋祥 副局长 １９５６ １２

潘　 培 副局长 １９５６ １２

湛江市城市建设局
陈君惠 局长 １９５７ １２—１９６０ ５

周　 明 局长 １９６０ ６—１９６６ １０

湛江市城建革命委员会

陈景林 主任 １９６９ ７—１９７０ ３

梁　 山 副主任 １９６９ ７

关连陞 副主任 １９６９ ７

霞山区革委会城建卫生办 梁　 山 主任 １９７０ ８—１９７１ ７

湛江市城建办公室
梁　 山 主任 １９７１ ７—１９７１ １０

陈华副 副主任 １９７１ ７

湛江市城建房管局

周　 明 局长 １９７２ １—１９７２ ６

梁　 山 副局长 １９７２ ２

鄧　 红 副局长 １９７２ ２

罗致良 副局长 １９７２ ２

招　 离 副局长 １９７２ ２

湛江市城建局

周　 明 局长 １９７２ ６—１９７３ ５

梁　 山 副局长 １９７２ ６

罗致良 副局长 １９７２ ６

钟晋祥 副局长 １９７２ ６

左　 达 副局长 １９７２ ６

王开贵 局长 １９７３ ５—１９７９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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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城建房管局

周　 明 局长 １９７４ ５—１９８０ ５

罗致良 副局长 １９７４ ５

赵　 利 副局长 １９７４ ５

钟晋祥 副局长 １９７４ ５

湛江市城建局

梁　 山 局长 １９８０ ６—１９８６ ６

许锦理 副局长 １９８０ ６

张庆会 副局长 １９８０ ６

宫兆孜 副书记 １９８２ １２—１９８３ ９

湛江市城乡建设局

彭业荣 局长 １９８３ ９—１９８６ １２

徐洪江 副局长 １９８３ ９

梁　 山 副局长 １９８３ ９

陈德佳 副局长 １９８３ ９

湛江市城市建设局

梁　 山 局长 １９８６ １１—１９８８ １２

孙来秀 书记 １９８６ １１

肖　 锟 副局长 １９８６ １１

魏　 俊 副局长 １９８６ １１

同上

唐里仁 局长 １９８８ １—１９９１ ６

孙来秀 书记 １９８８ １—１９９２ ６

陈洪兴 副局长 １９８９ １—２００１ １０

同上

黄德明 局长 １９９１ ７—１９９３ １２

肖　 锟 书记 １９９２ ７—１９９４ １

魏　 俊 副局长

陈洪兴 副局长

罗必远 副局长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同上

廖文业 局长 １９９４ １—１９９５ ４

黄德明 书记 １９９４ １—１９９５ ４

陈洪兴 副局长

黄岸洋 副局长 １９９４ １０—２００１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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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城建局

陈　 副 局长 １９９５ ５—２００１ ６

谢秀容 副局长 兼副书记 １９９６ ３

陈洪兴 副局长

陈建华 副局长 １９９５ ９—１９９６ ３

冯章程 副局长 １９９６ ３—２００１ １０ 退休

黄岸洋 副局长

湛江市公用事业局

陈　 副 局长 ２００１ ７—２００１ ８

谢秀容 副局长 兼副书记

陈洪兴 副局长

黄岸洋 副局长

同上

王　 强 局长 ２００１ ９—２００４ １

谢秀容 副局长 兼副书记

吕冠荣 副局长 ２００３ １０—２００３

孔令培 副局长 ２００３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

王　 强 局长书记 ２００４ １—２００９ ７

谢秀容 调研员 ２００３

孔令培 副局长

陈建华 副局长 ２００２ ２—２００９ １２

孙黄洲 纪检助调 ２００５ １—２００７ １１

邹小明 助调 ２００５ １

邓　 华 助调 ２００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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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车斯文 局长书记 ２００９ ８—２０１３ １

王　 强 调研员 ２００９ １０—２０１０ ６ 退休

谢秀容 调研员 ２０１０ ６

陈伟杰 副书记 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局长

邸海鹰 副局长 党委委员 ２００６ ３

孔令培 副局长 党委委员

麦建丰 副局长 党委委员 ２０１２ ５

戴华荣 纪委书记 党委委员 ２００７ １２

陈建华 调研员 党委委员

邹小明 副调 党委委员 ２０１４ ５ 退休

李　 明 副调 党委委员 ２０１０ ３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江向阳 局长 ２０１２ １２—２０１７ １

麦建丰 副局长 党委委员

陈　 勇 副局长 ２０１１ １２

全　 勇 总工 党委委员 ２０１３ ３

赖　 宏 副局长 党委委员 ２０１３ ８

李　 明 调研员 党委委员

戴华荣 调研员 ２０１３ ８ 至 ２０１５ ９ 退休

陈建华 调研员 至 ２０１８ 年退休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孔令培 局长书记 ２０１７ ２—今

艾五星 副局长 党委委员 ２０１４ ３

吴斯斯 副书记 党委委员

陈　 勇 副局长

谢美玲 纪检 党委委员

赖　 宏 副局长 党委委员

李公进 副局长 党委委员

全　 勇 总工 党委委员 ２０１３ ４

李　 明 副调 党委委员

张献红 副调 党委委员

湛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同上 同上 同上ꎬ ２０１７ １０ 至今



　
　
　
　
湛
江
市
城
建
志

８０　　　
第一章　 城市历史

隋开皇十年 (公元 ５９０ 年) 置铁杷县ꎬ 后易遂溪县ꎬ 历隋、 唐、 宋三朝共 ３８２ 年

俱未有城ꎮ 宋时ꎬ 各地客商云集聚居ꎬ 赤坎成商埠ꎮ 明武七年始筑土城ꎬ 后筑石城ꎬ
修墩台、 垒城、 置炮ꎮ 至元明清ꎬ 县治所更迭ꎬ 迁址频繁ꎬ 修筑城池此起彼伏ꎬ 历经

千百年战乱和风雨摧残ꎬ 无一城池幸免能保存下来ꎮ 直到 １８９９ 年ꎬ 法国强占广州湾ꎬ
导入近代城市规划的理念ꎬ 展开市政建设ꎬ 才加速广州湾由西营 “村”、 赤坎 “市”
向近代城市转变ꎮ

第一节　 城市的历史分期

近代之广州湾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 广东省西南部ꎬ 是广东除香港、 澳门外第三

个外国租借地ꎬ 也是中国沿海六个租借地之一ꎮ⑤ 根据近代广州湾城市发展特点和社

会政治变革ꎬ 其起始标志事件则是广州湾租借地的建置和解放ꎮ 因此ꎬ 将近代广州湾

时间界定在 １８９９~１９４９ 年ꎬ 其演变历史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 自然人居聚落 (近代之前~１８９９)

据考证ꎬ 远在 ８０００ 年前ꎬ 今湛江辖地就有人类居住ꎬ 由于人口稀少ꎬ 地处偏僻ꎬ
近代以前一直没有形成 “独立” 的行政体制ꎮ

赤坎原为一个僻静边陲小埠ꎬ 几十户人家ꎬ 居住房屋分散于古老渡街一带ꎮ 宋元

之际ꎬ 元兵南进ꎬ 大批官民及闽、 潮居民随宋帝从福建等地沿海路南迁ꎬ 人口逐渐增

长ꎮ 清康熙年间ꎬ 福建人方某载货到赤坎埠贸易ꎬ 颇与原住民友好相处ꎬ 招至同乡聚

居ꎬ 形成福建村、 福建街ꎮ 清乾隆 (１７３６~１７９５) 年间收复台湾ꎬ 全面解除海禁ꎬ 航

运贸易迅速发展ꎬ 陆续兴建码头ꎬ 成为繁盛商埠ꎮ
１８８９ 年以前ꎬ 赤坎是自然发展的小城镇ꎬ 无明确的城镇规划意识和活动ꎮ 但赤

坎作为繁盛商埠ꎬ 为日后广州湾近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ꎮ

二、 法国租借地时期 (１８９９~１９４３)

１８９９ 年 «中法互定广州湾租界条约» 规定ꎬ 广州湾被划为法国租借地ꎬ 租期 ９９
年ꎬ 开始长达 ４７ 年的殖民历史ꎮ 法国将近代城市规划理论导入广州湾ꎬ 拉开广州湾

近代城市发展的序幕ꎬ 其建筑、 街道、 城市均经历一系列的近代改造ꎮ

⑤ 澳门、 香港－九龙、 旅顺－大连、 威海、 青岛、 广州湾 «中学历史教学» 杨锦銮ꎬ ２００７ 第 ９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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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湾首府选址三易其址ꎬ 初为麻斜ꎬ 后迁坡头ꎬ 最后定址原为军营的海头讯

(西营)ꎮ 前十年ꎬ 军事管制时期ꎬ 城市发展较为缓慢ꎬ 东营、 西营只有少量建设项

目ꎬ 但总体来看是城市组团式空间结构的形成期ꎬ 奠定未来城市发展的模式ꎮ １９１１
年首府迁址西营ꎬ 进入民事管制时期ꎬ 当局展开市政建设ꎬ 城市建设有较大推进ꎮ 抗

日战争爆发后ꎬ 上海、 香港、 广州等地沦陷ꎬ 偏安一偶的广州湾成为中国唯一自由贸

易港口ꎬ 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舞台中扮演重要角色ꎬ 获得短暂繁荣ꎬ 大批难民、 游

资涌人ꎬ 人口激增ꎬ 投资兴旺ꎬ “商贾云集ꎬ 盛极一时”ꎬ 促进广州湾城市建设快速

发展ꎮ

三、 停滞期 (１９４３~１９４９)

二战中法国战败投降ꎬ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被德国强迫扶上台的维希政府一改此前支持

中国抗日ꎬ 停止对华援助ꎮ 其时日本与法国协定ꎬ 派遣监视团进驻广州湾ꎬ 企图切断

中国抗日运输线路ꎬ 造成广州湾经济出现停滞局面ꎮ
１９４３ 年年 １ 月 ３０ 日ꎬ 日本与法国签订 «广州湾共同防卫之现地协定案»ꎬ⑥ 派兵

协防广州湾ꎬ 作为其 “南进” 补给基地ꎮ 德国纳粹战败投降ꎬ 维希政府垮台ꎬ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戴高乐重建法国政府ꎬ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与中国政府谈判 “交收广州湾” 问题落空ꎮ
国际形势急剧变化ꎬ 法军在印度支那和广州湾多次得到美国飞机空投军用品和武器ꎬ
日军担忧有朝一日同盟军队登陆时法军充当内应ꎬ 于 ３ 月 ９ 日晚突然袭击ꎬ 解除法军

武装ꎬ 全面占领广州湾ꎮ 这一时期ꎬ 不仅打断广州湾城市发展的连续性ꎬ 而且对城市

造成极大破坏ꎬ 城市建设活动均趋于停滞ꎮ 在日本占领广州湾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 两年半时间ꎬ 二战接近尾声ꎮ 此时的日本兵困财乏ꎬ 对广州湾没

有任何的建设ꎮ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ꎬ 日本投降ꎮ ８ 月 １８ 日ꎬ 经中法协商ꎬ 法国同意将租借 ４７ 年

的广州湾提前 ５２ 年归还中国ꎮ ９ 月 ２１ 日中国政府举行接受日本投降仪式ꎬ 正式收回

广州湾ꎮ 民国广东省政府以原广州湾范围设省辖市ꎬ 更名湛江市ꎬ 并制定建设计划ꎬ
但没有来得及实施ꎬ １９４９ 年败退台湾ꎮ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ꎬ 湛江市内主要街道和公

共建筑物都是广州湾时期所建ꎬ 城市面貌基本保持原状ꎮ
４ 新中国成立后湛江城市迅速发展 (１９５０~２０１８)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 湛江宣布解放ꎬ 从此ꎬ 掀起新一轮城市建设的热潮 (后面

详述)ꎮ
抛开民族情感ꎬ 可以说租借地的建置ꎬ 是奠定广州湾作为近代城市的起点ꎬ 也决

定其城市性质和演变发展的历史ꎮ 在城市的自然地理条件、 区位和近代城市发展史

上ꎬ 广州湾类似青岛、 大连ꎻ 在城市发展程度、 规模和性质上类似澳门ꎬ 但其城市组

团式的空间结构ꎬ 在近代城市中极具独特性ꎮ

⑥ «广州湾历史与记忆»ꎬ 景东升ꎬ 何杰ꎬ 武汉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第 １ 版ꎬ 第 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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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第二节　 近代政经脉络

一、 广州湾概略

(一) 广州湾之地理

广州湾位于中国大陆南端、 广东省西南部、 雷州半岛东北部ꎬ 东经 １１０ ２４’ꎬ 北

纬 ２１ １２’ꎮ 法国租借之前的 “广州湾”ꎬ 指的是高州府吴川县南三都 (今南三岛)
的几个村落和附近海面ꎬ 陆地面积约二十平方千米ꎮ «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 签

订后ꎬ 租界内地域与今湛江市的市区范围大致相同ꎮ

(二) 广州湾之地名

广洲湾是一个历史地名ꎮ １８９９ 年以前ꎬ 广州湾作为地理名词已存在数百年ꎬ 广

州湾不是指今湛江海湾ꎬ 更不包括整个湛江市区ꎬ 而是另有所指ꎮ
“广州湾” 一词ꎬ 最早出现于明朝文献记载ꎬ 系指高州府吴川县所属六个渡口之

一ꎮ⑦ 最早纪录 “广州湾” 这一地名的书籍ꎬ 是明朝郑若曾所写 «筹海图编» 中卷

三广东事宜条载: “高州东连肇广ꎬ 南凭溟渤ꎬ 神电所辖一带海澳ꎬ 若连头港、 汾

州山、 两家滩、 广州湾ꎬ 为本府之南瀚ꎮ” 该书于 １５３５ 年 (嘉靖 １４ 年) 面世ꎬ 距今

四百八十多年ꎮ “广州湾” 在行政上归吴川县管辖ꎬ 在海防上归神电卫 (设于电城

镇) 管辖ꎮ⑧ «高州府志» 对此地名还特别加以订误ꎬ 指出 “此洲在吴川县境ꎬ 字从

水旁ꎬ 乃洲诸之洲ꎬ 凡写作一州郡之州者ꎬ 皆误ꎮ” 后来ꎬ 这一水域名称泛指今湛江

海湾ꎮ
另ꎬ 南三岛又有 “广洲湾” 村坊ꎬ 而得名ꎮ 中国明清时代地方设府、 县、 都建

制ꎮ 高州府吴川县南部有南一、 南二、 南三、 南四等四个都ꎮ “都” 相当今乡镇行政

区域ꎬ 其中南三都管辖 １８ 个坊都 (即村落)ꎬ 当中有个广洲湾坊都ꎮ 清 «吴川县志»
记载: 广洲湾坊都位于县城吴阳 “南六十五里ꎬ 殿、 曾、 陈杂居ꎬ 分四、 五村”ꎮ

１７０１ 年ꎬ 法国军舰白雅特号 (Ｂａｙａｒｄ) 避风暴闯入广州湾ꎬ 船员为这一深水良

港而动心ꎬ 探测水道ꎬ 绘制地图ꎬ 返国后献给法政府ꎮ 在 “安菲特理德” 号法轮离

去的近 ２００ 年间ꎬ 中国似乎变成一个腐朽、 颓败、 足可以欺负的国家ꎮ １８９９ 年清政

府与法国签订 «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ꎬ 划租借地的范围远大于 “广洲湾”ꎬ 包

括遂溪、 吴川两县部分陆地 ５１８ 平方千米及两县间水域 １９３２ 平方千米ꎬ 并误将 “洲”

⑦
⑧

«广东通志初稿»ꎬ 戴璟修撰ꎬ 卷三十八ꎬ 渡口有合江、 南巢、 调高、 碙洲 (今硇洲)、 麻练、 广州湾

«广州湾—湛江市»ꎬ 阮应祺ꎬ 湛江市文史资料第一辑ꎬ 第 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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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州”ꎬ 将租借地统称 “广州湾”ꎮ 一字之差ꎬ 改变中国历史上一个地理概念ꎬ 并

由此形成稳固地名ꎮ 自此ꎬ 广州湾先租于法ꎬ 后沦于日ꎬ 至 １９４５ 年交还ꎬ 前后共 ４６
年都统称广州湾ꎮ 在法国殖民者绘制地图与规划图纸之上ꎬ 则以 Ｋｕａｎｇ－ Ｔｃｈｅｏｕ－Ｗａｎ
或 Ｋｕａｎｇ－Ｃｈｏｕ－Ｗａｎ 的字样标识ꎮ 法国人为纪念 Ｂａｙａｒｄ 舰船把广州湾的中心城市西

营称为 “白雅特城” (Ｆｏｒｔ Ｂａｙａｒｄ)ꎮ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广州湾回归后ꎬ 鉴于其军事、 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重要地位ꎬ

中国政府决定就原租借地设省辖市ꎬ 由于 “广州湾” 与 “广州” 的地名产生混淆ꎬ
广东省政府下令广州湾党政接收委员会和市政筹备处ꎬ 要为广州湾更名ꎮ 担任过广东

省琼崖公路处长、 南路粮食调节处长、 吴川县长李月恒身兼会、 处主任ꎬ 筹办接收和

建市事宜ꎬ 首先要为广州湾改名ꎬ 他根据历史上广州湾地域设椹川县、 湛川巡检司ꎬ
定名湛江市ꎬ 上报省政府批准ꎬ 广州湾易名 “湛江市”ꎮ 从此ꎬ 广州湾这个名字退出

历史舞台ꎮ

(三) 城市之历史沿革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ꎬ 始皇帝三十三年 (公元前 ２１４ 年) 派遺任嚣、 赵佗平定南

越ꎬ 其地设桂林、 象、 南海 ３ 个郡ꎬ 广州湾归象郡ꎮ 此为广州湾隶属中国统一国家版

图之始ꎮ
汉元鼎六年 (公元前 １１１ 年)ꎬ 其地设 ９ 个郡ꎬ 下设高凉、 徐闻、 合浦、 临允、

朱庐五个县ꎮ 广州湾归合浦郡ꎬ 分属高凉 (吴川)、 徐闻 (遂溪)ꎬ 以两县水域中间

为界ꎬ 东岸属吴川县ꎬ 西岸属遂溪县ꎮ
三国时期 ２２６ 年 (东吴黄武五年) 至清朝 １７００ 多年间ꎬ 这个水域未有统一名称ꎮ

广州湾东营设麻斜ꎬ 沿习当地人称为 “麻斜海”ꎬ 新中国成立后改称 “湛江海湾”ꎮ
１ 海湾东岸的政经脉络

汉至晋 ５３０ 年间ꎬ 为高凉县地ꎮ 治所高凉ꎬ 辖今恩平、 阳江、 阳春、 高州、 电

白、 化州、 吴川等县及茂名市地ꎮ 汉隶合浦郡ꎬ 三国吴至晋隶高凉郡ꎮ
南朝 １９０ 年间ꎬ 为平定县地ꎬ 治所今黄坡镇平定村ꎬ 辖境约相当今吴川县及湛江

市区东部地ꎮ 南朝宋、 齐隶高凉郡ꎬ 梁、 陈隶罗州高州郡ꎮ
自隋到清光绪二十五年 １３００ 余年间ꎬ 为吴川县地ꎮ 吴川县ꎬ 隋置ꎬ 治所吴阳ꎬ

辖境与平定县同ꎮ 隋隶高凉郡ꎮ 唐隶罗州招义郡ꎮ 五代汉隶罗州ꎮ 公元 ９７２ 年 (宋开

宝五年) 废罗州ꎬ 立辩州ꎬ 并廉江、 零绿、 斡水县入吴川县ꎮ 时ꎬ 吴川县辖今湛江

海湾东岸及廉江县、 吴川县ꎬ 隶辩州ꎻ 公元 ９８９ 年 (太平天国五年) 改辩州为化州ꎬ
吴川县隶化州军ꎻ 公元 １２７８ 年 (祥兴元年) 赵昺等逃避元兵至硇洲岛ꎬ 升该岛为翔

龙县、 旋废ꎮ 元隶化州路ꎬ 明清隶高州府ꎮ 即今湛江北部两县先后属高州、 罗州、 化

州ꎬ 至明清属高州府管辖ꎮ
近代海湾东岸的官渡、 龙头、 坡头、 乾塘、 麻斜、 特呈岛、 南三岛、 硇洲岛划入

广州湾租借地ꎮ
２ 海湾西岸的政经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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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汉至南朝宋 ５９０ 年间ꎬ 为徐闻县地ꎬ 治所土纲村ꎬ 在今徐闻县大黄区华丰村附

近ꎬ 辖徐闻、 海康、 遂溪三县ꎮ 汉隶合浦郡ꎮ 三国吴隶珠官郡ꎬ 又隶珠崖郡ꎮ 晋ꎬ 南

朝宋隶合浦郡ꎮ
南朝齐近 ２０ 年间ꎬ 先为乐康县地ꎬ 后为齐康县地ꎮ 隶齐康郡ꎮ 治所和辖境ꎬ 仍

汉徐闻县之旧ꎮ
南朝齐末至梁、 陈约 ９０ 年间ꎬ 在今遂溪县境置扇沙县ꎬ 椹县 (隋并扇沙县入椹

县ꎬ 改名椹川县ꎬ 唐改椹川县为扇沙县)ꎬ 时ꎬ 为椹川县地ꎮ 椹川治所在遂溪县鸟勇

区湛川村东侧ꎬ 靠湛川河ꎬ 辖境约相当今遂溪县中部以东地ꎮ 南朝梁初隶合州ꎬ 梁、
陈间隶南合州ꎮ

自隋至唐代中期约 １５０ 年间ꎬ 为铁杷县 (今旧县村)ꎬ 治所先铁杷县、 后遂溪

县ꎮ 公元 ５９０ 年 (隋开皇十年) 置铁杷县ꎬ 以水名铁杷溪得名ꎬ 辖境仅今遂溪县东

南及湛江市区西部一隅之地ꎮ 隋隶禄州ꎮ 唐武德年间隶南合州ꎬ 贞观初隶东合州ꎬ 公

元 ６３４ 年 (贞观八年) 改东合州为雷州ꎬ 铁杷县始隶雷州ꎮ
自唐中期至清光绪二十五年 １１５０ 余年间为遂溪县地ꎮ 公元 ７４２ 年 (唐天宝元年)

并铁杷、 扇沙为遂溪县ꎬ 辖境旧扇沙、 椹县、 铁杷三县地ꎬ 治所初在旧县村ꎬ 公元

１１６８ 年 (宋乾道四年) 迁至遂溪县ꎮ 唐隶雷州ꎬ 宋隶雷州军ꎬ 元隶雷州路ꎬ 明清隶

雷州府ꎮ 即雷州半岛三县先后属交州、 合州、 南合州、 东合州ꎬ “徒闽民于合州”ꎮ
唐贞观八年 (公元 ６３４ 年) 改东合州为雷州ꎬ 统管这三县直至清代ꎮ

近代海湾西岸赤坎、 西营、 东海岛、 东头山岛、 调顺岛、 麻章、 湖光、 太平划入

广州湾租借地ꎮ
从汉至明清ꎬ 无论高凉、 吴川到高州府ꎬ 还是铁杷、 椹川、 遂溪到雷州府ꎬ 尽管

县治地不断变迁ꎬ 但今湛江确实被划为郡县治地ꎮ 有了县治ꎬ 就有了独立的行政体

制ꎬ 县治所就近在家门口ꎬ 让你觉得实实在在被人管了ꎮ 更重要的是ꎬ 这是一个标

志ꎬ 今湛江开始有县治的历史ꎬ 第一次有了与中原相沟通的建置ꎮ

二、 法国侵占广州湾

１７０１ 年 ３ 月 ７ 日ꎬ 法国 “安菲特里德” 号 (也有 “白雅特” 号 Ｂａｙａｒｄ 说法) 军

舰遇到风暴避入 “广州湾”⑨ (法文 “Ｋｗａｎｇｃｈｏｗａｎ” )ꎬ １５０ 名船员逗留几个月ꎬ 他

们看到广州湾的地理位置良好ꎬ 水深浪静ꎬ 航道深长ꎬ 又有南三、 东海、 硇州三座岛

屿作天然屏障ꎬ 是一个天然良港ꎬ 便私自进行探测水文、 测量水道、 绘制地图ꎬ １７０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返航带回法国献给政府 (也有该船是 “商船” 的说法ꎬ 且为第二次到达

这一海域) 由此引起法国政府对广州湾的注意ꎮ
到 １９ 世纪末ꎬ 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ꎮ １８９７ 年 １１ 月德国强占胶州

湾ꎬ 同年 １２ 月俄国强占旅顺、 大连ꎮ 法国为了 “均势东力”ꎬ 企图在中国南疆建立

⑨


«广州湾租借地简史» (１８９８－１９４５) 莫里斯利弗上校著ꎬ 秦秋福译

«广州湾历史与记忆»ꎬ 景东升ꎬ 何杰主编ꎬ 武汉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４ꎬ 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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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据点ꎬ 作为长期侵占安南和侵略中国西南各省的基地ꎮ 法国人看中当时这个比

香港更优良的 “广州湾”ꎬ 以 “停船趸煤” 为借口提出租借ꎮ １８９８ 年 ３ 月月 １１ 日

(光绪廿四年二月廿一日)ꎬ 派使臣吕班向清政府递交照会ꎬ 开列四项内容ꎬ 并指出:
“所列四事ꎬ 必须照准”ꎮ 其中一项要清政府允许法国 “在南省海面设立趸船之所ꎮ
在法帝要挟下ꎬ 清政府被逼允许把广州湾租与法国ꎬ 但只是吴川县南三岛广州湾村坊

等几个小村落及附近海面ꎬ 面积约 ２０ 平方千米ꎮ １８９８ 年 ４ 月 ９ 日 (光绪廿四年三月

十九日) 复法照会 ( «法使致总署请准修滇越铁路租借广州湾并襄办邮政照会» )
云: “因和睦之由ꎬ 中国国家将广州湾作为停船趸煤之所ꎬ 租与法国国家九十九年ꎬ
在其地查勘后ꎬ 将来彼此商订该租界四至ꎬ 租价将来另议ꎮ”

１８９９ 年 ３ 月ꎬ 法国向清政府提出分界说帖和地图ꎬ 要求 “北至三水门头ꎬ 东至

黄坡ꎬ 西至旧县村ꎬ 南至大海ꎬ 将硇洲、 东海两岛全划界内”ꎮ 其范围差不多占遂

溪、 吴川两县的一半ꎮ 广东地方政府则提出一个纵横 ３０ 余里ꎬ 面积仅为法国要求租

借范围 １ / ８ 的方案ꎬ 送呈总理衙门ꎬ 请求据此跟法国交涉ꎮ ４ 月 ２２ 日ꎬ 法国海军以

“接收” 广州湾领地为名ꎬ 未待划界ꎬ 即强行在遂溪县海头汛 (今霞山) 武装登陆ꎬ
占炮台ꎬ 筑兵营ꎬ 企图向遂溪、 吴川内地扩展租借地范围ꎮ 这一侵略行径ꎬ 引起一场

历时廿月 “抗法斗争”ꎬ 法军只得退回赤坎文章桥 (今寸金桥) 以东ꎮ 清政府派广西

提督苏元春主持划界ꎬ 事始寝息ꎮ 清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公历 １１
月 １６ 日) 广西提督苏元春与法国海军准将兼总司令高礼容在法国军舰上签订 «中法

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ꎬ 条约规定 “定期九十九年惟在其租界之内ꎬ 订明所租

情形ꎬ 于中国自主之权无碍ꎮ” 租借地比法国原要求的东西约一百二十里、 南北百里

要少ꎬ 但大大超过原吴川县属的广洲湾范围ꎬ 把遂溪、 吴川两县部分陆地及两县之间

的麻斜海划为租借地ꎬ 海陆面积共约 ２１３０ 平方千米ꎬ 其中陆地面积 ５１８ 平方千米ꎬ
统称 “广州湾”ꎬ 租期 ９９ 年ꎮ 其范围南部由通明港起向北至新圩ꎬ 沿官路为界至志

满ꎬ 转向东北至赤坎以北、 福建村以南分中为界向东出海面ꎬ 横过调顺岛北边水面至

吴川县属兜离窝登岸ꎬ 再向东至西炮台河面分中出海ꎬ 距陆地 ３ 海里海面起ꎬ 向南沿

硇洲岛、 东海岛外海面直至通明港外 ３ 海里海面止ꎮ 即后来湛江市区基本辖地ꎮ 自此

广州湾成为自由贸易港ꎬ 并准许法国从赤坎至石城安铺建造铁路和铺设电线ꎮ

三、 行政机构的演变

广州湾租借地纳入法属印度支那ꎬ 归属法驻安南总督管辖ꎬ 依据 “杜美体制”
在广州湾设管理机构ꎬ 设计 “广州湾旗”ꎮ 总督集大权于一身ꎬ 驻各殖民地官员和当

地官吏都直接对总督负责ꎮ




«总署致法使来照三端可允照办照会» 载于 «清李外交史料» 第 １３１ 卷ꎬ ｐ７
«广州湾租借地» 马赛殖民博览会出版物ꎬ 印度支那总督府编ꎬ 秦秋福译ꎬ 河内 Ｌ 加洛瓦出版社ꎬ

１９０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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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一) 行政机构

公使署是广州湾最高行政机关ꎬ 设正副总公使各一人ꎬ 均由法人担任ꎬ 直接受安

南总督管辖ꎮ 总公使是公使署的最高行政长官ꎬ 首任总公使是亚利卑ꎬ 末任总公使杜

美 (不是印度支那总督的杜美)ꎮ １９００ 年公使署设于东营麻斜ꎬ １９０２ 年迁坡头ꎬ １９１１
年迁西营ꎬ 直到湛江解放ꎬ 西营一直是广州湾首府ꎮ

租借地设立初期ꎬ 广州湾管辖赤坎、 坡头、 东海、 硇洲四个行政区ꎬ 每区设一高

等参办ꎬ 由法籍人担任ꎮ 每区设若干乡ꎬ 乡设立公局ꎬ 配公局长一人ꎮ 公局长由地方

人士推选华人担任ꎬ 每届任期三年ꎬ 可连选连任ꎮ 公局设文书、 审判、 勤杂各一人ꎬ
局兵若干人ꎮ 公局职责是管理地方民间与民政事务ꎮ １９１１ 年ꎬ 废区乡制ꎬ 用代表制ꎬ
在坡头、 淡水 (今硇洲)、 铺仔、 志满、 太平、 东山、 三合窝等处各派一名代表治

理ꎮ 设西营市厅和赤坎市厅ꎬ 西营市长由副公使兼任ꎬ 赤坎市长由总公使委任ꎮ
公局是法国在广州湾分区设立的中层行政机构ꎬ 西营、 赤坎和各繁荣圩镇仍设公

局ꎬ 管理民事警政ꎮ 实行 “以华治华” 政策ꎬ 广州湾公局 (总公局) 长由公使署选

委华人绅士担任ꎬ 管辖各地公局ꎮ 抗战时期各公局长: 赤坎陈学谈、 西营黄衡初、 龙

潮张梁振和、 志满杨秉哲、 鹿渚李纯忠、 铺仔陈昌崇、 木渭黄德伍、 坡头黄祥南、 三

合窝游奎富、 那简余绍心、 东山王继相、 水流沟沈耀光、 淡水陈国卿、 太平吴武盈、
麻斜张斗文ꎮ 通明港、 北涯等村内曾设公局ꎮ 据郭寿华 «湛江市志» 记载ꎬ 法当局

设公局二十处ꎬ 公局长每三年为一任ꎮ 如是ꎬ 则说明公局不单在繁盛墟镇设立ꎬ 也会

设在位置重要的村落内ꎮ 各公局配文书一人ꎬ 局兵一般六人ꎬ 只有赤坎、 西营公局才

各有十二人ꎬ 总共局兵九十二人ꎮ 至今遗存公局建筑极少ꎬ 只能确认新墟公局和坡头

公局两处ꎮ
当地豪绅陈学谈历任广州湾公局长ꎬ 兼赤坎、 西营商团团长ꎬ 曾协助国民政府剿

匪受到邓本殷提拔ꎬ 对城市建设、 地方教育和慈善事业作过贡献ꎬ 他一生经历清朝、
广州湾、 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不同时代ꎬ 有 “广州湾杜月笙” 之称ꎬ 成为湛

江一位传奇式人物ꎮ
抗战胜利后ꎬ 中国收回广州湾ꎬ 以原范围划设市治ꎬ 定名为 “湛江市”ꎮ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成立湛江市政府ꎬ 为省辖市ꎬ 并隶属广东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ꎬ 市

府仍设于西营ꎻ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改隶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ꎻ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改隶第十四

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湛江解放ꎬ 仍为省辖市ꎮ

(二) 军队与警察组织

１８９８ 年法国军舰占领海头炮台后ꎬ １９００ 年在此地建造广州湾法军指挥部ꎮ 驻守

广州湾武装力量ꎬ 分为国防军 (红带兵)、 警卫军 (蓝带兵) 和警察 (绿衣兵) 三

 «法国在广州湾机构设置的主要机构简况» 蔡进光ꎬ 湛江文史 (第九辑)ꎬ １９９０ 年ꎬ 第 ４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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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ꎮ 其中红带兵团级建制ꎬ 归属法驻安南军队领导ꎬ 长官是法国人ꎬ 下级官兵有法国

人和安南人ꎬ 配备一个营兵力ꎮ 蓝带兵是地方保安部队ꎬ 为营级建制ꎬ 最高长官称为

司令 (三划)ꎬ 下设五个小队ꎬ 小队有小队长 (一划)ꎬ 小队长之下是排长 (百长)、
班长 (十长)ꎬ 以下是兵ꎮ 蓝带兵长官为法人担任ꎬ 次级官员为安南人担任ꎬ 最低层

官员和士兵由中国人充当ꎬ 主要任务是保卫地方政权ꎬ 总兵力约 ３００ 人ꎮ 红带兵中心

兵营设在西营ꎬ 警卫军分驻各区ꎬ 计有坡头、 赤坎、 硇洲、 东海、 铺仔、 新圩、 太

平、 志满等八处营盘据点ꎮ
警察署 (绿衣楼) 分设西营和赤坎ꎬ 各有警察约 ５０ 人ꎮ 警察署头目设正副职各

一人ꎬ 均由法人充任ꎬ 小头目和士兵都是中国人ꎮ 警察配备短枪、 皮鞭和警棍执勤ꎬ
负责管理治安兼管清洁卫生等工作ꎮ

(三) 司法部门与监狱

广州湾成立初期ꎬ 最高行政长官总公使、 副公使ꎬ 集行政、 司法、 立法权于一

身ꎬ 明文规定 “华民能安分并不犯法ꎬ 仍可居留”ꎮ 附没 “治安法庭” 由总公使和副

公使当法官ꎬ 专门受理法籍人诉讼ꎮ 各行政区设陪审法院ꎬ 由区长 (法籍人) 当法

官ꎬ 受理华人诉讼ꎮ １９１１ 年废区乡制后ꎬ 陪审法院仅设西营ꎮ １９２５ 年进行司法改组ꎬ
在市区或较大圩镇设立第一法院ꎬ 由总公使委派一名华籍法官负责ꎬ 引用中国法律审

判华人诉讼案件ꎮ １９３５ 年ꎬ 根据 «东法总督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改组广州湾地方司法

命令»ꎬ 设三级审判厅统一管理司法事务ꎬ 所有华人案件均由初级审判厅、 中级审判

厅和高级评议会裁判ꎮ 赤坎和一些较大圩镇设初级审判厅ꎬ 中级审判厅和高级评议会

均设在西营ꎮ 初级审判厅ꎬ 由总公使委派一名法人官员和一名华人 (一般为公局长)
组成ꎬ 法人任主席ꎬ 华人任陪审员ꎮ 中级审判厅由总公使委任公使署民政官员一人为

厅长ꎬ 陪审员二人ꎬ 翻译员一人ꎬ 华人书记员一人ꎬ 协助厅长办案ꎮ 高级评议议会以

总公使为主席ꎬ 副公使为说明委员ꎬ 任一华人绅士为委员ꎮ 初级审判厅在本区域内开

庭审案ꎬ 中级审判厅在广州湾范围内各处均开庭审案ꎮ 高级评议会的判决ꎬ 则有充分

权利代替初、 中两级审判厅的判决ꎮ
坡头和西营两区均建有监狱ꎬ 以关禁违法犯罪者ꎮ 坡头监狱已拆除ꎬ 原西营监狱

(今霞看守所) 配备武装人员约 ５０ 人ꎬ 大部分是安南人和少数法籍人ꎮ

(四) 其它配套机构

广州湾当局还先后设置一些配套机构ꎬ 为政府机关服务ꎬ 如东方汇理银行广州湾

分行、 海关、 邮电局、 电台、 工务局 (主管陆路建设)、 飞机场、 医院、 学校 (安碧

沙罗学校ꎬ 又名法华学校培养法语翻泽人员)、 天主教堂等ꎮ

第三节　 古埠繁华———近代之前的广州湾~１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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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一、 人类聚居的历史

史记ꎬ 远在 ５０００~８０００ 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约夏商之间)ꎬ 今湛江辖地已有

人类居住ꎬ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ꎬ 归属象郡ꎮ 汉代ꎬ 设徐闻县辖整个雷州半岛ꎬ 后

并为合浦郡治ꎮ 唐代ꎬ 朝廷为开发南疆ꎬ “徒闽南之民于合州” (合州即雷州半岛)
移民步伐加快ꎬ 闽潮人沿着海道涌入 “多平田沃壤” 的雷州半岛ꎮ 汉代ꎬ 徐闻被开

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贸易始发港ꎬ “要拨贫ꎬ 诣徐闻” 引发大批移民潮ꎮ 当其繁

盛之时ꎬ 沿岸北上陆续开发博赊、 雷州、 通明、 赤坎、 梅菉等港口ꎬ 方便东南沿海省

份海上交通往来ꎮ 至宋时ꎬ 赤坎港因海湾之优势ꎬ 成为海陆大宗商货的集散地ꎮ
经元、 明、 清初 ３６０ 多年间ꎬ 由于连年征伐和实行海禁ꎬ 赤坎港无大发展ꎮ 但在

朝廷戍边屯垦需要和商人逐利之下ꎬ 闽潮人一直没有停止过入迁的脚步ꎮ 至清康熙二

十二年 (１６８３ 年) 年间统一台湾后ꎬ 解除海禁ꎬ 海运贸易恢复发展ꎬ 素善经商的闽、
浙、 潮、 穗、 琼及高雷商民纷纷从海路或陆路抵达赤坎经商ꎬ 移民聚籍而居ꎬ 人口增

多ꎬ 各同乡会、 商会争相在赤坎投资开发建设ꎬ 开设店铺商号ꎬ 沿街货栈林立ꎬ 栉次

鳞比ꎻ 修筑码头 １０ 处ꎬ 每处码头都是一方商会属地ꎬ 被冠以云霄港、 漳浦港、 诏安

港等名称ꎮ 至 １９ 世纪中叶ꎬ 潮州、 闽浙、 广府、 高州、 雷阳等会馆相继建成ꎮ 时ꎬ
赤坎城 “有 ３３３４ 名土著居民”ꎬ １９２４ 年增至 １ 万余人ꎮ 于是出现福建、 潮州、 高

州、 大通、 南兴、 染房、 盐埠、 米行等街巷ꎮ 这些沿用至今的古老街名ꎬ 道出当年来

自五湖四海的异乡人同城而居、 乐也融融的情形ꎮ
相传ꎬ 清康熙 １７２２ 年间有福建人方某载货抵达赤坎ꎬ 颇与土人相得ꎬ 易货后返

回原籍ꎬ 招来更多同乡陆续到此落户ꎬ 在古老渡西面形成福建街ꎬ 北面形成福建村ꎬ
一部分人则在鸭乸港填海建屋ꎬ 日后也发展成人口密集居民区ꎮ 在鸭乸港民众所供奉

三座庙宇ꎬ 体现移民结构的特点: 一是生意人特别注重关帝 “圣帅庙”ꎻ 二是福建人

崇拜妈祖 “天后宫”ꎻ 三是感恩造福一方土地公 “德福庙”ꎮ 这三座庙宇均建于清朝ꎬ
间中扩建或重建ꎮ 居民对土地公尤其敬重ꎬ 称土地公为境主ꎬ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境主

诞必定隆重庆祝一番ꎬ 场面非常热闹ꎬ 对土地神如此图腾拜祭ꎬ 在粤西地区是绝无仅

有的ꎬ 却与福建地区风俗相近ꎮ 福建移民形成最初的文化传承特点ꎬ 即福老系文化ꎬ
亦深深影响广州湾的风俗ꎬ 也影响广州湾城市建筑的风格ꎮ

１９３７ 年抗日战争爆发ꎬ 广州、 香港等沿海港口沦陷ꎬ 偏安一隅的广州湾成为对

外通商港口和逃往 “自由中国” 唯一通道ꎮ 其时ꎬ 外地大批商贾、 难民和游资涌入ꎬ
人口骤增ꎬ 租借初期人口 １５ 万ꎬ １９２６ 年约为 ３０ 万ꎬ １９３９ 年达 ６０ 万ꎮ 由于街巷狭

窄ꎬ 人口拥挤ꎬ 促进城区向外拓展ꎬ 改造学堂街ꎬ 铺设柏油路面ꎬ 拓宽为 “法国大

马路”ꎬ 建中国大马路等ꎻ 由于赤坎港航道沙泥淤塞ꎬ １９２５ 年实施填海造地工程ꎬ 兴

建 “三民路” 港口商业街区ꎬ 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安装路灯ꎬ 成为赤坎商业繁华街道ꎮ

 «广州湾租借地» １９０６ 年马赛殖民博览会出版物ꎬ 印度支那总督府编ꎬ 秦秋福译ꎬ 河内 Ｌ 加洛瓦出

版社 Ｐ 第三章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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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军事建制

古代雷州半岛作为近海军事要地ꎬ 寇匪常至ꎬ 战事频繁ꎬ 为历代朝廷重兵镇守之

“天南重地”ꎮ 明代洪武元年 (１３６８ 年) 太祖朱元璋派征南将军廖永忠平岭南ꎬ 为巩

固疆域ꎬ 加强防御海防要塞ꎬ 设雷州卫ꎬ 实行 “凋北屯南” “量地近远ꎬ 置卫筑城ꎬ
水陆设防” 战略ꎮ 雷州卫除左、 右、 前、 后、 中五个千户所即 “内五所” 外ꎬ 下没

海安、 海康、 锦囊、 乐民、 石城五个千户所ꎬ 即 “外五所”ꎮ 由此ꎬ 雷州卫内外共

十所ꎬ 每所兵额 １１２０ 名ꎬ 全卫十所兵额达 １００８０ 名ꎬ 军屯结合ꎬ 士兵边种地边准备

打仗ꎬ 今雷州半岛居民不少是当年屯兵的后裔ꎮ
“外五所” 中的 “乐民所” 城池ꎬ 位于遂溪县乐民墟北面一千米处ꎬ 最为接近广

州湾ꎬ 于明洪武二十七年 (１３９４ 年) 由安陆侯吴杰创建ꎬ 管辖调神 (疑为今之 “调
顺” ) 湾、 博里湾等 １５ 处沿海炮台烟墩ꎬ 是雷州西海兵防要塞ꎮ 张廷玉 «明史»
载: “遂溪府北ꎮ 东西滨海ꎮ 西南有乐民守御千户所ꎬ 洪武 ２７ 年十月置ꎮ 西北有湛川

巡检司ꎬ 治故湛川县ꎬ 后迁县东南故铁杷县ꎮ” 与明代郑若曾 «筹海图编» 所述相

合ꎮ 即ꎬ 铁杷县设湛川巡检司ꎬ 配 “弓兵二十名”ꎬ 清雍正十年 (１７３２ 年) 迁于东海

岛ꎬ 铁杷县荒废ꎮ
清因明制ꎬ 在明代所有遗留的卫所、 墩台基础上ꎬ 垒城置炮ꎬ 设营添兵ꎬ 进一步

加强水陆路边防力量ꎬ 水师旗营有海安营、 东山营、 吴川营、 硇州营、 石城营ꎬ 通明

港、 麻斜渡口、 海头汛也筑炮台ꎮ 沿袭明代旧制ꎬ 实行巡洋会哨制度ꎬ 每年八月初

十ꎬ 澄海协副将与香山协副将会哨于平海大星澳ꎻ 硇州营都司与吴川营都司会哨于广

州湾ꎮ

三、 城市的雏形

赤坎原是南方边陲僻静的一座小山岗ꎬ 几十户住民ꎮ 宋元之际ꎬ 闽潮大批移民聚

居赤坎ꎮ 赤坎东临大海湾ꎬ 北靠西山ꎬ 南北西三面分别有南溪、 文章、 北桥三条河流

环绕ꎬ 天然闭合的屏障护卫着不足 １ 平方千米的老城区ꎮ 狭长的大海湾ꎬ 由硇洲岛、
东海岛、 南三岛作屏障ꎬ 港内风平浪静ꎬ 是躲避海盗安全之地ꎮ 居民安居乐业ꎬ 各地

客商云集ꎬ 沿街货栈林立ꎬ 前店后宅ꎬ 成为粤西商贸集散中心ꎮ 商贸发展ꎬ 促进航运

港口建设ꎬ 小山岗被开发为港口ꎬ 由北至南砌筑码头 １０ 处ꎬ 层层青石台阶ꎬ 高墙耸

立ꎬ 设枪眼瞭望孔ꎬ 行人穿越深巷窄洞ꎬ 胜似城堡却不是城堡ꎬ 不为城墙所囿ꎬ 赤坎

由商埠墟 “市” 演变为城市ꎮ
赤坎埠乃铁杷县地ꎬ 隋开皇十年 (公元 ５９０ 年) 置铁杷县ꎬ 后易遂溪县ꎬ 历隋、





【明】 郑若曾 «筹海图编»ꎬ 卷三ꎬ ２３３—２３７ 页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７ 年 ６ 门第 １ 版

张廷玉下 «明史» 卷 ０４５ꎬ 志第二十一地理六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第 １ 版

王宏斌 «清代前期海防: 思想与制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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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唐、 宋三朝共 ３８２ 年俱未有城ꎮ 元至元间ꎬ 湛川巡检司设二十六都椹川村ꎬ 即湛川县

地ꎮ 明洪武年间ꎬ 迁铁杷县ꎬ 清雍正十年 (１７３２ 年) 迁东海岛ꎬ 但均未能形成上

规模的城市ꎮ 自明洪武 ３ 年 (１３７７ 年) 实行海禁ꎬ 长达二百年 “寸板不许下海”ꎬ 不

准商船私往南洋ꎮ 清初进而 “锁海” “迁海”ꎬ 禁止船只出海ꎬ 强迫闽粤沿海居民内

迁 ５０ 里ꎬ 赤坎港亦几近废弃ꎮ 清康熙收复台湾ꎬ 次年废止海禁ꎬ 鼓励内迁之人回故

里复业ꎬ 随后海上贸易得以恢复和发展ꎬ 赤坎凭港弯之优势ꎬ 近南洋之地利ꎬ 海运商

贸迅速发展ꎬ 至清乾隆年间 (１７３６ ~ １７９５ 年) 呈现 “商旅攘熙ꎬ 舟年辐辏” 繁荣景

象ꎮ 但因赤坎商船蚁集ꎬ 懋迁者多ꎬ “洋匪不时劫扰ꎬ 商旅苦之ꎬ 后乃派兵防

御ꎮ” 时ꎬ 赤坎虽有清兵防御ꎬ 但仍 “俱海头汛属”ꎬ 没有独立的行政体制ꎮ
赤坎商埠发展ꎬ 移民聚籍而居ꎬ 庙宇香火兴盛ꎬ 较为闻名的有水仙、 白马、 关

帝、 双忠、 康公、 妈祖等祠庙ꎮ 水仙庙始建年代不详ꎬ 右侧 ２５ 级石砌踏跺式号码头

通往南兴街ꎬ 供奉炎、 河二帝ꎬ 庙前两口井ꎬ 有楹联 “耒耜初兴功资稼穑ꎬ 山川始

奠绩奏平成”ꎻ 白马庙ꎬ 原址在九二一路与中山二路转角处ꎬ 始建年代不详 (已拆

除)ꎻ 关帝庙ꎬ 原称 “雷阳武庙”ꎬ 供奉关羽像ꎬ 遗址位于关庙街ꎬ 建于清光绪十一

年 (１８８５ 年)ꎬ 为四合院式砖木结构建筑ꎬ 歇山顶作马鞍形ꎬ 有石阶五级ꎬ 左右各有

石鼓ꎬ 现为市第四小学校舍ꎻ 妈祖庙又称 “天后宫”ꎬ 位于赤坎前进路ꎬ １９９９ 年文章

湾村民集资重建ꎬ 庙前楹联: “湄祖分灵迁赤土ꎬ 文母香火继莆田”ꎻ 双忠庙ꎬ 遗址

位于赤坎南华广场小公园内ꎬ 潮州商绅于清乾隆四十八年 (１７８３ 年) 所建ꎬ 并在赤

坎建潮州街ꎬ 十二年后又建潮州会馆ꎬ 时ꎬ 潮籍经商者达千人之多ꎬ 对赤坎发展起到

重要作用ꎮ 庙宇是神灵的居所ꎬ 民间所供奉的神灵多种多样ꎬ 可见赤坎早期移民来自

不同的文化地域ꎮ
道光二十九年 (１８４９)ꎬ 赤坎港注册商船有 ４００ 余艘ꎮ 据现存碑记资料ꎬ 乾隆四

十八年 «题建正座碑记» 统计ꎬ 在赤坎港登记潮州籍贯的商号、 商行、 船户共 １９２
户ꎮ 来自高州六属 (化州、 茂名、 电白、 信宜、 吴川、 石城) 士绅商贾捐资的高州

会馆建于咸丰三年ꎮ 福建、 浙江商贾船户筹资的闽浙会馆建于清代ꎬ 据嘉庆二十一年

«诏安港客商船商人出海开列碑记» 记载ꎬ 闽浙商人船户的姓名在赤坎经商 ４５ 户ꎬ
诏安港是闽人以故乡地名命名的出海码头ꎬ 位于闽浙会馆左侧 (６ 号码头)ꎮ 此外ꎬ
福建商人于嘉庆二十四年在赤坎置地修建云宵、 洋浦等港口ꎮ 雷州三属 (遂溪、 海

康、 徐闻) 商人筹资的雷阳会馆建于嘉庆年间ꎮ 据光绪六 (１８８０ 年) «乐善堂重拟题

捐小引» 和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 年) «乐善堂石碑记» 捐款芳名次序可知ꎬ 广州会

馆位列第一ꎬ 依次为潮州、 漳州、 高州、 雷阳等会馆ꎬ 这五大会馆共同出资成立慈善

机构乐善堂ꎬ 有解困救人、 收敛尸骨的责任ꎮ 在没有官府机构的赤坎埠ꎬ 乐善堂某种

程度上具有公共职能属性ꎮ 这些碑记ꎬ 刻录商号或船主姓名ꎬ 以 “题银” 多少为






«遂溪县志»ꎬ 清道光二十八年续修ꎬ 点校本卷三ꎬ 衙署 ６５
«雷州府志»ꎬ 清嘉庆十六年 (１８１１ 年)ꎬ 卷十三

同 １３ꎬ ｐ１３７
丁日平: «从遗存碑刻看赤坎古埠的海上商贸地位»ꎬ «赤坎文史» 第六辑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０４－３１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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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ꎬ 统一安排船只出海次序ꎮ 可见ꎬ 赤坎港的兴起与繁荣ꎬ 与省内外商人的活动密不

可分ꎮ 赤坎港不仅是国内经商贸易的港口ꎬ 也是对外交往口岸ꎮ “湛江赤坎出土的

１３４ 枚 １８ 世纪西班牙银币ꎬ 多数银币戳有中国钱庄之类的中文印记ꎬ 表明在流入中

国后亦长期流通使用”ꎮ

１８９８ 年法国占领广州湾ꎬ 看中赤坎港的海运贸易地位ꎬ 把赤坎划入租界范围ꎬ
赤坎先是第一区区治ꎬ １９１１ 年后成立市政厅ꎬ 市政厅长兼任代表长ꎮ １９１４ 年ꎬ 在赤

坎开办法华学校ꎬ 还设有警察署、 宪兵室、 工务局、 邮局等机构ꎮ 在鸭乸港建灯塔ꎬ
赤坎周边建四座碉堡式更楼ꎬ 驻兵警备防卫ꎬ 两座更楼己毁ꎬ 位于北桥新春路和跃进

路市政府内的更楼至今仍然存在ꎮ 法国租借广州湾后直至民国初年ꎬ 赤坎港仍有发

展ꎬ 商业繁盛ꎮ 但由于湛江海湾沙泥淤积ꎬ 海潮低落ꎬ 赤坎港功能渐废ꎮ １９２５ 年ꎬ
在许爱周、 陈学谈等富商推动下ꎬ 当局实施填海造地工程ꎬ 赤坎营建 “三民路” 港

口商业街区ꎬ 海岸线由今民主路退至今民生路ꎻ 而作为广州湾首府的西营扩建栈桥码

头ꎬ 填海造路ꎬ 建东堤路、 汉口路港口商业街区ꎮ 其时ꎬ 广州湾 “商店多半改造洋

楼ꎬ 填海滨而铺户加多ꎬ 浚海港而轮船不绝”ꎬ 一幢幢骑楼式和法式建筑席地而起ꎬ
传统的中国滨海小镇已逐步演化为具有近代欧陆风情的海滨小城市ꎮ

第四节　 法国殖民的印记———近代广州湾的城市发展

１８９９ 年中法广州湾租借条约签订后ꎬ 广州湾成为法国一国之租借地ꎬ 虽因地辟

一隅ꎬ 至回归时已是一座海滨小城市ꎮ 但至 １９４５ 年归还中国历时 ４７ 年之久ꎬ 亦留下

深深的法国殖民印记ꎮ

一、 东营西营与赤坎

(一) 东营

麻斜是坡头西南部突出的海角ꎬ 三面临海ꎬ 当地盛产的黄麻常年受到海风吹拂ꎬ
大片长势倾斜ꎬ 乘船过渡民众称此地为 “麻斜”ꎮ １９００ 年ꎬ 广州湾租借地的首府总公

使署设在麻斜 (Ｍａ－Ｔｃｈé)ꎮ 法国人命名为 Ｐｏｉｎｔｅ－Ｎｉｖｅｔ (尼维角)ꎬ 曾以之代称建设

中的麻斜市ꎮ
尽管法国人在主要驻军地西营已有一些建设基础ꎬ 而选择东岸的麻斜作为首府ꎬ

是为了加强对海湾的管理ꎬ 与今天的湛江市 “一湾两岸” 规划格局还有几分相似之

处ꎮ １８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法国在广州湾的行政机构开始组建ꎬ 临时管理广州湾的马

罗中校 “按照麻斜河 (为界)ꎬ 将其分为两个中心ꎬ 分别由一个营管理ꎮ” 这两个中

心就是麻斜城和白雅特城ꎬ 共有 ２２６８ 名中国人ꎮ １９００ 年 ２ 月上任的总公使 Ａｌｂｙ 就驻

 «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ꎬ 陈立新著ꎬ 南方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１１ꎬ Ｐ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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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在麻斜公使署内ꎮ １９０１ 年ꎬ 建麻斜至坡头公路ꎬ 长 １０ 千米ꎻ 建堆石防波堤和尼维角

一段栈桥码头、 麻斜市场ꎬ 制订麻斜市规划等ꎮ
麻斜是张氏宗族世居之地ꎬ 有张氏大宗、 张氏始祖墓等宗族公产建筑ꎮ 自古以

来ꎬ 张氏牢牢地控制着沟通吴川与遂溪的麻斜渡口和麻斜街上的罗侯王庙ꎬ 可见其宗

族强势ꎮ 法国当局企图在麻斜发展商业ꎬ 与中国商人所控制的赤坎商埠竞争ꎬ 然而由

于自然条件恶劣、 投资不足和民众反抗等原因ꎬ 计划终告失败ꎮ 从 «１９００ 年麻斜规

划图» 看出ꎬ 张氏宗族的生存空间全在规划建设范围内ꎬ 双方利益发生对峙冲突ꎬ
法国当局采取退让态度ꎮ １９０２ 年首府迁坡头ꎬ 在坡头建蓝带兵营二层高ꎬ 多边形建

筑ꎬ 有凹形的外廊ꎬ 厚实的墙身和射击孔ꎻ 建两层联体式公局楼ꎬ 建筑规模比较小ꎮ
１９１１ 年首府迁往西营后ꎬ 东营麻斜和坡头的城建中断ꎮ 由于行政机构和驻军全部撤

出ꎬ 麻斜原总公使署、 兵营、 学校、 邮局和官邸等房屋全遭拆除和废弃ꎮ 至今ꎬ 坡头

镇政府和卫生院宿舍区内仅保存兵营、 公局楼ꎮ
印度支那殖民地官员 Ｇａｓｔｏｎ Ｃａｉｌｌａｒｄ 写道: “在麻斜我们建有一条宽敞的林荫大

道ꎬ 在我们计划要建的新城ꎬ 会建起四通八达的道路ꎮ 可是ꎬ 港口和停泊口没有被规

划建设ꎬ 遇上台风这种坏天气ꎬ 船无法在麻斜停泊ꎮ 结果ꎬ 由于几乎不可能在麻斜装

卸货物ꎬ 船只像以往一样继续驶向赤坎去ꎬ 赤坎还是保持租借地贸易中心和唯一港口

的地位ꎮ”

(二) 西营

西营ꎬ 旧称 “海头汛”ꎬ 此称谓源于人文地理ꎮ 宋时ꎬ 渔船在此泊舟避风ꎮ 元明

时ꎬ 形成一个小渔港ꎬ 海边搭几间茅棚ꎬ 往来渔民小贩熙熙攘攘ꎬ 依渔 “汛” 期趁

圩ꎬ 潮涨成圩ꎬ 潮落收市ꎬ 这里又是遂溪乘船过麻斜的陆地突出海角尽头ꎬ 当地人把

此地叫 “海头圩”ꎮ 最靠近小渔港的一条小村ꎬ 村港合一ꎬ 故叫 “海头港村”ꎮ 至清

朝ꎬ 周围稀稀落落分布洪屋、 炮台仔、 麻登仔、 菉塘、 霞山等几条村落ꎬ 有 “原住

民 ２２６８ 人”ꎬ 朝廷把这片地域统称 “海头汛”ꎮ 这个小渔港附近建有一座砖木结构

“海生宫” 庙ꎬ 意指渔民都是海的儿女ꎬ 祈求保佑航海平安ꎬ 是 “海头汛” 最早建筑

之一ꎮ
法国强占广州湾ꎬ １９００ 年首府设在麻斜ꎬ １９０２ 年迁坡头ꎬ 位于海湾东岸称为

“东营”ꎮ １９１１ 年迁 “海头汛”ꎬ 位于海湾西岸称为 “西营”ꎮ 广州湾当局十分重视城

市规划ꎬ 东营的麻斜和坡头都编制过城市规划图ꎬ 却没有完整实施ꎮ 规划建设的重点

放在西营ꎬ 制定 １９０２ 年版 «广州湾规划» 和 «西营总体规划»ꎬ １９１５ 年版 «广州湾

辖区中心规划» 等ꎮ 这些规划的实施ꎬ 主观上是为加强殖民统治ꎬ 将广州湾作为法





Ｇａｓｔｏｎ Ｃａｉｌｌａｒｄ. Ｌ’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Ｋｏｕａｎｇ－Ｔｃｈｅｏｕ－Ｗａｎ 转引自 Ｊｏｅｌ Ｍｏｎｔａｇｕｅ." Ｋｏｕａｎｇ－Ｔｃｈｅｏｕ－Ｗａｎ ａｎｄ
ｉｔ’ 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 – 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Ｆｒｅｎｃｈ Ｌｅａｓｅｈｏｌｄ ａｓ Ｓｅｅｎ ｂｙ 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 Ｅｍｅｒｉ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１９２９.

«广州湾租借地»ꎬ 马赛殖民博览会出版物ꎬ 秦春福译ꎬ Ｌ 加洛瓦出版社河内－海防ꎬ １９０６ 年 Ｐ 第三

章居民麻斜及白雅特城中心合计 ２２６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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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海外和印度支那联邦的永久侵略据点ꎬ 并为殖民者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

境ꎮ 但客观上由于当局干预和带动ꎬ 西营的城市建设得到迅速发展ꎬ 首先是公共工程

建设ꎮ 网格式的道路布局ꎬ 笔直宽阔ꎬ 总长达 １３５ 千米ꎻ 建小花园、 街头绿地、 金鸡

雕塑花坛等ꎻ 进行 “白瓦特港” 和赤坎港两个港口建设管理ꎻ 建码头堤岸和船坞ꎬ
建一座 “Ｔ” 字形栈桥码头ꎬ 长 １００ 多米ꎮ 其次是医疗援助ꎮ 改善公共卫生ꎬ 建爱民

医院ꎬ 为市民接种疫苗防止疫病ꎮ 第三是公共教育建设ꎮ 麻斜、 赤坎相继办起 ７ 所学

校ꎬ 开设一些物理学课程ꎬ 建一所中西合办法华学校ꎬ 培养法语翻译人员ꎮ 第四是进

行邮政通信建设ꎮ 建邮政楼ꎬ 铺设电话线路长 ８０ 千米ꎬ 加强广州湾与香港、 东京的

邮政通信往来ꎮ 除无线电报方式之外ꎬ 通过建灯塔以及发光航标ꎬ 确保航海安全ꎮ 此

外ꎬ 还有一些配套机构和基础设施建设ꎬ 比如东方汇理银行、 天主教堂、 电台、 海

关、 工务局、 飞机场等ꎬ 这些市政建设改变广州湾作为自然渔村的格局ꎬ 促进近代城

市结构的形成ꎮ 至 １９４３ 年上述规划基本实现ꎬ 所确定的城市道路骨架也基本完成ꎬ
西营成为一座完全由法国人规划建设的远东滨海小城ꎮ 时人对广州湾有如下描述:

“到广州湾的船ꎬ 经常是上午 １１ 点左右抵埠ꎮ 船一进广州湾海港ꎬ 你可见那海滨

一带ꎬ 有一排整齐的红色洋房ꎬ 靠东一带ꎬ 还点缀着绿色树木ꎮ 这红墙绿树之地ꎬ 正

是法国经营这土地的根据地———西营ꎮ
西营是广州湾的政治中心ꎬ 主要行政机关都在这里ꎮ 离海滨码头不远处是警察

局ꎬ 由这里上去有纵横交叉的街道ꎬ 各处分立着公使馆、 银行、 军营、 教堂、 学校、
邮局、 俱乐部、 电影院等ꎮ 住宅民房、 国人开的商店与安南人经营零卖店铺等ꎬ 夹杂

在这些近代建筑之中ꎬ 显出极堪注瞻的对比ꎮ
西营地方虽小ꎬ 但那街道之整洁雅致ꎬ 就足以令人惊叹不已ꎮ 那些街道是那样的

宽宏和雅静ꎬ 短的红墙ꎬ 院内院外的花木是那样的栽植得恰到好处ꎬ ———看了你真会

相信 (法国人是爱美的高贵的民族)ꎮ” “白雅特城为广州湾之首府ꎬ 位居马溪河

(麻斜) 之左岸ꎮ 该河长约一千二百密达 (米)ꎬ 深二十五密达ꎬ 对面更有通洛莫克

城 (梅菉) 之河道ꎮ 白雅特城位置极佳ꎬ 宜于商业ꎬ 筑于一堤之上ꎬ 气候尤宜于卫

生ꎬ 风景绝佳ꎬ 建筑物甚为美观ꎬ 道路亦极齐整ꎮ 惟本港商业ꎬ 尚未发达ꎬ 赤坎汽船

经此ꎬ 约停一小时ꎮ 香港广南 (属安南) 往来之船舶ꎬ 约每两星期泊此一次ꎮ 其余

尚有载货之船舶及渔船来往其间ꎮ 要之当道对于本港之工程ꎬ 绝未整理及之也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ꎬ 市人委向省人委 (省政府) 提出 «关于取消西

营、 东营名称改变湛江市、 麻斜» 报告ꎬ 同年 １２ 月获省批复ꎮ 据此市人委印发公告ꎬ
从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西营以湛江市的名字来包括ꎬ 东营改称麻斜ꎮ 由于西营不另

命名ꎬ 湛江市之名涵盖西营ꎬ 又涵盖赤坎ꎬ 地理概念混淆ꎮ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呈省批复ꎬ
因原市人委大楼附近有霞山村ꎬ 故西营改称霞山ꎮ 此名沿用至今ꎮ




１９３７ 年 «申报» 第一卷第八期: «广州湾一瞥»ꎬ 王雪林

法人某氏游广州湾视察书ꎬ 摘自 «湛江文史———广州湾»ꎬ 原载于 ２０１４ 年 «东办杂忐» 第十卷第 １１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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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三) 赤坎

赤坎的名称源自地形ꎮ “原来是盘踞小山岗上的一个村落”ꎮ 这座小山岗裸露大

片红土ꎬ 海岸落差大ꎬ 船只进入沙湾海域ꎬ 渔民远远看见这片红色小山岗ꎬ 就会告诉

伙伴们 “快到赤坎了!” ( “赤坎” 是土话ꎬ 红土坡的意思)ꎬ 此称呼沿习下来ꎮ 渔船

停靠在这小山岗脚下ꎬ 多有鸭农在海边放养鸭子ꎬ 兜售鸭蛋ꎬ 故叫鸭乸港 ( “鸭乸”
是土话ꎬ 母鸭子的意思)ꎮ

宋元之际ꎬ 大批闽潮移民南下ꎬ 成群结队的帆船驶入古老渡、 鸭乸港ꎬ 与早年间

的移民汇合ꎬ 在此落户定居ꎬ 形成福建村、 福建街ꎮ 历元明两朝ꎬ 徐闻沿岸由南至北

出现赤坎、 梅菉、 水东等港口ꎬ 其中赤坎港便是广州湾的主港ꎬ 法国人找到给养补充

的正是在赤坎港ꎮ 清康熙年间废除海禁ꎬ 闽、 浙、 潮、 广府、 高雷等客商接踵而来ꎬ
加上返迁的原住民ꎬ 各地商贾、 船主和移民聚籍而居ꎬ 纷纷开办商号ꎬ 组建商会ꎬ 筹

款搞基建ꎬ 在山坡上大兴土木ꎬ 由北至南建起踏跺式码头 １０ 处ꎻ 以土木砖石为建筑

材料ꎬ 营造混合结构联排式民居ꎬ 彼此共用山墙ꎬ 联檐通脊ꎬ 一户占用一间至两间面

宽ꎬ 楼下开铺楼上住人ꎬ 营商与生活融为一体ꎬ 串联出一道独特的南粤港埠风景ꎻ 大

通街两旁酒楼商店各有飞阁栏槛ꎬ 趟栊门ꎬ 屋檐门楼ꎬ 斗拱装饰ꎬ 建构优美ꎬ 风格秀

丽ꎮ 尤其是 “五大会馆” 建筑各具特色ꎬ 集江南与岭南建筑特色于一地ꎬ 堪称粤西

一绝ꎮ 赤坎由宋代一个小小的埠头发展成为 “商船蚁集ꎬ 懋迁者多” 的商埠海港ꎮ
时ꎬ 法国人对赤坎的描述:

“赤坎位于租借地的北部边境拥有居民 ３３４３ 人ꎮ 这完全是一个中国城镇ꎬ 且

远不像其他中国城镇那么气味难闻ꎮ 赤坎城拥有几座庙宇ꎬ 其中的一些值得参观ꎮ 赤

坎的贸易活动规模很大ꎬ 这也是进入内地消费市场的最忙碌的通道之一”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ꎬ 建港筑堤ꎬ 围海造田ꎬ 使调顺岛成为与赤坎相连

的半岛ꎮ 海岸远退ꎬ 陆地由民生路伸延至沙湾一带ꎬ 赤坎港码头功能尽废ꎮ １０ 个踏

跺式渡头留作街巷ꎬ 层层青石阶梯ꎬ 高墙耸立ꎬ 吸引许多摄影发烧友常来这里捕捉岁

月的痕迹ꎮ

二、 城市基础设施之建构

法国殖民者在广州湾租借地建设中ꎬ 对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颇为重视ꎬ 直接运用本

国先进技术进行市政建设ꎬ 出现沥青马路、 路树、 花园、 电灯、 电话、 汽车、 管道排

水等现代化设施ꎮ




«赤坎一瞥»ꎬ «申报»ꎬ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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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城市道路与公路

广州湾时期ꎬ 规划建设道路与兴筑公路同时并举ꎮ １９０１ 年制订麻斜市规划ꎬ 建

造街道和林荫大道ꎮ 广州湾之前ꎬ 赤坎有古老渡、 福建街、 海边街和大通街等ꎬ 这

些街巷狭窄ꎬ 青石铺砌ꎬ 质量较好ꎬ 沿街前店后宅ꎬ 商铺林立ꎮ 广州湾时期未对赤坎

进行统一规划ꎬ 但西营作为行政首府功能的相对单一ꎬ 经济贸易及工业主要集中于赤

坎ꎬ 经济发展促进城区扩展ꎬ 向东拓展ꎬ 营建 “三民路” 街区ꎻ 向西拓展ꎬ 营建法

国大马路、 中国大马等街区ꎮ
三民路街区建于 １９２５ 年ꎮ 其时ꎬ 商船来往频繁ꎬ 居民增多ꎬ 老城街巷狭窄ꎬ 人

口拥挤ꎬ 加上港口航道沙泥淤积ꎬ 海潮低落时ꎬ 海滩陆地显露至今民生路附近ꎬ 不利

于通航ꎮ 在许爱周等富商推动下ꎬ 广州湾当局实施填海造地工程ꎬ 营建民主、 和平、
杜美、 文英、 民生等港口商业街区ꎬ 庞大的连体式骑楼建筑群拔地而起ꎬ 雄伟壮观ꎬ
屋脊、 梁柱、 门窗等形式多样ꎬ 节点及细部处理融合中西文化元素ꎬ 活泼简洁ꎬ 装饰

华丽ꎮ 骑楼遮阳挡雨ꎬ 行人不受天气影响ꎬ 楼下商铺ꎬ 楼上居住ꎮ 街道比之大通街宽

阔笔直ꎬ １９２６ 年通电灯、 电话ꎬ 通行汽车ꎮ 街道两旁绿树成荫、 树影婆娑ꎬ 虽处城

区中心却显得幽静ꎮ 这种建筑错落有致ꎬ 至今仍保存有岭南风格的商号民居、 欧陆情

调的法式建筑、 南洋风格的楼房、 传统的古典庙宇ꎬ 典型的中央银行旧址、 爱周中

学、 广州湾商会等建筑较完整地保留近代城市的历史风貌ꎮ
中山二路始建于清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ꎬ 初期叫 “学堂街”ꎬ 因沿街有众多的学校

而著称ꎮ １９２６ 年扩改为柏油路面ꎬ 安装路灯ꎬ 改称 “法国大马路”ꎬ １９３８ 年开发为

商业街区 (抗战胜利后改今名)ꎮ 在老城北面郊区水沟边建 “中国大马路” (今九二

一路)ꎮ 两大马路相互垂直ꎬ 成为赤坎老城新发展的中轴线ꎬ 沿街店铺林立ꎬ 依记饭

店、 南华、 宝石、 大中、 六国 (不夜天) 等大酒店ꎬ 以及中南百货公司、 百乐殿电

影院等建筑风格各异ꎬ 兼有欧陆式、 南洋式和岭南式的建筑特点ꎬ 成为十分繁华的商

业街区ꎮ 同时ꎬ 兴建医院大马路、 贝丁街、 学堂街、 药房街、 海港街等ꎬ 从新街尾建

新街尾下街ꎬ 直通郊外志满ꎻ 向东南建霞飞坊福煦道ꎬ 直通西营ꎮ “再在克海二街外

围ꎬ 建龙督总街、 汽车街ꎻ 在海边街东ꎬ 横筑港口街、 沟边街、 救火局街、 丰筑杜美

道、 文英街、 码头路等街道ꎮ 凡是新建的街道都能行汽车ꎮ”

广州湾之前ꎬ 西营有海边街、 火烧街、 水浸街、 括流街等土路ꎬ 凹凸不平ꎬ 贫民

小贩居住区ꎬ 群体较杂的多住竹棚草房ꎬ 一年到头火灾不断ꎬ 故名火烧街ꎻ 搬运苦力

多住木屋ꎬ 旁边有一口污水塘常遇大潮变成泽国ꎬ 房子为避水浸如同踩高跷建在木椿

上ꎬ 故名水浸街ꎻ 小贩和手工业作坊者多住铁皮屋、 瓦平房参半ꎬ 街边临海可观潮

汐ꎬ 海潮称为 “括流”ꎬ 故名括流街ꎮ １９２５ 年填海造路ꎬ 建海边街ꎬ 及垂直海边街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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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码头的贝丁街、 丹社路、 亚细亚路、 阿鲁埃德街等ꎮ

１９０２ 年广州湾规划和西营总体规划制定后ꎬ 按照规划安排ꎬ 建设道路 １１６ 千米ꎬ
西营采用欧洲城市标准ꎬ 道路网格式布局ꎬ 干支分明ꎬ 中间为车行道ꎬ 两侧为人行

道ꎬ 道路断面宽 ２０ ~ ２５ 米ꎬ 其中车行道宽 １２ 米ꎬ 加铺柏油路面ꎬ 埋设雨污排水管

道ꎬ 人行道以水泥铺面ꎬ 基础采用石块和三合一土夯筑ꎬ 这些工艺具有较高技术水

平ꎮ 这个时期ꎬ 西营建学堂路、 福禄路、 霞飞大马路、 大福路、 麻登路等ꎻ 赤坎建杜

美街、 文英街ꎬ 宽 １２ 米ꎬ 车行道宽 ８ 米ꎬ 法国大马路宽 ２０ 米ꎬ １９２６ 年安装混凝土电

线杆和路灯ꎮ 街道两侧种植由法国人引进行道树ꎬ 因其叶子和果实仿似本地枇杷树ꎬ
因而市民习惯称其为 “法国枇杷”ꎮ 在国内ꎬ 这种行道树最适宜广州湾气候ꎬ 与南京

法国梧桐树媲美ꎬ 每年秋冬季节许多街道两旁法国枇杷树叶由绿变黄ꎬ 数天之内变为

深红色ꎬ 仿佛给城市抹上一笔浓重色彩ꎮ 这些在殖民时期建设的街区相比千年商埠的

小街巷ꎬ 有明显人工计划痕迹ꎬ 街道加宽ꎬ 线形笔直ꎬ 地下排水、 电灯照明ꎬ 能通行

汽车ꎮ “白雅特城气候尤宜于卫生ꎬ 风景绝佳ꎬ 建筑物甚为美观ꎬ 道路亦极齐

整”ꎬ “西营地方虽小ꎬ 但那街道之整洁雅致可就足以令你惊叹不已ꎮ 那些街道是那

样的宽宏和雅静ꎬ 短的红墙ꎬ 院内院外的花木是那样的栽植得民恰到好处”ꎮ

郊区原有一些牛车道ꎬ 路上交通以畜力为主ꎮ １９０１ 年加快郊外公路建设ꎬ 麻斜

到坡头公路 １０ 千米ꎬ 西营到赤坎 １２ 千米ꎬ 西营到铺仔 １４ 千米ꎮ １９０９ 年扩建西赤路ꎬ
由牛车路扩大为马车路ꎬ １９１３ 年又铺以碎石ꎬ 改建为汽车公路ꎬ 是广东南路最早一

条公路ꎮ 法国人从安南购进西欧式马车 ４ 部ꎬ 据 «湛江交通志» 载ꎬ 进口欧式马车

每辆可载客商六七人ꎬ 马车比牛车、 山兜小轿乘坐舒适快捷ꎬ 很受欢迎ꎬ 两三年间营

运马车发展到 ３０ 辆ꎮ １９１０ 年西赤路建起临时木桥 (今南桥)ꎬ １９１３ 年改建为混合结

构性桥ꎬ 并将马车道扩建可供汽车通行ꎮ 从香港购回四辆 “脚踏佛” 汽车 (福特厂

制造)ꎬ 代替原来山兜小轿和西式马车ꎬ 载客来往西营、 赤坎ꎬ 成为广州湾最早的城

市公共交通系统ꎮ １９１６ 年ꎬ 扩建西营到铺仔的牛车路ꎮ １９１８ 年建赤坎到志满公路 １６
千米ꎻ 建西营至帮家塘公路 １４ ６ 千米ꎻ 铺仔圩到志满公路 １０ 千米ꎮ 到 １９３６ 年ꎬ 公

路里程达 １９６ ５ 千米ꎬ 形成以西营、 赤坎、 铺仔和志满四地合围的交通网络ꎮ “通区

内各市镇ꎬ 并与粤桂二省相衔接” “亦可以与印度支那相交通”ꎮ

(二) 港口与机场

广州湾居于高雷沿海中心ꎬ 是中国西南诸省出海捷径ꎬ 也是中国至东南亚新加

坡、 非洲、 南亚和欧洲、 澳洲、 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最短海运线路ꎮ 自古以来ꎬ 朝

廷在此设铁杷溪、 硇洲及赤坎等港口ꎮ 但在明清时期ꎬ 出于对民众航海活动的戒心ꎬ
朝廷几度施行 “海禁” 政策ꎬ “寸板不许下水ꎬ 粒货不得越疆”ꎬ 海上运输遭受沉重





«法人在广州湾之经营»ꎬ «东方杂志»ꎬ １９１４ 年

«广州湾一瞥»ꎬ «申报»ꎬ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８ 日

«广州湾巡礼»ꎬ «申报»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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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ꎮ 据 «海康县志» 载: “自海禁森严ꎬ 各埠船只俱毁”ꎮ 清康熙 １６８３ 年收复台湾

后ꎬ 解除海禁ꎬ 海运才恢复和发展ꎮ 赤坎凭港口之优势ꎬ 近南洋之地利得到迅速发

展ꎬ 港口附近大通街、 南兴街一带货栈林立ꎬ 商号栉次鳞比ꎬ 商贸兴旺繁盛ꎮ 船出鸭

乸港、 沙湾ꎬ 北通高州、 广州及闽浙ꎬ 南达雷州、 琼州乃南洋ꎮ 至清道光年间ꎬ 赤坎

呈现 “商船蚁集ꎬ 懋迁者多” “商旅穰熙ꎬ 舟车辐辏” 的景象ꎮ

其时ꎬ 赤坎港仍然是一个自然港ꎮ 广州湾划为租借地后ꎬ 殖民者对港口进行改

造ꎬ １９０１ 年在麻斜建堆石防波堤 ２ 条ꎬ 选址西营建堆石防波堤 １ 条ꎬ 建突堤式栈桥

码头长 １００ 米 (１９１８ 年完工)ꎬ 可供停泊蒸汽轮船ꎬ 保证低潮时吃水 ６ 米以上ꎮ 整个

广州湾航道设 ９ 个航段、 ８ 个转向点ꎬ 航道长 ２５ ９ 里ꎬ 建灯桩 １６ 座、 浮标 １０ 个ꎮ
１９０２ 年在硇洲岛建灯塔 １ 座ꎬ １９０３ 年竣工ꎮ 还在湖光岩附近建无线电通讯ꎮ 为方

便运送物资ꎬ １９３２ 年在栈桥码头右侧建堤岸 ３３２ ７ 米ꎬ 建船坞和避风塘防波堤长 １１７
米ꎬ 高 ２ ８ 米ꎬ 建卸货吊机和 ６０ 个卸货通道ꎮ 通过以上建设ꎬ 广州湾成为一个近代

化的海港ꎬ 其经济战略地位发生深刻变化ꎮ
此后ꎬ 广州湾当局计划扩建码头ꎬ 加筑堤岸一千米ꎬ 筑船坞ꎬ 开辟东营港ꎬ 由于

日本出兵占领而未实施ꎮ １９４５ 年收回广州湾后ꎬ 由于港口优越条件和重要战略地位ꎬ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制定规模庞大筑路、 建港规划ꎬ 还准备建军港ꎬ 后因全面内战爆

发ꎬ 经济建设陷于停顿ꎬ 这一计划还没动工国民政府败退台湾ꎮ
西厅机场建于 １９３６ 年ꎬ 为法国人管辖的军用机场ꎮ 机场为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

跑道ꎬ 呈剪刀型ꎬ 除平时停放数驾军用飞机外ꎬ 也有一些小型客机往来于河内与广州

湾之间ꎮ １９３７ 年国民党桂系军政头目陈济棠、 李宗仁、 白崇喜等联粤滇闽合办西南

航空公司ꎬ 开辟广州湾至广州、 河内航线ꎬ 为中国南方最早一条国际航线ꎮ

三、 国民政府统治和湛江市建市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ꎬ 广州湾为日军所占ꎬ 建立短暂日伪政权ꎮ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ꎬ 日本

投降ꎬ １９ 日中法在重庆签订 «中华民国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交接广州湾租借地条

约»ꎬ 宣告法国租借 ４７ 年的广州湾提前 ５２ 年交还中国ꎮ ２６ 日广东省政府组建广州湾

接收委员会和市政筹备处ꎬ 任命李月恒为会、 处主任ꎬ 他 ９ 月随军进入赤坎ꎮ １０ 月

１９ 中法交接仪式在原法国驻广州湾公使署举行ꎬ 广州湾正式交回中国ꎮ １２ 月 １１ 日所

有法籍官员、 家眷、 侨民乘英国军舰 “加顿” 号返越南西贡ꎮ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湛江市政府挂牌开府ꎬ 以广州湾范围划设市治ꎬ 定名湛江市ꎬ 中国

版图增添一座新兴南方海滨城市ꎮ 国民政府管辖湛江市至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ꎮ




清嘉庆十六年 (１８１１ 年) «雷州府志»ꎬ 卷十三ꎬ 清嘉庆十六年 (１８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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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一) 广州湾回归及更名湛江市

湛江人民永远不会忘却的日子: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驻广州湾日军代表、 陆军中佐

渡部市藏在赤坎胜利大酒店签署投降书ꎬ 广州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ꎮ 结束 ４７ 年法国

殖民统治和 ２ 年半日本法西斯统治ꎬ 广州湾接收委员会和湛江市政筹备处挂牌成立就

在明天ꎬ 双喜临门ꎬ 饱受法帝日寇蹂躏的湛江人民扬眉吐气ꎬ 笑逐颜开ꎮ
市民们获悉这一喜讯ꎬ 提前购买鞭炮ꎬ 爆竹一时成了抢手货ꎮ 市内各中小学校及

群众团体ꎬ 连日赶制标语、 横额和小红旗ꎬ 积极筹备迎接欢庆时刻ꎮ 竹棚工人特意选

择在 “９１８ 事变” １４ 周年之日动工搭建 “胜利” 和 “建市” 大牌楼ꎬ 他们日夜赶

工ꎬ 分别在寸金桥头、 范尔登街口、 南华广场建起三座巨型牌楼ꎬ 楼体高二层ꎬ 中间

高挂 ８ 个大红灯笼ꎬ 牌楼四周悬挂 “国土重光” “雪洗国耻” “庆祝抗战胜利” “庆
祝湛江建市” 等标语耀眼醒目ꎮ 适逢 ９ 月 ２０ 日是传统中秋节ꎬ 明天就是结束雪耻之

恨的大喜日子ꎬ 市民们抚今追昔ꎬ 感触良多ꎬ 不少市民中秋之夜坐等天明ꎬ 以便见证

抗战胜利的难忘时刻ꎮ
当日晨光未露ꎬ 已有市民情不自禁地燃放鞭炮ꎬ 一些武术馆和社团敲锣打鼓ꎮ 各

地群众陆续涌上街头ꎬ 摩肩接踵ꎬ 人头攒动ꎮ 上午 ９ 时ꎬ 广州湾日军代表向国民政府

粤桂南区总指挥邓龙光递交投降书ꎬ 宣布广州湾光复ꎮ 三大牌楼、 白马庙、 双忠庙高

挂百头鞭炮齐鸣ꎬ 一时鞭炮声、 锣鼓声、 欢呼声响彻云宵ꎮ 随后进行大游行ꎬ 国民政

府军数台军车开路ꎬ 第 ４６ 军 １７５ 师持枪列队前进ꎬ 培才中学的银乐队演奏欢快乐曲ꎬ
体操队表演叠罗汉ꎬ 手旗队打着红白蓝旗帜ꎬ 展示胜利手语ꎬ 博得市民阵阵喝采ꎮ 河

清、 赞化、 华南、 进化、 广侨等中小学等师生ꎬ 总商会属下 ３８ 个公会及各界群众团

体游行队伍ꎬ 均由中国大马路ꎬ 经法国大马路进入赤坎运动场解散ꎮ
游行结束ꎬ “广州湾接收委员会和湛江市政筹备处” 成立ꎬ 在汽车街法国驻广州

湾公使署赤坎市政厅举行挂牌仪式ꎬ 李月恒、 邓龙光等官员出席ꎮ 邓龙光率第 ４６ 军

军部设在胜利大酒店ꎬ 湛江正式进入市治ꎮ
鉴于广州湾的军事、 政治、 经济等方面地位重要ꎬ 中国政府决定就原租借地辟建

省辖市ꎬ 由广东省政府筹建ꎬ 呈报中央批准ꎮ 筹建新市先要确立市名ꎬ 中国人对定名

从来看重ꎬ 为此省政府极其重视ꎬ 反复研究ꎬ 主政广东的李汉魂 (吴川籍)、 广东南

路陈济棠 (防城籍) 等人也参与咨询ꎮ 当时有二种意见ꎬ 一种意见认为ꎬ 广州湾已

被世人熟悉和认同ꎬ 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ꎬ 主张叫 “广州湾市”ꎬ 但毕竟是带有殖

民地色彩ꎬ 也易与广州市混淆ꎬ 而被否定ꎻ 另一种意见认为ꎬ 广州湾主要地域在今遂

溪境内ꎬ 于隋朝同时存在铁杷、 扇沙、 椹川三个小县ꎮ 唐贞观二年ꎬ 其他两县并入铁

杷ꎮ 唐天宝二年ꎬ 改铁杷为遂溪ꎬ 一直沿袭至今ꎬ 有 １２００ 多年历史ꎮ 鉴于历史上有

椹川县存在ꎬ 至今椹川村、 椹川河仍在ꎬ “椹川巡检司” 亦设署于此ꎬ 后迁旧县村ꎬ
再迁东海岛东山墟ꎮ 这里曾使用过的诸多地名ꎬ 以椹川一名使用最多ꎬ 又与现存的徐

闻、 海康、 遂溪等县名不重复ꎮ 因此ꎬ 李月恒提出取名 “椹川市”ꎬ 但仍觉美中不

足ꎬ 继续推敲ꎮ 后受晋人谢混 «游西池» 诗句 “晨景鸣禽集ꎬ 水木湛清华” 的启发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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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湾麻斜海是绿水一湾ꎬ 故改 “椹” 为 “湛”ꎬ 释 “川” 为 “江”ꎬ 使市名更切合

濒临海滨之意ꎮ “椹” 与 “湛” 两字部首寓意 “水木清华” 的美景ꎻ “水” 旁显示水

陆辉影ꎬ 以水为财ꎻ “甚” 旁有极和超胜之解ꎬ 大有生生不息之象ꎬ 确有独到之处ꎬ
又冠冕堂皇ꎬ 市名定为 “湛江”ꎬ 实为最佳ꎮ 于是他呈报省主席罗卓英ꎬ 大赞其妙ꎬ
一锤定音ꎬ 最后确定市名为湛江市ꎬ 并于 ８ 月 ２２ 日通过中央通讯社对外发布ꎬ 宣布

广州湾辟建为湛江市ꎮ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ꎬ 随即在南方建设新市举世瞩目ꎬ 首任市长更引人注目ꎬ 中央

和省政府对人选格外关注ꎬ 一时未能找到合适对象ꎬ 便采取设置 “广州湾接收委员

会和市政筹备处” 过渡ꎮ 此时ꎬ 各地光复还府开府ꎬ 急需配备大量官员ꎬ 国民党举

办中央训练团高级班培训干部ꎮ 郭寿华参加学习结束ꎬ 蒋介石召见并安排其出任广东

省政府秘书长要职ꎮ 程序送到中央组织部ꎬ 陈果夫时任组织部长ꎬ 认为湛江建市ꎬ 急

需首任市长ꎬ 郭寿华担任更为适合ꎬ 便与总统相议并征求广东省意见ꎮ 省主席罗卓英

与郭寿华都是广东大埔人ꎬ 自然赞同ꎮ 郭寿华经陈果夫签保ꎬ 出任湛江市第一任市

长ꎮ

(二) 筹建市治及制订 «新湛江市都市计划»

李月恒 １８９０ 年出生ꎬ 吴川黄坡镇岭头村人ꎬ 中山大学毕业ꎬ 先后出任广东省琼

崖公路处处长、 南路粮食调节处处长、 吴川县县长ꎬ 对湛江颇为熟悉ꎬ 他不负重任ꎬ
确定市名之后ꎬ 又全身投入接收和筹建市治工作ꎬ 他事事身体力行ꎬ 认真负责ꎬ 口碑

甚好ꎮ 根据辖属ꎬ 市筹备处办公迁址霞山法国驻广州湾公使署楼ꎬ 把接收的邮政局移

交邮电部ꎬ 电报局移交交通部ꎬ 审判厅监狱移交司法部ꎬ 海关移交海关总署外ꎬ 其余

各机关及行政范围遵照法令规定分别改组ꎮ 按时行四等县编制暂行设立民政、 财政、
教育、 建设、 人事、 承审等部门ꎮ 在接收处理日伪财产、 物资、 人员ꎬ 搭建市政架

构、 实施市治、 消除殖民色彩、 兴利除弊等方做了大量工作ꎬ 主要包括:
１ 撤销法帝设立的 ２０ 个公局辖管ꎬ 重新划分西营、 赤坎、 新鹿等 ９ 个自治区ꎬ

成立区公所ꎮ 健全户政制度ꎬ 进行人口普查ꎬ 着手保甲户籍组编ꎮ
２ 公布更改命名街道名称ꎬ 如赤坎法国大马路、 霞山贝丁街为纪念孙中山易名

中山路、 逸仙路ꎻ 纪念抗战胜利广州湾光复ꎬ 赤坎中国大马路、 巴士基街改名九二一

路、 光复路ꎬ 共更改命名街道近一百条ꎮ
３ 进行学校及教师调查总登记ꎬ 筹办国民中心学校ꎮ 接收霞山爱民医院改为市

卫生院、 赤坎法国医院改为市卫生分院ꎮ 颁布清洁及环卫制度ꎮ
４ 拆除法国纪念侵占广州湾 “解放纪念塔” 和 “金鸡纪念碑”ꎮ 成立市政协进

委员会ꎬ 共谋建设新湛江ꎮ 展开市政建设ꎬ 编制门牌、 修整马路ꎬ 整顿交通ꎬ 扩大邮

电ꎬ 筹建中山、 中央公园ꎮ
５ 主持 １０ 月 １９ 日中法交接广州湾仪式ꎬ 向外侨宣传市治政策ꎬ 协助原法国机

关卸职人员和士兵及家属 ７１３ 人归国ꎬ 援助抗战时期逃难来湛同胞 ２００ 多人返里ꎮ
６ 根据实际需要组建警察大队ꎬ 重新划分警区驻所ꎬ 维持地方治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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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７ 设定税种税率ꎬ 公告登记公有房屋田地ꎬ 成立财产保管委员会ꎮ
８ 针对法人统治 ４７ 年间烟赌妓甚盛之弊病ꎬ 发布禁赌、 禁烟、 禁妓条例文告ꎬ

由于官员包庇ꎬ 地方势力抗衡ꎬ 禁而不止ꎬ 收效甚微ꎮ
至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ꎬ 李月恒功成身退ꎬ 向省政府提出呈辞ꎬ 回故乡过平民生活ꎮ 他

的离任ꎬ 各商会、 社团为其设宴送别ꎬ 致词褒扬ꎮ １９４８ 年ꎬ 他以全票当选湛江市参

议员ꎬ 为筹办 “粤南大学” 操劳奔波ꎮ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为筹款建校在广州不幸车祸遇难ꎬ
终年 ５９ 岁ꎮ 湛江各界为痛失英才举行盛大公祭ꎬ 以表敬意和悼念ꎮ

郭寿华首任市长ꎬ 可称传奇人物ꎮ 他 １９０２ 年出生ꎬ 早年就读国立中山大学、 俄

国莫斯科中山大学、 日本明治大学等三间大学毕业获学士位ꎮ 回国后执教中央大学兼

中央军校教官ꎬ 曾派驻意大利大使馆任武官 ４ 年ꎬ 后任职在中央ꎬ 军衔少将ꎬ 是个文

武双全官员ꎮ １９４６ 年元旦ꎬ 郭寿华与广州市长、 汕头市长等在广州省府大礼堂宣誓

就职ꎬ 随即走马上任ꎮ 当时广东省开府不久ꎬ 财政困难ꎬ 无法解决湛江市开办费和旅

差费ꎬ 还是靠他夫人私蓄充当盘费ꎮ 为省钱、 安全和便于工作ꎬ 他仅带秘书、 警卫、
理财人员从陆路到湛江ꎬ 当中部分路程还是步行ꎮ 抗战时陆路交通中断瘫痪、 沿途匪

患不断ꎬ 令人生畏ꎬ 郭寿华不带大兵ꎬ 孤胆抵湛ꎬ 如神兵天降ꎬ 令湛江市民格外称

奇ꎬ 并寄予厚望ꎮ 郭寿华走马上任后ꎬ 事必躬身ꎬ 部署警力和地方自卫力量ꎬ 维持社

会治安ꎻ 建立制度ꎬ 整顿交通和社会秩序ꎬ 使之稳定人心ꎻ 动员人民垦荒生产ꎬ 畅通

物资应市渠道ꎬ 依法纳税ꎬ 确保财源ꎻ 动员社会各界救济战乱中的难民ꎬ 将无家可

归、 流浪乞丐者集中免租安顿ꎬ 给予衣食ꎬ 并扶持工作谋生ꎻ 打击奸商囤积ꎬ 管制粮

食和物价ꎬ 使物价遂不复涨ꎬ 且有农海产品出口ꎮ
为使市政建设转入正常轨道ꎬ 郭寿华组织设立工务局作为城建管理机构ꎮ 办公地

址在赤坎体育场对面 (今市工商银行) 位置ꎮ 局长由市长直接任免ꎬ 编制 ５０ 人ꎬ 局

长有内设机构、 人事任免权ꎬ 可以任免下属的科长、 科员和技术人员ꎮ 全局设局长一

名ꎬ 秘书一名ꎬ 大小事情均由局长决定ꎬ 局长不在ꎬ 秘书履行局长职责ꎻ 下设三个科

室ꎬ 每科配备科长一名ꎬ 科员、 技术人员和办事员数名ꎮ 各科业务范围: 第一科主管

规划设计、 建筑管理 (包括图纸审核、 划地、 工程验收、 危房检查等)、 房地产管

理、 道路养护维修、 建筑师的资格审核发证、 勘察测量等ꎻ 第二科主管公用事业ꎬ 包

括电灯、 电话、 电讯、 交通管理等ꎻ 第三科主管农林水ꎮ 工务局下辖基层单位电话管

理所、 霞山苗圃、 西赤路养道班ꎮ 同时他精心编制 «新湛江市都市计划»ꎬ 就湛江

的经济、 交通、 教育、 卫生、 港湾、 市政等建设制定蓝图ꎮ 这个计划实施初期ꎬ 一度

出现百废俱兴ꎬ 经济发展的局面ꎮ 但由于国内战争影响ꎬ 局势动荡和缺乏财力ꎬ 这个

计划半途而废 (详见下表)ꎬ 湛江城市规划建设依然处于停滞状态ꎮ

 «新湛江市都市计划———踏勘西赤公路干线报告书»ꎬ 尹次明著ꎬ 民国 ３６ 年 (１９４７ 年)ꎬ 铅笔书写

稿ꎬ 现保存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ꎬ 也有称这个计划为 “三民主义新湛江五年建设计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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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湛江市都市计划» 第一年实施进度表

(民国三十五年)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７ 月 １６ 日

项 目 计划 ６ 月 １６ 日进度 附注

(一) 水井 ３０ (口) ４８ (口) 超计划

(二) 水塘鱼塘 ３０ (口) ３５ (口) 同上

(三) 植树 １０００ (株) １５００００ (株) 同上

(四) 垦荒地 １００ (亩) １５０ (亩) 同上

(五) 医务所 １０ (间) １０ (间)

(六) 公园 ２ (座) ２ (座) 建成一座

(七) 国父等铜像 ２ (座) １ (座)

(八) 平民住宅 ６ (座) ６ (座)

(九) 市立游泳池 ３ (座) １ (座)

(十) 公共厕所 １ (间) (建造中)

(十一) 市立银行 １ (间) (筹备中)

(十二) 民众教育馆 １ (间) (筹备中)

(十三) 科学博物馆 １ (间) (筹备中)

(十四) 平民食堂 １ (间) (筹备中)

(十五) 平民宿舍 １ (间) (筹备中)

(十六) 善后难民救济会分会 １０ (间) １０ (间)

(十七) 平民习艺所 １ (处) １ (处)

(十八) 设遂湛行政干训所 １ (处) １ (处) 训练候选及保甲长

(十九) 设警察训练所 １ 所、 ２００ 名 １ 所、 ２５０ 名

(二十) 统一汽车管理所 １ (所) １ (所)

(二一) 布置全市长途电话网 ４ (线) ３ (线)

(二二) 计划自来水厂 (计划中)
联合国经济处

代表费贻福赠助
机器及水管

(二三) 筹设民用航空站 ２ (处) １ (处)

(二四) 消费合作社 ２ (间) ２ (间)

(二五) 苗圃 ２ (处) ２ (处)

(二六) 林场 ５ (处) ５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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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二七) 汽车修理厂 １ (间) １ (间)

(二八) 公共坟场 ２ (处) ２ (处)

(二九) 拟订各区市政计划 ９ (区) ９ (区)

(三○) 完成户籍调查 ６ 月 １６ 日止 完成 ８０％

(三一) 保甲 同上 完成 ８０％

(三二) 禁政 同上 完成 ８０％ 加强管理

(三三) 模范工厂 １０ (间) 完成 ２ 间

一、 东海设模范精盐厂 １ (间) (筹备中)

二、 太平设模范花生油厂 １ (间) (筹备中)

三、 坡头设豆波模范厂 １ (间) (筹备中)

四、 硇洲设渔业改良所 １ (间) (完成)

五、 赤坎设糖厂 １ (间) (筹备中)

六、 西营设家具模范厂 １ (间) (筹备中)

七、 潮满设糖业模范厂 １ (间) (筹备中)

八、 东简设精盐厂 １ (间) (筹备中)

九、 新鹿设花生油厂 １ (间) (筹备中)

十、 北谓设平民工厂 １ (间) (完成)

(三四) 训练壮丁 ５０００ (名) (完成)

(三五) 训练候选及保甲长 ５００ (名) (完成)

(三六) 训练警长 ５０ (名) (完成)

(三七) 训练警察 １００ (名) (完成)

(三八) 市立中学改第一中学 改组中学 (完成)

西营中学改第二中学 ２ (校)

志诚中学停办改市立职业中学 １ (校) (筹备中)

(三九) 调整各区国民中心小学 １０ (校) 进行中

(四○) 筹备师范班、 高级护士班、
电技班、 会计班及初级职业学校、 水

产讲习所

各 １ (筹备中)

(四一) 整修全市各公路交通 １０ (条)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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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测量海港筹备筑港及加建码

头仓库
码头 ２ 仓库 ４ 进行中 完成仓库

(四三) 丈测土地实行土地田粮登记 进行中

(四四) 扩大冬种 １００ (亩) (完成)

(四五) 改造避风港 １ (处) (完成)

(四六) 修建飞机场 ２ (处) 完成 １ 处 西赤间机场已完成

(四七) 其他修筑铁路线基地 进行中

郭寿华对湛江市政建设倾注心力ꎬ 征集评选凤凰花为湛江市的市花ꎬ 推选湖光

岩、 寸金桥、 硇洲宋王城、 南三越王祠、 东海白头山、 西营观月、 东营晨渡、 西赤远

眺、 沙湾海浴、 鸭鹤港观潮等湛江十景ꎬ 还———作诗推介ꎮ 他还向行政院提出一个

“开放湛江市为我国西南商埠案”ꎬ 力图保住其自由贸易港性质与地位ꎻ 筹划与美国

政府制定规模宏大的筑路、 建港规划ꎬ 甚至还准备建军港ꎮ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郭寿华奉国

防部电召ꎬ 回部主编 «八年抗战史»ꎬ 辞去湛江市长一职ꎬ 离别写有 «留别湛江父老

书» 表达对湛江深切之情ꎮ 解放前夕随军到台湾ꎬ 晚年仍念念不忘湛江ꎬ 精心编著

«湛江市志» 并于 １９７２ 年出版发行ꎬ 是湛江难得宝贵的文史资料ꎮ
郭寿华离任后ꎬ 由于城市建设进展缓慢ꎬ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至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二年半时

间ꎬ 湛江市长如走马灯ꎬ 接连更换四任市长:
二任市长柯景濂ꎬ 广东中山人ꎬ 毕业于吞港皇后书院ꎮ 后读中山大学ꎬ 继赴美国

研究水利工程ꎬ 获硕士学位ꎬ 曾任农村部水利工程处处长等职ꎮ 任市长时问: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ꎮ

三任市长张仲绛ꎬ 广东大埔人ꎬ 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ꎬ 曾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ꎮ
任市长时间: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ꎮ

四任市长何苹ꎬ 广东徐闻人ꎬ 就读南京陆军中学ꎬ 毕业保定军校ꎬ 曾任中将副官

处长ꎬ 广州公安局长ꎮ 任市长时间ꎻ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至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ꎮ
五任市长梁仲江ꎬ 广东茂名人ꎬ 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ꎬ 历任旅长、 中将师长、 副

军长ꎮ 任市长时间: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至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ꎮ

中华民国湛江市历任市长

机构名称 职务 姓名 籍贯 任职时间

湛江市政府 市长 郭寿华 大埔县人 民国 ３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民国 ３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湛江市政府 市长 柯景濂 中山县人 民国 ３６ 年 ６ 月 １ 日~民国 ３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湛江市政府 市长 张仲绛 大埔县人 民国 ３７ 年 ６ 月 １ 日~民国 ３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湛江市政府 市长 何　 荦 徐闻县人 民国 ３８ 年 １ 月 １ 日~民国 ３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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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政府 市长 梁仲江 茂名县人 民国 ３８ 年 ７ 月~民国 ３８ 年 １２ 月

各市长上台都要更换一次工务局长ꎬ 先后由陈声高、 黄文海、 陈德恩、 陈智新、
许允让等五人担任ꎮ 各科科长更换频繁ꎬ 技术人员进进出出ꎮ 在管理上ꎬ 虽然制订一

个 «奖助民宅建筑条例草案»ꎬ 但没有来得及实施ꎮ 当时政局动荡ꎬ 生产力遭受严重

破坏ꎬ 湛江的经济陷入全面崩溃ꎮ 社会弊病已入膏育ꎬ 千疮百孔难于根治ꎬ 生产破

坏ꎬ 物价暴涨ꎬ 市场萧条ꎬ 商铺倒闭ꎬ 人民流离失所ꎬ 再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ꎮ 上述

市长学历、 资历、 官阶都非同一般ꎬ 均回天乏术ꎮ 湛江市虽建市数年ꎬ 日走下坡ꎬ 市

政最后一次参议会总结发出哀叹: “对于地方兴革之事未能达预期ꎬ 无补桑梓ꎬ
有负众望ꎬ 感时抚事ꎬ 愧歉奚加”ꎮ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ꎬ 湛江市内主要街道和一些大

的建筑物都是广州湾时期所建ꎬ 城市面貌基本保持原状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 湛江解放ꎬ 开创城市建设的新编章ꎮ

(三) 街道名称的变迁

一座城市的街道名称ꎬ 往往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印记ꎬ 从中可以折射当时的社会风

貌ꎮ 广州湾的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中外并存ꎬ 中西博弈ꎬ 土洋杂陈ꎬ 亦印记在其

街道名称的变迁中ꎮ
赤坎濒临海湾ꎬ 开埠之初古老渡街、 海边街等是最早街名ꎮ
清康熙至乾隆年间ꎬ 闽浙潮高雷琼等各处商贾云集此地ꎬ 聚籍而居ꎬ 因而也就有

福建街、 潮州街、 高州街等街名ꎻ 而船商们祈望商贸畅通、 航运平安ꎬ 便应时而设大

通街 (生意兴隆通四海)、 平安街、 永安街、 泰安街等街名ꎮ
随着赤坎商埠繁荣ꎬ 许多街名则反映市集和行业特征ꎬ 如米行街、 竹栏街、 牛皮

街、 猪笠街、 蕃薯街、 鸡项街、 盐埠街、 染房街以及力行街、 和尚街 (多执道士业

者)、 三和街 (曾有三和酒米店)、 医院路、 药房街、 救火局街等ꎮ 有些街名ꎬ 如井

街、 水仙街、 关庙街、 康公庙街、 竹栏街、 木桥街等ꎬ 以及西营最早街道海边街、 火

烧街、 水浸街、 括流街等ꎬ 反映附近地形、 建筑物特征或街道功能的街名ꎮ
广州湾时期出现一批殖民者命名的、 带有洋味十足的街名ꎬ 如法国大马路、 克兰

索满街、 巴士基街、 麦那街、 苏比街、 范尔登街、 杜美街、 贝丁街、 霞飞大马路、 亚

细亚路、 阿鲁埃德街、 英吉利路、 安飞笛街等ꎬ 往往令人与蓝眼睛高鼻梁的法国官兵

产生联想ꎮ 而信义路、 忠孝路、 晖日路、 幸福路、 长寿路等ꎬ 这些街名则体现深厚的

国学底蕴和美好追求ꎬ 比起洋名真是修养、 厚重、 深邃不可同日而语ꎮ
１９４５ 年广州湾回归ꎬ 国民政府决定设省辖市ꎬ 定名湛江市ꎮ 同年 １０ 月湛江市政

府决废除殖民地街道名称ꎬ 重新命名ꎮ 为体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三民主义”
精神ꎬ 赤坎 “杜美街” “文英街” 分别更名为民族路、 民权路ꎬ 另命名一条民生路ꎮ
在西营ꎬ 则以美国总统林肯 “民有、 民治、 民享” 政治主张作为命题ꎬ 将 “大福路”
“真美路” “麻登路” 分别易名为民有路、 民治路、 民享路ꎬ 这是霞赤两地带有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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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头” 六条街道ꎬ 集中体现主权的、 民族的一种坚守ꎬ 这也反映在街道命名上ꎮ 此

外ꎬ 还有以人物名字命名街道: 除法殖时期曾出现杜美街 (杜美 １９４２ 年任广州湾总

公使) 外ꎬ １９４６ 年改原法国大马路为中山路ꎻ 改原第一大马路 (今民主路) 为中正

路ꎻ 改原木桥街 (今新华路) 为卓英路 (罗卓英为当时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ꎻ 改

原医院路 (今中华路) 为向华路 (国民党将领张发奎字向华)ꎻ 改龙总督街 (今和平

路) 为龙光路 (邓龙光为国民党粤桂南区总指挥)ꎮ 新中国建立后ꎬ 除保留中山路、
逸仙路等之名外ꎬ 其余以人物名字命名街名均已更改ꎮ

一些街名则具有纪念性ꎬ 如九二一路ꎬ 是纪念抗战胜利和广州湾光复的一条具有

历史意义的街道ꎬ 原名中国大马路ꎮ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日本投降ꎬ ８ 月 １８ 日中法协商

交收广州湾ꎻ ９ 月 ２１ 日在赤坎举行日本受降、 国民政府接收广州湾仪式ꎬ 广州湾回

归后将中国大马路改名为 “九二一路” 以示纪念ꎻ 寸金路ꎬ 因始于寸金桥而得名ꎮ
寸金桥是赤坎一座著名纪念桥ꎬ 为纪念 １８９８ ~ １８９９ 年遂溪人民抗法斗争ꎬ １９２５ 年扩

建后命名为寸金桥ꎬ 赋予祖国河山 “寸土寸金” 之寓意ꎮ
街名变更是一座城市兴衰的历史见证ꎬ 从古商埠到广州湾ꎬ 再到湛江市ꎬ 历经百

年沧桑ꎬ 许多街道名称都 “坐不更名” 传承至今ꎬ 也有不少街名随着时代变迁而

“更名改姓” 打上时代的烙印ꎬ 还有一些街名已经在地图上消失ꎬ 仅留存于老街坊传

闻记忆中ꎮ

四、 城市产业之发展

(一) 商业贸易

麻绳、 黄麻布和亚麻布自宋代开始生产ꎬ 大麻布和苎麻布一直作为大宗衣料ꎬ 从

宋到明才逐渐为棉布所替代ꎮ 时ꎬ 黄麻种植较为广泛ꎬ 至今一些村镇还保留与黄麻有

关的麻章、 麻斜、 麻登、 麻龙等名称ꎬ 以及赤坎著名的染房街ꎮ «遂溪县志» 货物

记载: 棉布、 踏匾、 芝麻、 青麻、 黄麻等布之五品ꎮ 至明朝ꎬ 今湛江已经形成从

“原料－纤维生产－纺纱织造－印染” 较为完整的产业链ꎬ 与陶瓷、 蔗糖等成为 “海上

丝绸之路” 重要出口贸易商品ꎮ
清乾隆年间ꎬ 大通街商铺门店 １５５ 间ꎬ 赤坎有异地商帮进驻ꎬ 建潮州会馆ꎮ 之

后ꎬ 各地商人纷纷入驻赤坎ꎬ 开办商铺、 门店ꎬ 商人以地缘组建团体ꎬ 筹款修筑码

头ꎬ 兴建闽浙、 广府、 高州、 雷阳等会馆ꎬ 并称五大会馆ꎮ １９１７ 年成立广州湾商会ꎬ
下属有赤坎百货、 船务、 图书纸料、 花纱布匹、 国药西药、 京果粮油、 土产杂货、 鱼

栏海味、 陶瓷竹木等 ３０ 多个同业公会ꎬ 会员人数最多是 １０５７ 人ꎮ １９２３ 年在潮籍商人

陈斯静主持下ꎬ 建广州湾商会会馆大楼ꎬ １９２５ 年竣工ꎬ 此后商会办公、 议事等走上

正轨ꎮ
法国租借广州湾后ꎬ 将西营规划为行政区ꎬ 赤坎划为商业区ꎬ 从 １９２５ 年起ꎬ 先

后开发以法国大马路、 海边街 (三民路) 为中心港埠商业区ꎬ 赤坎商业十分繁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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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时人韦健的调查ꎬ １９４２ 年广州湾商号有 ２５６６ 间ꎬ 皆有名录存查ꎮ 其中ꎬ 法国大

马路 １１４ 间ꎬ 福建街 １１８ 间ꎬ 海边街 １９０ 间ꎬ 龙总督街 １１３ 间ꎬ 港口街 １２５ 间等ꎬ 赤

坎商号共 １８９６ 间ꎬ 西营 ６７０ 间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才成立西营商会ꎮ 由于商会的作用

越来越大ꎬ 连法国人很多事都靠商会调解ꎬ 所以ꎬ 商会实际上还是联络当局的一个非

行政组织管理机构ꎮ
１９２９ 年至 １９３０ 年间ꎬ 广州湾出口到香港和广州的鞭炮总值超过 ７ 万皮阿斯特ꎮ

１９３８ 年至 １９４０ 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每年达 １０００ 多万美元ꎬ 为 １９３６ 年 ２０ 倍ꎮ 这一行

业几乎完全集中在赤坎ꎮ 西营虽东临大海ꎬ 航行船只较多ꎬ 设有栈桥码头ꎬ 但法国人

在此设行政中心ꎬ 是官员与职员居住区ꎬ 官办商店较少ꎬ 只有几间经营航运和为航运

服务的公司ꎮ 抗日战争爆发后ꎬ １９４０ 年日军要挟法国当局限制运华物资ꎬ 凭许可证

(人情纸) 进口ꎬ 因此广州湾进口商贸顿告减少ꎮ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ꎬ 沪、
穗、 港相继沦陷ꎬ 广州湾成为中国唯一的自由贸易港口ꎬ 贸易运输、 装卸业甚为兴

旺ꎮ 当年 «大广州湾» 这样报道: 一时 “商贾云集ꎬ 盛极一时ꎬ 由寸金桥到海关楼

的路上ꎬ 沿途堆满货物ꎬ 无一隙地”ꎮ 大批难民涌入广州湾ꎬ 赤坎从原来四、 五万人

增到十万ꎬ 西营从原不到两万人增到四、 五万ꎮ 在人口急增情况下ꎬ 住屋困难ꎬ 租

赁店铺难觅ꎬ 偶有租得的也是租金极昂ꎮ 一些殷商富户便转向物业投资ꎬ 在短短的

二、 三年间ꎬ 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ꎮ 逃难而来的上海、 广州、 香港等地商人也把新的

经营方法带进来ꎬ 争相在广州湾开办钱庄、 银号、 金铺、 珠宝店ꎬ 兴建酒店、 剧院、
舞场、 百货、 杂货等ꎬ 南华、 皇后、 大中、 宝石、 京都、 中南百货、 南桥、 南天、 京

华等酒楼商铺就有一、 二十家之多ꎬ 茶楼食店不计其数ꎮ 剧场戏院舞厅则有太平、 同

乐、 中央、 丽影、 百乐殿等ꎮ 银号有大丰、 道亨、 恒隆等一、 二十间ꎮ 金铺赤坎有大

成、 周生生ꎬ 西营有柯东盛、 大信、 天宝等ꎮ 图书文具店有商务、 联合、 正文等十三

家ꎮ

广州湾成为自由贸易港后ꎬ 不法商人乘机进行大现模走私ꎬ 主要是 “洋药” (鸭
片烟)ꎮ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颁布 «广州湾市政警察条例» 和 １９２６ 年颁布 «关于广州湾鸦片

税收之规定»ꎬ 这些法规明文规定ꎬ 烟、 赌、 妓为合法经营ꎬ 广州湾烟赌公开ꎬ 娼妓

无禁ꎬ 乌烟瘴气ꎬ 三害泛滥ꎮ

(二) 银行及货币流通

清末ꎬ 广州湾已有一定数量的典当行、 钱庄、 金铺ꎮ １９２６ 年ꎬ 法国人在西营教

堂街 ４ 号开办东方汇理银行广州湾分行ꎬ 这是广州湾第一家近代银行ꎮ
东方汇理银行 (ＢＡＮＱＵＥ ＤＥ Ｌ’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ꎬ １８７５ 年在印度支那建立最大的






«广州湾商业指南年鉴» (合辑ꎬ 全一册)ꎬ 韦健ꎬ 东南出版社ꎬ １９４３ 年 ｐ４４－７１
«广州湾的商业»ꎬ 湛江市工商联史料编写组ꎬ «湛江文史»ꎬ 第九辑

湛江市志总编室编  湛江两千年 [Ｍ]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６３
«法国租借地广州湾掠影» 蔡挺生ꎬ 引自 «湛江文史»ꎬ 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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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ꎬ １９ 世纪末分别在中国上海、 广州、 北京、 天津、 汉口、 昆明等地设分支机构ꎮ
该行在印度支那地区发行法国通商银元为兑现准备的安南纸币 “ＰＡＩＡＳＴＲＥＳ”ꎬ 从投

资中获得丰厚回报: １９２８ 年利润高达 ５５００ 万法郎ꎮ 银行资本由 １８７５ 年 ７００ 万法郎猛

增到 １９２９ 年 １２０００ 万法郎ꎮ 在 １９３５ 至 １９５１ 年间ꎬ 它从印度支那地区获得纯利润达

２００ 亿法郎 (按 １９５４ 年法郎计算)ꎬ 即年均纯利达 １０ 亿法郎ꎮ
该分行在广州湾发行 “安南纸” 为官方货币ꎬ 财政税收、 经济往来和钱银收付ꎬ

如米粮税、 土地税、 营业税、 牛皮税、 街市税等ꎬ 以及违反治安、 卫生罚金、 邮电资

信费、 电灯费等一律以它结算ꎮ (资料记ꎬ １９３６ 年一元安南币约折合毫银二元六角至

二元八角ꎬ 一毫银折国币一元二角ꎬ 一元国币可换铜仙 ２６０ 枚)ꎮ
当地居民把这种纸币称为 “西贡纸”ꎮ 由于广州湾经济发展与内地市场非常密

切ꎬ 内地使用的银元与安南纸同时在此地流通ꎮ
１９３５ 年ꎬ 民国政府改革纸币制度ꎬ 禁止白银流通ꎬ 并由中央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农民银行等发行法定货币——— “国币”ꎮ “国币” 在内地使用一段时间后ꎬ
开始流入广州湾ꎮ 抗战爆发后ꎬ 大量外来人口、 资金涌入广州湾ꎬ 使广州湾人口激

增ꎬ 百业兴旺ꎬ 市场繁荣ꎬ “国币” 随之大量流入ꎬ 整个广州湾市场出现以 “国币”
为主ꎬ 兼有毫银、 银元、 安南纸、 港币等多种货币同时流通使用的局面ꎮ 为适应经济

发展需要ꎬ 银行业也蓬勃兴起ꎮ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广东省银行广州湾办事处 (后升为支行)
在赤坎开业ꎬ 是最早在广州湾开业的国内银行ꎮ 其后ꎬ 国民政府直接掌控的中国银

行、 中央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 交通银行等相继在广州湾开展金融业务ꎬ 设立办事处

或分行ꎬ 行址均设在赤坎ꎬ 形成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业务上对峙竞争的局面ꎮ
１９４５ 年日本占领广州湾后ꎬ 在广州湾发行日本军用票和汪精卫发行伪币 (中储

券)ꎬ 但在广州湾商会和市民共同抵制下无法流通ꎮ 抗日战争胜利ꎬ 广州湾回归租

国ꎬ 东方汇理银行的 “西贡纸” 亦随着殖民者离开广州湾ꎮ

(三) 航运

倚港口之利ꎬ 近代广州湾航运业有较大发展ꎮ 据不完全记录ꎬ １９０４ 年后有海南、
得利和法国于爱号等轮船航行于粤港澳、 海口、 北海、 海防等港口ꎮ 抗战期间ꎬ 仅航

驶香港就有大宝石、 大宝山、 大金山、 大中山、 大顺康、 凯门、 永和、 永华、 天成等

一、 二十艘千吨以上轮船ꎮ 英商太古洋行的海船也密集航行上海、 香港、 广州湾、 海

防一线ꎮ
除外资航运公司ꎬ 民族资本在广州湾航运业也占有很大份量ꎬ 其中最典型的是

“船王” 许爱周ꎬ 获得美国德士占石油公司煤油经销权ꎬ 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涉足地

产业ꎬ 填海造地获得很大收益ꎬ 随后进军酒店业及商住物业ꎬ 拥有 １００ 多间店铺和其

他物业ꎮ 当时中国沿海及内河运输大多为外商控制ꎬ 在广州湾进出港口均是洋轮ꎮ 这

情景ꎬ 深深地刺痛许爱周的心ꎮ 德士占油轮定期开往广州湾ꎬ 许爱周作为代理商经常

登船公干ꎬ 他开始留意洋轮的运作ꎬ 结识不少洋人船长及水手ꎮ 他一方面对洋轮垄断

中国航运耿耿于怀ꎬ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叹服洋轮优越性能ꎬ 这便是许爱周投身航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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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ꎮ

１９３２ 年ꎬ 许爱周成立川昌航业公司ꎮ 抗战期间ꎬ 由于法国与日本的特殊外交关

系ꎬ 使他以广州湾为基地的航运生意日渐兴旺ꎮ 后又与人合资经营大安航业公司、 太

平航业公司、 泰丰航业公司及广利航业公司等ꎬ 大量购置轮船ꎬ 其商船远达东南亚各

国ꎮ １９４０ 年川昌在香港设办事处ꎮ 许爱周以香港为基地ꎬ 双管齐下ꎬ 拓展航运ꎬ 购

置物业ꎬ 他名气享誉省港澳ꎬ 成为航运界巨子ꎬ 稳坐 “香港船王” 宝座ꎮ
１９４１ 年ꎬ 日本与法国贝当政府驻安南总督法古签订 «广州湾共同防御条约» (中

国国民政府不认可此条约)ꎬ 日方海军商务委员常驻广州湾ꎬ 监督港口和禁止军事物

资运进中国ꎬ 造成外贸船只进出口航次 ５７９１９ 艘次、 载货量 ８１５６８２ 总吨比 １９４０ 年减

少 １１９８６ 艘次、 ８５１０４ 总吨ꎬ 以后年年下降ꎮ 但 １９４２ 年后广州湾至安南尚有川昌

“多宝” “大宝石” 轮船经常航行ꎬ 间有不定期轮船往来ꎮ 广州湾至澳门线有 “永华”
和日本 “白银丸” “宣阳丸” “海刚丸” “旭江丸” 等轮船航行ꎮ 此外尚有 “义合利”
“广专利” 等渡船往来于赤坎和东、 西营、 硇洲岛等地ꎮ １９４３ 年 ３ 月日本撕毁协定ꎬ
武装侵占广州湾ꎬ 航运贸易处于停顿状态ꎬ 至 １９４４ 年终告停止ꎮ

(四) 工业仓储

元朝ꎬ 广州湾沿海制盐业颇兴ꎬ 盐场分布在南三岛、 东海岛的海滩上ꎮ 食盐ꎬ 是

广州湾除鸦片外的第二大税收来源ꎮ 明清时ꎬ 糖业兴起ꎬ 每个村落都有一两间糖

厂ꎮ 工业化是近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ꎬ 但广州湾当局没有在此发展工业的动

力ꎮ 由于广州湾缺乏工业化过程ꎬ 工业基础差ꎬ 只有一些轻工业和法国人建的小电厂

(原在海滨路附近ꎬ 后迁至今新村电厂) 和仓库ꎮ 建东洋电灯西营支公司ꎬ 是西营仅

有近代工业ꎮ
抗战爆发后ꎬ 偏安一隅的广州湾成为避难场所ꎬ 大批商人和游资一度涌入广州

湾ꎬ 促进当地传统手工业较大发展ꎬ 开设纺织、 爆竹、 机械、 火柴、 印刷等工厂ꎬ 尤

以葛布著名ꎬ 还有纺织、 印染、 陶瓷、 修鞋、 制革、 制皂等附属行业ꎮ 其中尤以棉布

纺织、 爆竹工业较多ꎮ 这些工业集中赤坎ꎬ 很多在寸金桥以西ꎬ 没有统一规划与分

区ꎮ １９４３ 年赤坎建成裕大布厂ꎬ 为广州湾第一家布厂ꎬ 相继兴建永明、 利群、 广大、
卢泰记等布厂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是广州湾爆竹业全盛时期ꎬ 所生产爆竹绝大部分出

口外销ꎮ 电机产品免检出口ꎬ 药品生产闻名遐迩ꎮ １９４１ 年冬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ꎬ
日本侵占广州湾ꎬ 控制货物进出口ꎬ 造成一些工厂产品运不出去ꎬ 原材料运不进来ꎬ
多数工厂生产陷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ꎮ

 «广州湾租借地»ꎬ １９０６ 年马赛殖民博览会出版物ꎬ 印度支那总督府编ꎬ 秦春福译ꎬ 河内－海防 Ｌ 加

洛瓦出版社ꎬ 第十一章税收体系ꎬ Ｐ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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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育与文化

１ 官办学校

广州湾初期ꎬ 麻斜城区人口稀少ꎬ “只有 １６４３ 名当地人ꎬ ５０ 多名欧洲人 (１０ 个

家庭和 １０ 个孩子) 和安南人ꎬ” 当局没有专门教育管理行政机构ꎮ １９００ 年ꎬ 建一

所设施完备的法华学校ꎬ 可以容纳百余位学生ꎬ 许多中国青年在上中文课时ꎬ 也上法

语课ꎮ
１９０２ 年ꎬ 在坡头、 赤坎和东山各办一所法语训练班ꎬ 培养懂法语政府雇员ꎮ

１９０５ 年ꎬ 在西营筹办 “安碧沙罗” 学校ꎬ 以创办法国人名字命名ꎬ １９１０ 年建成招

生ꎬ 校址今湛江市二中旧址ꎬ 来自欧洲教授 ２ 名ꎬ 女教师 １ 名ꎬ 安南教师 ５ 名ꎬ 中国

教师 ５ 名、 辅导员 ２８ 名ꎮ 开设学科: 法语教育、 中文教育ꎬ 物理教育ꎮ 其中法语－安
南语分 ３ 个等级: 儿童班、 预备班、 基础班ꎮ １９３５ 年改名为广州湾法华学校ꎮ １９１５
年至 １９２０ 年间ꎬ 开办赤坎法华学校ꎬ 校址今赤坎区文化宫ꎮ 法华学校早期以培养翻

译人员和政府雇员为主ꎬ 招收法国及安南籍的政府人员子女ꎬ 后期于 １９２０ 年起放宽

入学条件ꎬ 陆续招收华人居民子女入学ꎬ 提供免费教育ꎬ 包括冬夏校服共四套ꎬ 书

籍、 铅笔、 笔记本、 练习本、 橡皮、 界尺等文具都免费ꎮ 每年招生 ３ 至 ４ 班ꎬ 每班 ４５
人ꎬ 在校学生最多时达到 ９００ 多人ꎮ 担任校长的法国人是广州湾最高教育行政长官ꎬ
共管理学校有 ７ 间ꎬ 每年用于公共教育预算约 ４ 万皮阿斯特ꎮ

此外ꎬ 教会分别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９４５ 年在西营、 赤坎各办一所育婴堂ꎬ 属于慈善机

构ꎬ 总负责人是天主教神甫和为贵ꎮ 具体管理人员有法国、 比利时、 中国等国籍的修

女ꎮ 这两所育婴堂从开办到解放初期ꎬ 共收容中国幼婴约 １４０００ 人ꎮ
２ 民办学校

受法国人在广州湾办教育的影响下ꎬ 一此爱国乡绅、 商人团体出于维护民族尊

严ꎬ 创办属于华人自己的学校ꎮ “１９２３ 年秋ꎬ 由乡绅陈耀明、 陈学谈、 吴玉瑞、 吴经

修、 黄衡初等倡办的益智小学开学ꎬ １９２６ 年又扩办为中学ꎮ 这是广州湾第一间按照

中国学制和教育法规办学的新型学校ꎮ” １９２７ 年ꎬ 赤坎商会会长陈澄甫等人在福建

街创办广侨小学ꎮ １９３５ 年以许乃超为首创办晨光小学 (今湛江市第六小学)ꎮ 到抗战

前市区已有六所中小学ꎬ 郊区也有一批民办乡村学校ꎬ 还有一批私塾从清末一直留存

下来ꎮ
抗战爆发后ꎬ 为躲避战乱ꎬ 各地人口凶涌而来ꎬ 人口急剧增加ꎬ 促进经济活跃ꎬ

也刺激教育事业发展ꎬ 涌现一大批民办学校ꎬ 赤坎从 １９３７ 年起ꎬ 有培才、 维善、 崇

圣、 进化 (１９４０ 年)、 慈光、 日本 (１９４１ 年)、 培留、 远光、 大同义校 (后改为晴明

小学)、 韩江 (１９４３ 年) 等小学ꎮ １９３８ 年四维中学ꎬ １９３９ 年培才中学 (１９４２ 年办高

中)ꎻ １９４３ 年烫化初中、 河沼中学、 广州湾赤坎市立中学 (官办) 等 １６ 间ꎮ




«法国在广州湾» 王钦峰等ꎬ 广州湾综合文献选 (第二卷)ꎬ 暨南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Ｐ１１８
«湛江两千年»ꎬ 湛江市志总编室ꎬ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Ｐ４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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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西营 １９３８ 年有祟道小学ꎬ １９３９ 年益智中学扩办高中ꎬ １９４０ 年霞山小学ꎬ １９４１ 年

琼崖义学、 服灾会第一义校 (洪屋路)、 质灾会第二义校 (海头港)ꎻ １９４２ 年学谈高

级机铂职业学校ꎬ １９４４ 年志成中学等 ８ 间ꎮ
郊区抗战前也兴办一批乡村小学ꎬ 如东海岛东山觉民、 硇洲岛津创、 调顺岛调

顺、 特呈岛太邱、 铺仔圩立轩、 太平镇平明、 调罗村启英、 陈铁村察明、 某塘村世

愁、 北月村北月、 调塾村兴宗等小学共有三四十所ꎮ 当时有一个名叫 “广州湾乡村

学校协进会” 组织ꎬ 设在西营益智中学内ꎬ 协调乡村小学教育工作ꎬ 开展乡村教师

联谊活动ꎮ
在此期间ꎬ 成人职业教育也在兴起ꎮ １９３９ 年ꎬ 高级助产职业学校ꎻ １９４１ 年实用

高级会计学校广州湾分校、 圣约翰英文专修班、 中华商业学院夜班ꎻ １９４２ 年光华补

习学校初中速成班、 岭南艺苑赵少昂画科班ꎮ 这些学校 (班) 多数从广州或香港迁

来ꎬ 或办正校ꎬ 或办分校ꎬ 一时之间也有十数所之多ꎮ
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ꎬ 主要原因是 “一批教师、 教授、 专家、 学者以及各种

专业知识的中、 高级知识分子因为逃难而来到广州湾”ꎮ 这些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

担任教学ꎬ 如音乐家黄友棕 (曾任广东音乐学院院长) 任培才中学音乐教师ꎻ 画家

越少昂 (当今世界知名花鸟画大师) 搞职业教育ꎬ 开办美术班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教育硕士何中中 (后任香港中文大学校董及真光中学校长) 任培才小学教务主任ꎻ
在广州湾创办培智幼稚园的廖助南ꎬ 是美国得克萨斯州比罗学院留学生等ꎮ 正因为有

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ꎬ 促进广州湾教育事业发展ꎮ
３ 文化事业

法国租借广州湾初期ꎬ 文化市场萧条ꎬ 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ꎬ 只有西营巴黎戏

院ꎬ 赤坎同乐戏院ꎬ 书店也只有一间正文书局ꎮ １９３８ 年后ꎬ 当时中国三大出版商

———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世界书局先后在广州开设支店ꎬ 作为西南各省的图书

中转站ꎮ 因广州、 香港等地沦陷而落难的文化名人如马师曾、 红线女、 赵少昂、 沈华

山等以及一批商人纷纷移居广州湾ꎬ 几年间广州湾戏院、 书局、 照相馆等迅速增加ꎬ
仅赤坎的今中山二路就有百乐殿、 文化、 平安、 太平等多家戏院ꎬ 西营也增加群乐、
世界、 中国、 新华等戏院ꎬ 文化娱乐场所呈现一时的繁荣ꎮ

此外ꎬ １９３６ 年美南浸信会在比利时路开办基督教堂ꎬ 到 １９３７ 年有华籍教徒 ６００
多人ꎬ 并且还建立两间孤儿院、 两间小学、 一所麻风院等ꎮ １９４２ 年马迪跑马场落成

启用ꎬ 开启广州湾近代体育运动赛马、 足球等ꎮ 还有大众传媒ꎬ 在广州湾发行 «大
光报» 和民国遂溪县政府主办 «南路日报»ꎬ 使广州湾民众了解时势ꎬ 增进文化知识

交流ꎮ





«抗战时期的广州湾教育简况»ꎬ １９８８ 年 «湛江文史» 第七辑ꎬ Ｐ１３６
同上ꎬ Ｐ１２８
«圣维多尔堂一百周年纪念特刊»ꎬ ２００２ 年ꎬ Ｐ１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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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广州湾近代城市发展特点

作为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和租借地ꎬ 与武汉、 上海、 青岛等城市不同ꎬ 广州湾辟

处一隅ꎬ 远离政治经济中心ꎬ 因而有着与一般殖民地城市极不相同的特点ꎮ 法国殖民

者既没有在广州湾大力发展工业ꎬ 对赤坎商贸发展也没有过多的干预ꎬ 而是把主要精

力放在新建一座 “西营” 城市ꎮ 这种思想ꎬ 不像是工业革命及城市化浪潮冲击下ꎬ
兴建产业和贸易中心城市ꎬ 反倒是逆城市化ꎬ 甚至有点像是在建设一个工业革命以前

那种小型的、 封建权贵居住的 “城市”ꎮ 因而广州湾城市结构、 空间形态、 基础设施

和管理方式ꎬ 比中国传统城市、 其它租借地城市都有着不同特点ꎮ

一、 城市发展格局

(一) 城市选址

广州湾东临南海ꎬ 西靠北部湾ꎬ 南出太平洋ꎬ 处于亚太经济圈中重要的地缘战略

位置ꎮ 作为一个 “面积广阔的优良避风港ꎬ 具有建立贸易和中转良港的绝佳条件ꎮ
经过最权威的航海部门勘测ꎬ 广州湾是中国沿海从亚瑟港 (大连) 到西贡一带最优

良的锚地ꎮ” 这可以解析ꎬ 为什么法国人在此建租借地城市ꎬ 日后的湛江又成为中

国南方最重要军事基地的原因ꎮ
法国殖民者最初进驻广州湾时ꎬ 设治于南三岛 “大王公庙” 附近ꎬ 初时称 “南

营”ꎬ 以后扩大地盆迁到北崖、 麻斜ꎬ “南营” 废弃ꎮ 再迁坡头ꎬ 位于麻斜海湾东岸ꎬ
故称 “东营”ꎮ 经过测度地势ꎬ 分兵驻扎于麻斜海湾西岸的 “海头港”ꎬ 故称 “西
营”ꎬ 东、 西两营互为犄角之势ꎮ 从此人们就沿习东营、 西营的称呼ꎮ

选址西营之前ꎬ 广州湾被划分为赤坎、 坡头、 东海、 硇洲四个行政区ꎮ 赤坎与坡

头分别位于麻斜海湾东西两侧ꎬ 其时赤坎是规模最大且最为繁华的港口ꎬ 坡头亦为较

大的墟镇ꎬ 而东海、 硇洲仅有较小墟镇分布ꎮ 但当局并没有将建设重点放在赤坎或坡

头ꎬ 而是在赤坎、 坡头两行政区南侧十余千米处ꎬ 选择西营和东营两处地点ꎮ 从地理

特点看ꎬ 坡头并不靠海ꎬ 赤坎则位于麻斜海湾较上游位置ꎬ 商船进出无碍ꎬ 但港池需

要不断疏浚ꎬ 特别是较大型船只无法停靠 (这从后来赤坎海岸不断淤积得到印证)ꎮ
反观当时选址东、 西两营ꎬ 则正好位于麻斜海湾两岸宽阔 (约 １００ 余平方千米) 的

咽喉地带ꎬ 无论从军事意义还是从交通、 环境等方面来看都更具有战略优势ꎮ 西营近

海ꎬ 得湾势之利ꎬ 辟为船舶出入无税口岸ꎬ 选址为广州湾行政中心当属最佳位置ꎮ





«广州湾租借地»ꎬ １９０６ 年马赛殖民博览会出版物ꎬ 印度支那总督府编ꎬ 秦秋福译ꎬ 河内加洛瓦出版

社

«法国租借地广州湾掠影» 蔡挺生ꎬ 引自 «湛江文史» 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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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二) 城市结构的演进

１ 社会结构的变迁

首先是大量人口涌向城市ꎬ 加剧城市化ꎮ １９ 世纪初期ꎬ 广州湾的发展产生人口

聚合效应ꎬ 吸引周边地区人口向广州湾市区迁移ꎬ 推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ꎮ 法租广州

湾以前ꎬ 赤坎 “尚不过数百户之一港村ꎬ 当时全部人口不过 ８３０００ 余人”ꎬ “十三年

后ꎬ 于 １９１０ 年全市域人口约增两倍ꎬ 合 １６００００ 人ꎬ 市街地人口亦增至 １２４０００ 人”ꎮ
据官方估计ꎬ 到 １９４２ 年租借地内人口已达 ４０ 余万ꎬ 其中西营人口不足 ３ 万ꎬ 赤坎有

７ 万多ꎬ 其余则分散在郊区和农村ꎮ 人口大量增长ꎬ 为实现快速城市化提供条件ꎮ
其次伴随城市化而来的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化ꎬ 人口由渔民为主的单一模

式ꎬ 转变为以商人和侨民为主的复合结构ꎮ 在以贸易为经济主体的港口城市里ꎬ 商人

的地位越来越重要ꎬ 逐渐成为市民的中坚力量ꎮ 他们不仅成为广州湾市民社会的实际

领导者ꎬ 而且通过自己的组织———商会ꎬ 成为市民代言人ꎮ 在人口构成中外侨占有一

定比重ꎬ 主要是供职于公使署、 洋行职员ꎬ 客观地带来外来文化的传播ꎮ 人口构成的

多样化ꎬ 为广州湾近代产业提供层次丰富的人力资源ꎬ 刺激着消费市场结构呈现多元

化发展ꎬ 使各不相同的社会层面直接参与社会经济生活ꎬ 成为构建广州湾城市近代化

的重要条件和有机组成部分ꎮ
近代文明的冲击ꎬ 使市民的价值观、 社会风俗逐渐趋新ꎮ 法国殖民者建医院ꎬ 办

学校ꎬ 设教堂ꎬ 输入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ꎬ 导致城市的社会风气与居民的价

值观发生变化ꎮ 洋行的发展ꎬ 使买办势力扩大ꎬ 社会地位提高ꎬ 重商之风更盛ꎮ 对洋

人则一改昔日 “内夏外夷” “用夏变夷” 的观念ꎬ 崇洋之风甚浓ꎬ 对洋货来者不拒ꎮ
经济发展中的自由竞争ꎬ 使社会观念中竟争意识增强ꎮ 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直接

利益关系重于血缘和裙带关系ꎮ
外来人口向城市流动ꎬ 推动着广州湾市域的拓展ꎬ 从而对城市交通提出新的需

求ꎮ １８９９ 年前ꎬ 广州湾只有乡间小路、 牛车道ꎬ 运输全靠畜力或人力ꎮ 法租广州湾

后ꎬ 出于经济发展需要建西赤路ꎬ 是粤西第一条可通汽车的公路ꎮ １９０１ 年广州湾街

面上即有汽车行驶ꎬ 到 １９１０ 年汽车开始作为客运交通工具ꎮ 近代交通设施及交通工

具的出现ꎬ 极大地方便居民出行ꎬ 缩短人际交往和商业贸易中的时间支出ꎬ 加速城市

周边地区纳入近代化的进程ꎬ 从而促进城市中心区不断扩大ꎬ 边缘区节节向外推移、
延伸并逐渐演化为城市ꎮ

２ 城市空间的演进

近代广州湾一直处于单一强权独占的控制之下ꎬ 不同于上海、 天津等由几个帝国

共同分割支配的 “拼盘式” 城市ꎮ 法国殖民者侵占后ꎬ 改变广州湾作为贸易口岸的

传统发展格局ꎬ 带来一个现成的西方近代城市模式———构成城市各功能区及空间分布

的演变ꎬ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表现出来的城市在地域空间上蔓延ꎮ

 «大广州湾»ꎬ 韦健著ꎬ 东南出版社ꎬ １９４２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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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空间组成要素看ꎬ 出现为殖民者统治服务的公使署等行政机构和新型商业

中心ꎬ 适应城市公共生活的多样化ꎬ 出现不同种类与形式的公共建筑ꎻ 在文化上输入

一些近代西方文教卫生及娱乐设施ꎮ 这些新要素的出现ꎬ 促使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变ꎮ
从城市空间上的蔓延看ꎬ 在原来单一中心的赤坎之外ꎬ 出现新的增长点———西

营ꎬ 传统城市的封闭结构被打破ꎮ 而近代交通事业发展又为这种改变提供技术条件ꎬ
城市用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异常迅速扩展ꎮ 当局选址西营另建新城ꎬ 但又没有以新城

代替旧城的意图ꎬ 不但任旧城继续发展ꎬ 而且在功能上基本上维持新城的纯粹性ꎮ 新

旧两城相距约 １２ 千米ꎬ 正因如此ꎬ 才形成近代广州湾 “一个城市分两块” 的组团式

城市空间结构ꎬ 也奠定两个组团相异的城市格局ꎮ
３ 城市规划与建设特征

(１) 中国传统城市的规划与建设

中国是世界最重要的古代文明中心之一ꎬ 很早就出现城市ꎬ 从春秋战国到宋元明

清ꎬ 历时数干年发展ꎬ 形成一套完整都城及建筑体系ꎮ 从形态上看ꎬ 源于奴隶社会封

闭的 “里坊制”ꎬ 传统城市由城墙、 宫墙、 坊墙、 院墙层层包裹ꎬ 体现城市生活的内

向性和排他性ꎬ 没有开放的广场系统ꎮ “围城” 目的ꎬ 是强化中央集权及严格等级制

度ꎮ 从国都到州县ꎬ 城市实际上是不同地域范围不同等级的政治 “控制中心” ———
宫城、 官府衙门是城市中心ꎮ 从某种意义上ꎬ 传统城市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ꎮ 直

到宋朝ꎬ 市坊制度变革ꎬ 才使得中国城市进化为真正的 “城市”ꎮ 仅从赤坎埠由

“市” 变到城市ꎬ 这一演进却历时数百年之久ꎮ
(２) 中国近代城市的规划与建设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后ꎬ 由殖民者带来近代城市规划在租界区域进行 “嵌入式” 的

操作ꎬ 租界形成独立的新市区ꎬ 发展为城市主体ꎬ 从而带动和影响传统城市由封闭走

向开放ꎮ 以广州湾最为典型ꎬ 西营城市规划为方格网式道路系统作为交通骨架ꎬ 道路

间距在 １０ 米左右ꎻ 赤坎三民路间距也是 １０ 米以下ꎬ 这种规划为 “小街坊” 形式ꎬ 增

大商业临街面ꎬ 使道路用地占城市总用地比重很大ꎮ 上海租界也与此相仿ꎮ 这也是近

代城市与传统城市的最大区别之一ꎬ 加上大量西式建筑的营建、 近代市政设施的引

入ꎬ 彻底改变传统城市面貌ꎮ 而青岛、 哈尔滨、 大连、 长春等一批由殖民者独占而发

展起来的新兴城市ꎬ 则是中国第一批按近代城市规划理论完整地制定城市规划并付诸

实施的城市ꎮ
西方城市布局与发展ꎬ 重视公共开放空间ꎬ 皆以开放、 兼容的各类广场为城市核

心ꎬ 而中国传统城市则由无数大小不等封闭的、 排他的院落所构成ꎮ 因此ꎬ 近代中国

城市改建、 新建无不以西方城市为蓝本ꎬ 转而重视公共活动空间建设如公园、 草地、
运动场等ꎬ 广州湾也不例外ꎮ

(３) 近代广州湾城市规划

规划者在建设广州湾之前ꎬ 首先对土地进行勘查测量ꎬ 将近代城市规划导入广州

湾ꎬ 开展一系列的规划ꎬ 绘制详尽的规划图纸ꎬ 确定各重要功能区的位置ꎮ 首府选址

麻斜、 后迁坡头ꎬ 有制订麻斜市规划ꎬ 但没有实施ꎮ 真正开展城市规划是首府定于西

营之后ꎬ 至今有据可查的有 １９０２ 年广州湾规划、 西营总体规划和贝阿尔防御工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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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　　
划ꎬ １９１５ 年广州湾辖区中心规划ꎬ １９３９ 年广州湾管线规划ꎬ 并绘制广州湾西营港交

通图等ꎮ
一是近代广州湾的规划和实施状况

１９０２ 年广州湾规划和西营总体规划ꎬ 范围仅限于西营ꎮ 规划者将近代城市规划

理念引入西营ꎬ 对城市用地实行功能分区ꎬ 划分行政、 商业、 住宅和別墅区四类ꎮ 结

合地形地貌ꎬ 采用方格网式的结构ꎬ 构图平和而协调ꎮ 沿着港湾西海岸布置中心区建

筑ꎬ 将行政中心———公使署及军事指挥中心、 银行和教堂放在西营重要位置ꎻ 中心以

北沿西海岸是法国人的花园式住宅区ꎬ 住宅区以西是平行的大福路、 真美路和麻登路

等ꎬ 配套有学校及运动场ꎻ 以南设避风塘ꎬ 东堤路、 汉口路等设临街商业区ꎬ 商业区

与中心区之间有公园绿地相隔ꎻ 西面今椹川大道南和文明路交汇处是法国人的墓园ꎬ
俗称 “番鬼园”ꎮ

１９１５ 年ꎬ 当局对 ０２ 版广州湾规划进行适当调整ꎬ 进一步细化完成 “广州湾辖区

中心规划”ꎬ １９３９ 年完成 “广州湾管线规划”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期ꎬ １９１５ 版规划基

本实现ꎮ 广州湾规划和西营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城市道路基本完成ꎮ 赤坎虽未见规划图

纸资料ꎬ 但在广州湾时期也得到快速发展ꎮ 在当局和当地商贾的建设下城区规模不断

扩大ꎬ 广州湾组团式的城市结构已经成型ꎮ
二是西营与赤坎的规划建设特点

西营作为行政中心和法国人居住地ꎬ 是法人区ꎬ 赤坎是华人区ꎬ 这种布局与规划

的意图ꎬ 是为了实现法、 华分区规划和建设ꎬ 区别体现在西营与赤坎的功能分工ꎬ 也

体现在城市建设的不同标准上ꎮ
西营东临大海湾ꎬ 为法国人工作和居住的区域ꎬ 是一个单纯的行政组团ꎬ 除办

公、 宗教、 居住、 绿化和商业用地之外ꎬ 几乎没有任何工业用地ꎮ 规划目标ꎬ 是把西

营建设成一个环境优美、 整洁、 结构舒展、 广场绿化充足ꎬ 适宜居住的小城和行政中

心ꎬ “仅容许西人雇佣工人以及常佣等人在内限数居住”ꎮ 城区地块划分规则、 道路

笔直宽阔、 楼房整齐、 建筑密度低ꎬ 同时承袭欧洲古典主义城市设计原则ꎬ 重要建筑

物公署楼与法军指挥楼、 教堂与汇理银行等作对景和借景处理ꎮ 重视广场绿地建设和

城市整体形象、 景观创造ꎬ 道路两旁种植行道树ꎬ 树种主要从安南引进 “法国枇

杷”、 本地木麻黄、 椰子树等ꎬ 其中海滨路两侧种植椰子树ꎬ 树影婆娑ꎬ 景致甚是优

美ꎬ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都是湛江著名的景观道之一ꎮ 西营规划公园虽未建成ꎬ 但教堂

街、 公使署一带遍布小花园和街头绿地ꎮ 住宅一般是两层独立式房屋ꎬ 屋与屋之间相

隔甚阔ꎬ 外围院墙相隔ꎬ 院内院外均种植花草树木ꎬ 整个西营仿佛花园一般ꎮ
赤坎是以华人为主的区域ꎬ 承担着重要经济、 贸易和工业生产的功能ꎮ 虽贸易繁

盛ꎬ 但结构密集ꎬ 没有明确的功能分区ꎬ 居住区与商业区混杂ꎬ 老街道狭窄弯曲ꎬ 楼

房拥促矮小ꎻ 新建三民路片区连体式骑楼也是商住合一ꎬ 缺少绿化和广场ꎬ 与西营环

境相比差异甚大ꎮ
西营与赤坎之间有 １２ 千米的广袤土地为隔离带ꎬ 这种在城市环境、 建筑、 道路

等方面实施 “分而治之”、 分等级规划设计做法ꎬ 一方面营造西营的优美环境ꎬ 但严

重损害中国人的利益ꎬ 具有殖民性: 另一方面却使赤坎获得更大的发展ꎮ 因为广州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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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由外人强行开埠ꎬ 但较之上海、 汉口、 香港等地ꎬ 外人更多的是将其作为 “战略

支撑点”ꎮ 当局并没有在广州湾投资实业的目标与计划ꎬ 反而是赤坎在华侨和商界推

动下不断发展ꎬ 在经济与活力上又是西营所不可比拟ꎮ
三是近代广州湾城市发展模式

广州湾 “一个城市分两块”ꎬ 西营与赤坎演变两种发展模式ꎬ 西营与青岛、 哈尔

滨、 大连一样ꎬ 由殖民者独占ꎬ 直接输入西方的城市规划理念ꎬ 在外力直接作用下而

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ꎮ 但其特殊性ꎬ 是在殖民者规划建设的西营北侧尚有座赤坎城ꎬ
它同样属广州湾租借地之范围却未纳入广州湾之总体规划ꎮ 它的建设ꎬ 更多的像近代

之南通ꎬ 倚仗民族资本和商贾的力量ꎬ 如许爱周等人在海边街东侧填海造地ꎬ 建设新

城区等行为ꎬ 通过城市内部结构的演变ꎬ 引起城市功能改变ꎬ 并促进城市发展ꎮ 但又

不若南通之计划性与系统性ꎮ 广州湾组团式布局ꎬ 亦不同于武汉三镇、 香港九龙系为

天然河道、 港湾之所限ꎬ 亦无高山之所隔ꎮ 这种在同一租借地内两个组团同时存在ꎬ
并采取截然不同之城市建设政策者ꎬ 为中国近代殖民城市之罕见ꎮ 直到现代ꎬ 才出现

非自然水体分隔而成的其它的典型组团式城市ꎬ 如珠海等ꎮ
广州湾的经济繁荣ꎬ 主要是外贸发展而引起的商业兴盛ꎬ 非工业化所致ꎬ 城市功

能仍然处于港口城市发展初期ꎬ 即以贸易为主阶段ꎮ 在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下ꎬ 城市

经济是半封建、 半殖民的ꎮ 从政治管理来看ꎬ 是资产阶级政治与殖民地统治相结合的

城市管理ꎮ 但即便如此ꎬ 外力冲击ꎬ 毕竟改变广州湾的功能ꎬ 使它由封建城镇向资本

主义城市跨出一步ꎮ 当局为实现其目的而进行租借地建设ꎬ 充当历史不自觉的工具ꎬ
客观上对广州湾城市的现代化起催化作用ꎬ 给广州湾政治、 经济、 文化和城市面貌等

方面带来巨大变化ꎮ 西方近代化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经验及先进市政设施引入ꎬ 使广州

湾快速步入近代城市行列ꎮ 城市道路采用规则的网格式布局ꎬ 干支道路分明ꎬ 铺设质

量优良ꎮ 交通上改变以前单一的牛马车交通形式ꎬ 开始西营———赤坎之间公交运营ꎮ
当广东大多数地方还处于经济相对落后状态时ꎬ 广州湾却拥有通向世界的优良港口ꎬ
合理的城市分区、 高质量的城市道路系统以及近代建筑物ꎬ 还有自来水、 电灯、 电话

等近代化公共设施ꎬ 使之在广东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广州湾形成城市的年代较

晚ꎬ 但就广东来讲ꎬ 其近代化程度并不低ꎬ 成为近代广东除广州、 香港、 澳门城市之

外又一个迈向近代化的城市ꎮ
今日之广州湾ꎬ 仍旧是近代城市的延伸和扩展ꎬ 基本保持着近代城市的各种痕迹

和遗迹ꎬ 人们依旧生活在这座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形成的城市中ꎬ 近代历史仍将给予

这座城市以深刻、 长远的影响ꎮ

二、 城市肌理与街巷空间

(一) 城市空间肌理

城市肌理ꎬ 是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描述ꎬ 随时代、 地域和城市性质的不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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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　　
有所变化ꎮ 这些变化往往体现在城市建筑密度、 高度、 体量、 布局方式等多方面ꎬ 可

以使城市肌理有粗犷与细腻、 均质与不均质之分ꎮ 传统城市与现代城市ꎬ 在建筑实体

和空间的关系上表现出两种不同模式ꎮ 传统城市模式ꎬ 其城市空间是从建筑实体中切

割出来ꎬ 是积极的、 围合的ꎻ 现代城市模式ꎬ 概括为虚空当中立实体ꎬ 是消极的、 无

围合边界、 向四面开敞ꎮ
鸟瞰西营ꎬ 可以看到城市沿着港湾南北伸展ꎬ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大量拆迁改造和

插建ꎬ 原来开敞疏缓的空间已变得紧密而有些压抑ꎬ 但典型网格式街道格局依然存

在ꎬ 并一直影响着日后诸次规划而延续着ꎮ
鸟瞰赤坎ꎬ 港口已不复存在ꎬ 昔日海滩已是一片新建城区ꎬ 但新区围合的中心地

区ꎬ 依然保留着近代以来的城市肌理ꎬ 保存着大约 １ 平方千米近代城市街道的格局ꎮ

(二) 街巷空间

街巷空间是广州湾近代城市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赤坎现今仍保持完好的传统街

巷空间ꎬ 古代大通街片区、 潮州街片区ꎻ 近代 “三民路” 片区、 九二一路片区ꎮ 霞

山则主要集中在东堤路片区、 延安路 (原教堂街) 片区ꎮ
１ 空间结构

赤坎与西营的传统街巷ꎬ 呈现出不同特点和空间结构ꎮ 早期传统街巷在平面和竖

向上均更为多变ꎬ 空间形态丰富ꎬ 围合感也更强ꎬ 如大通街片区ꎬ 其街巷狭窄弯曲ꎬ
是与它们形成时以步行交通为主的功能相适应ꎮ 那个阶段的街巷是一个多义空间ꎬ 它

细微的空间收放ꎬ 总是给人以丰富感觉ꎬ 它既是两侧院落空间的延伸区域ꎬ 具有很强

归属感ꎬ 又是公共活动的场所ꎮ 在这里ꎬ 人们可以休憩、 交往、 信息传达ꎬ 生活的事

件就在这些空间中发生ꎬ 同时这些事件也丰富空间的文化内涵ꎬ 可以说是延续传统生

活脉络的重要场所ꎬ 或者说是街巷的家庭化使用ꎮ 这就使街巷空间充满多色彩、 多情

调的生活ꎬ 同时也使城市环境体现出一种场所精神ꎮ 这些不同的空间形态与各种生活

场景结合在一起ꎬ 形成丰富的生活画面ꎮ 这些空间特点ꎬ 在赤坎大通街、 三和街片区

均得到体现ꎬ 主要街巷普遍较窄ꎬ 呈 “鱼骨状” 分布ꎮ
大通街片区位于赤坎旧城区中部ꎬ 北起晨光小学校区ꎬ 南至南兴街ꎬ 于井街口相

接ꎬ 东与民主路接壤ꎬ 西与中兴街相连ꎮ 青石铺砌街面ꎬ 长 ２００ 米ꎬ 宽 ３ ~ ４ 米ꎬ 整

体线形弯曲ꎬ 沿街房屋商铺 １５５ 间ꎬ 建筑有高有低ꎬ 有进有出ꎬ 空间变化十分丰富ꎬ
其东侧与海边密切联系是它的另一个特点: 十条阶梯式街巷的尽头ꎬ 便是赤坎古码头

遗址ꎮ
潮州街片区ꎬ 是旧时本地居民和外来商贾聚居的地方ꎬ 现尚保存两侧石砖明沟、

中铺红砖的老街路面ꎬ 居屋多为二层砖木楼房ꎮ 街巷长约 １１０ 米ꎬ 宽 ３ ~ ５ 米ꎬ 环境

安逸ꎬ 深宅大院和各地会馆散落其中ꎬ 见证昔日古商埠的繁华昌盛ꎮ
“三民路” 片区街巷空间ꎬ 被道路划分为矩形方块ꎬ 每块正北面为连体式骑楼ꎬ

提供尽可能长的商业临街面ꎬ 街道宽度比大通街扩大 ３ 倍ꎬ 线形变得笔直ꎬ 能够满足

更多的交通需求ꎮ 西营的东堤、 汉口、 青岛路一带与之相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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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空间界面

传统街巷的空间界面ꎬ 有两大特点: 即连续性和曲折性ꎮ
连续性是保证街巷可意象性的重要因素ꎬ 同时也是实现街巷空间图形化的重要手

段ꎬ 不连续的界面会导致街巷肌理的模糊ꎮ 大通街片区传统建筑布局以院落式为主ꎬ
但院落之间连体而建ꎬ 没有隔墙ꎬ 连续高低错落的建筑所形成的界面ꎬ 使街巷具有可

识别性和可意象性ꎮ
曲折性是传统街巷空间界面的又一特点ꎮ 大通街片区 “鱼骨状” 布局的小巷ꎬ

不是一根直线ꎬ 而是斜线、 折线或曲线ꎬ 空间不断地呈现出细微的收缩、 放大或转

折ꎬ 其间结合水井、 台阶、 门楼等小品ꎬ 形成丰富的空间层次ꎬ 只有在走完整一条巷

道时才形成对街巷的整体意象ꎬ 这与现代建筑中所强调 “起始—过渡—转折—高潮

—结束” 空间序列截然不同ꎮ 街巷空间更注重的是均衡状态下的变化ꎬ 无所谓高潮、
起点和终点ꎮ 在古代赤坎老城ꎬ 建筑形体轮廓、 比例尺度、 材料色彩、 细部装饰等方

面重复表现为连续的、 有韵律感和节奏感的建筑立面ꎬ 能够吸引视觉和听觉的注意和

参与
近代填海建造 “三民路” 片区和东堤路片区ꎬ 作为界面的已经是具有南洋特点

的连体式骑楼ꎬ 但街巷围合感、 视觉连续性依然很强ꎮ 延安路一带则已经是完全开敞

性和公共性的ꎬ 街道完全没有围合ꎬ 两侧也没有连续的界面ꎬ 沿街分布着法国公使

署、 法军指挥部、 天主教堂、 福音堂和东方汇理银行广州湾分行等 “片断”ꎬ 是当时

西营主要公共建筑集中的街道ꎬ 有着与中国传统街巷不同的组织方式和邻里关系ꎮ 但

这些片断由它们之间的绿地、 广场 “缝合”ꎬ 加上建筑与街巷尺度适宜ꎬ 因此并没有

破坏城市建筑环境的视觉连续性ꎮ
３ 空间尺度和比例

街巷空间尺度和比例ꎬ 以街巷与楼房宽高比值来描述ꎮ 街宽 Ｄ 与楼高 Ｈ 的比值

Ｄ / Ｈ＝ １ ５~２ 时ꎬ 是较为合理的比例关系ꎬ 空间尺度给人和谐感觉ꎮ 反之ꎬ 人在 “高
楼峡谷” 中行走会感到压抑ꎮ

而大通街ꎬ Ｄ / Ｈ 通常小于 １ꎬ 但是在这种空间中行走ꎬ 人并不感觉到压抑ꎬ 反而

感觉很舒服ꎬ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１) 街巷空间并非是一条简单直线ꎬ 其

空间收放、 层次丰富ꎬ 会时常给人以不同的尺度感ꎬ 使空间丰富而不单调ꎻ (２) 巧

妙运用光线的折射ꎮ 由于传统民居是采用白色为主的墙面ꎬ 对光线的折射较强ꎬ 所以

即使在高宽比小于 １ 的情况下ꎬ 也可以形成开阔明亮的空间ꎻ (３) 传统建筑符号如

门楼、 花窗、 檐口等ꎬ 在高度统一中又有着多样变化ꎬ 对于丰富空间也起到积极作

用ꎮ
“三民路” 与东堤路街区连体式骑楼特点ꎬ 是街道 Ｄ / Ｈ 一般为 １ 左右ꎬ 达到

“楼有多高ꎬ 路有多宽” 的视觉效果ꎮ 延安路片区ꎬ 则完全符合 Ｄ / Ｈ＝ １ ５ ~ ２ 的比例

关系ꎮ 这些变化ꎬ 反映近代广州湾由内向转为外向、 由传统城市迈向开放城市的历史

特征ꎮ

三、 城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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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湾地处偏僻的南疆ꎬ 海陆交界ꎬ 多风雨ꎬ 旱季雨季分明ꎮ 根据地理环境特

点ꎬ 新石器晚期古人住区多选择在山蚴地带ꎬ 借助山崖遮风挡雨ꎬ “穴居而野处ꎬ 采

草木围居”ꎬ 即用树木绑扎成寮架ꎬ 用茅草夹在竹木中编成长方块ꎬ 围成寮墙ꎬ 顶盖

茅草ꎮ 有些寮棚比较简单ꎬ 中间立两根木柱ꎬ 木柱顶端有分叉支撑角寮一条横木为

梁ꎬ 然后往两侧绑扎若干根木条ꎬ 从顶端到地面做成两边斜坡ꎬ 再在斜坡边搭夹茅

草ꎮ 这样搭成寮棚ꎬ 正面成 “ム” 形ꎬ 两侧是斜坡ꎬ 人们称之为 “角寮”ꎬ 它的特点

是斜坡大ꎬ 泻水快ꎬ 但面积小ꎮ 人们为了室内干燥ꎬ 室内地面或用贝壳或砂土铺垫ꎬ
或用红粘土铺平打实ꎮ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ꎬ 人们还是居住木架结构茅草棚ꎮ 但是人们在长期的居住生活

中积累经验ꎬ 建造的茅棚比较坚固耐用ꎬ 在平面布置和构造上都产生一些变化ꎮ 茅棚

一般长方形ꎬ 有厅房之分ꎬ 一般搭三间ꎬ 也有些搭单间或双间ꎬ 搭三间的布局是中间

厅两侧房ꎮ 每间房长 ３ 至 ４ 米ꎬ 厅长 ４ 米多ꎬ 进深 ４ 米左右ꎮ 墙体用竹木捆扎ꎬ 中间

有四条较大的木柱托住梁架ꎬ 梁架上斜挂木条做成前后两面斜坡屋顶ꎬ 有些左右两侧

也做成小斜坡ꎬ 变成四面斜坡屋顶ꎮ 先用竹木捆扎成木架构ꎬ 然后用草和粘土糊上ꎬ
封成墙壁ꎬ 有的用木板钉封墙ꎬ 还有的用泥砖砌墙ꎬ 屋顶铺上茅草或稻草ꎬ 室内地面

用黄泥铺平打实ꎮ 这样的茅棚屋建造虽然简单ꎬ 但起到遮风避雨的作用ꎮ 古代草木结

构的茅屋建筑在广州湾很普遍ꎬ 而且延续到封建社会ꎬ 一些贫困乡村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仍然建造ꎬ 只不过造型和结构有所不同ꎮ
秦至隋时期ꎬ 砖瓦建筑开始出现ꎮ 到汉代ꎬ 砖墙代替木架墙ꎬ 瓦屋顶代替草屋

顶ꎬ 建筑技术已出现拱券和延续至今的顺丁砌砖法ꎮ 但这是城邑中极少数贵族豪富者

的房屋ꎬ 大部分房屋还是茅草棚建筑ꎮ 这个时期ꎬ 砖瓦建筑也很简单ꎬ 规模大的是四

合院或砖木结构的平房ꎬ 有些进深三开间ꎬ 面阔三开间ꎬ 但也有些是横排三间ꎬ 成长

方形的平房ꎮ 进深四、 五米ꎬ 大门开在厅房墙的中间ꎬ 左右房门对开ꎬ 从厅出入ꎻ 房

屋的构造除少数用承重墙结构外ꎬ 大多数采用木构架结构ꎬ 窗的形式有方形、 长方

形ꎻ 屋顶多采用硬山顶ꎬ 也有些采用攒尖和歇山顶ꎬ 不过ꎬ 当时歇山顶是由中央的悬

山顶和周围的单庇顶组合而成ꎬ 其结构在最初结合时ꎬ 自然在两者之间形成一个阶

台ꎬ 成为上下两叠形式ꎮ
唐宋时期ꎬ 铁杷县衙署及豪商、 富商的房屋建筑不断发展ꎬ 而且房屋占地阔ꎬ 建

筑规模大ꎬ 墙体高ꎬ 内进深ꎬ 显得庄严堂皇ꎮ 由于唐宋时期郡县首邑在此设置增多ꎬ
促使当地筑城墙、 建衙署、 修寺祠ꎬ 建筑工程日益增多ꎬ 建筑工艺也日趋复杂ꎮ 从现

存的古建筑和古遗址分析ꎬ 唐宋时期官商、 富商者的建筑仍是砖木结构ꎬ 山石基础ꎬ
砖墙瓦顶ꎬ 四合院式布局ꎬ 硬山顶ꎬ 抬梁式或穿斗式木构架ꎬ 同时ꎬ 廉江河唇罗洲唐

代古城遗址还发现有夯土城墙的建筑ꎬ 而且古城建筑布局有仿唐长安城的明显迹象ꎮ
可见ꎬ 唐宋时期建筑结构和造形比秦隋时期大有所进ꎬ 比较典型的建筑遗址ꎬ 有湖光

岩楞严寺、 白衣庵ꎬ 硇洲宋皇村遗址、 宋皇井、 东海岛那河古渡遗址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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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ꎬ 湛江市以石块砌筑井、 塔、 庙及码头等建筑增多ꎬ 建筑工艺新巧ꎬ 砌

块建筑多样ꎬ 而且技术水平高ꎬ 质量好ꎬ 最有代表性的是赤坎埠码头、 通明港村白鸽

寨及广州湾靖海宫等ꎮ 现存元明代主要建筑物有通明港白鸽赛宣封庙、 六角大井ꎬ 津

前天后宫、 乾塘大宗祠、 南三广州湾靖海宫及洗吴庙ꎬ 硇洲明代石彻淡水井和赤坎古

埠码头群遗址等ꎮ
明末清初ꎬ 湛江市砖木结构建筑兴起ꎬ 出现会馆、 桥梁和牌坊建筑ꎬ 泉井、 庙

宇、 石塔等建筑仍有发展ꎮ 现存建筑有清乾隆 ４８ 年 (公元 １７８３ 年) 坡头陈氏宗祠、
久有村贞孝坊ꎬ 硇洲岛宫保坊ꎬ 麻章区湖光镇广济桥等ꎮ 清乾隆 ４０ 年 (公元 １７７５
年) 坡头集成书院ꎬ 赤坎潮州、 高州、 闽浙、 雷阳、 广府等五大会馆 (均已拆除)ꎮ

现存的古建筑主要如下:
【隋代楞严寺】 位于湛江市湖光岩景区南面湖边ꎬ 始建于隋代末年ꎬ 距今已有

１４００ 多年历史ꎬ 是广东四大、 全国十八大古刹之一ꎮ 光绪年间有遂溪人陈乔森手书

“楞严寺” 匾额ꎬ 题写山门对联 “洞口留仙眠石ꎬ 门前送喜步云梯”ꎮ 寺庙大门门额

“湖光镜月” 四个大字ꎬ 是中国清政府第一任驻美公使陈兰彬所题ꎬ 如今作为湛江八

景之一的湖光若雅称ꎮ 二进厅殿ꎬ 由天王殿和大雄宝殿组成ꎬ 四合院式布局ꎬ 厅堂、
屋顶、 四周墙上绘有彩色壁画ꎮ 天王殿伺奉着弥勒佛、 韦驮及护法大神四大天王ꎮ 大

雄宝殿伺奉横三世佛 (消灾延寿药师佛、 释迦牟尼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十八罗汉、
千手观音、 送子观音等 ３０ 多佛像ꎮ

该寺独特之处在于大雄宝殿ꎬ 是在悬崖峭壁之间ꎬ 依天然山岩洞修建而成ꎬ 约

４０ 平方米ꎬ 寺堂结构平衡、 深邃、 严整统一ꎬ 砖瓦木石所造ꎬ 飞檐、 门楼、 台阁无

不体现东方古典建筑文化神韵ꎮ 据志书载: 湖光岩曾有陷湖、 净湖之称ꎮ 湖边楞严寺

在隋代名曰 “灵惠侯祠”ꎬ 北宋靖康七年 (１１２６ 年)ꎬ 有一位 “擢拔流俗ꎬ 足不入城

市” 的僧人孙琮在此结草为庵ꎬ 借白云岩洞为佛堂ꎬ 供奉如来三宝佛ꎬ 取名 “白云

禅庵”ꎮ 此庵一直香火不断ꎬ 清代更名 “楞严寺”ꎮ “楞严” 二字取自佛教 «楞严

经»ꎬ 表示佛法坚强的意思ꎮ
寺院环境幽静ꎬ 绿树扶疏ꎬ 古木苍翠ꎬ 庄严肃穆ꎬ 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ꎮ 寺院门

前场地开阔ꎬ 缓坡舒展ꎬ 奇树、 怪石、 盆景散见其上ꎻ 四周回廊环抱ꎬ 两侧轩榭相

望ꎬ 一曲曲古琴ꎬ 一缕缕茶香ꎮ 寺庙不大ꎬ 但香火旺盛ꎬ 门庭若市ꎬ 善男信女ꎬ 络绎

不绝ꎮ 寺内右侧岩壁上刻着李纲 «还至城月别琮师» 和 «赠琮师» 两首诗ꎬ 寺堂背

后岩壁上有摩崖石刻 “湖光岩” 三个大字ꎬ 此乃丞相李纲于南宋建炎三年 (１１２９)
被贬经雷州ꎬ 在广东留下不可多得的遗迹ꎬ 也是李纲和当时的主持释琮深限友的见

证ꎮ
【宋代白衣庵】 在湛江市湖光岩景区西边ꎬ 依岩洞营建ꎬ 始建于宋ꎬ １９８２ 年重

修ꎬ 庵前砖石水泥结构ꎬ 仿歇山顶方亭ꎬ 平面 ２７ 平方米ꎮ 石窟内为庵堂ꎬ 宽 ８ 米ꎬ
深 ７ 米ꎮ 亭前青石曲径ꎬ 直达岩湖庵右侧 ２０ 米处ꎬ 有 “乐懒岩” 于悬崖石窟结室ꎮ
白色的小庵门ꎬ 给人的感觉清幽而安静ꎮ

【宋代赤坎港码头遗址】 原是海边的一座小山岗ꎬ 山岗下边有多个泉水眼ꎬ 渔船

补给淡水和食物在此落脚ꎬ 初时只有二、 三十户居民ꎮ 宋时ꎬ 闽人货船发现这里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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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浪静ꎬ 又是躲避海盗的安全之地ꎬ 便招引同乡移民此地定居ꎬ 筑水井ꎬ 修建水仙、 妈

祖、 双忠、 双清等庙宇ꎬ 保佑行船平安ꎮ 宋元之际ꎬ 大批闽潮人沿海路南下至此ꎬ 聚

籍而居ꎬ 形成福建村、 福建街和潮州街等ꎬ 成为粤桂琼三地重要的货物集散地ꎮ 船民

为了上落需要ꎬ 于岸边斜坡建漳铺港、 云霄港、 绍安港等码头ꎮ 时ꎬ 赤坎已具商埠雏

形ꎮ 明末清初ꎬ 解除海禁ꎬ 浙、 广、 高、 雷等地商船来往增多ꎬ 原有码头不够用ꎬ 商

贾们争相投资建码头ꎬ 陆续建成码头共 １０ 处ꎬ 用青石条铺叠ꎬ 砌筑成踏跺式阶梯ꎬ
石级高低、 长短不一ꎬ 通道宽窄不同ꎬ 红砖高墙ꎬ 仿似城堡ꎮ 各码头上端出口连接大

通街ꎬ 下端出口直通海边 (今民主路至中山二路一带)ꎮ 简述如下:
１ 号码头: 在民主路西端、 福建街口南侧ꎬ 晨光小学校门扩建ꎬ 此码头被毁ꎮ
２ 号码头: 是赤坎最古老的码头ꎬ 故称古老渡ꎮ 上端为大通街与永安街交汇ꎬ 下

端端出口处是民主路 １４６ 号ꎬ 呈丁字型ꎬ ２ 个斜坡ꎬ 总长 ６３ ４ 米ꎬ 其中长坡 ３９ ５ 米ꎬ
原有石砌踏跺ꎬ 被水泥覆盖ꎬ 成斜坡状人行道ꎮ 通道出口处宽 ３ ６ 米ꎬ 斜坡处 ３ ２
米ꎮ 与丁字出口处相对ꎬ 另有一短斜坡长约 １０ 米ꎬ 青石台阶 ２３ 级ꎮ 与东方街交汇

处ꎬ 有闽浙会馆的旧址ꎬ 也有法占时期的水泥灯柱ꎮ

７ 号码头

３ 号码头: 在今大通街西段中部ꎬ 高程约 ８ 米ꎬ 上端有 １５ 级台阶ꎬ 至拐弯向北

处斜坡长 ２１ ２ 米ꎬ 从拐弯这段下通民主路出口约 ２０ 米ꎬ 台阶 １８ 级ꎬ 共用大小不等

石块砌成ꎬ 大石长 １ 米ꎬ 宽 ０ ２５ 米ꎬ 小石长 ０ ３ 米ꎬ 宽 ０ ２ 米ꎮ 通道上窄 １ ８５ 米ꎬ
下宽 ２ ３ 米ꎬ 此码头上岸街巷狭窄弯曲ꎬ 已废弃ꎮ

４ 号码头: 平安街与大通街交汇处ꎬ 下通民主路ꎬ 正对大众路ꎬ 出口处北侧是广

州湾商会大楼ꎮ 码头高程约 ６ ５ 米ꎬ 斜坡长 ５０ ２ 米ꎬ 台阶分三段ꎬ 每段踏跺石级 ９
至 １１ 级ꎬ 共有 ２７ 级ꎬ 用 ０ ８ 至 ０ ２２ 米大小石块砌成ꎬ 通道宽度下宽上窄ꎬ 低处

３ ６５ 米ꎬ 中间 ３ ４７ 米ꎬ 高处 ２ ５４ 米ꎮ
５ 号码头: 在大通街东段ꎬ 高程 ５ 米ꎬ 斜

坡长 ３３ ９ 米ꎬ 这些码头中最为陡峭ꎬ 倾斜度

达 １０ ２ 度ꎮ 两段台阶ꎬ 石砌踏跺 ３６ 级ꎬ 级差

０ １３ 至 ０ １５ 米ꎮ 上端有石框木柱式闸门ꎬ 高

２ ３５ 米ꎬ 宽 １ ３８ 米ꎮ 下端在染房街 １６ 号与

１８ 号之间ꎬ 低端有一口井ꎬ 出口处正对民主

路 ９１ 号后门ꎬ 横巷可出染房街ꎮ 通道下宽上

窄ꎬ 下端 ３ 米ꎬ 转弯处 １ ５８ 米ꎬ 上端接大通

街出口处只有 １ ３８ 米ꎮ
６ 号码头: 在染房街ꎬ 上端出口在大通街

５０ 号至 ５２ 号之间ꎬ 高程 ５ ６ 米ꎬ 斜坡长 ６３
米ꎬ 台阶分五段ꎬ 石砌踏跺共 ５５ 级ꎬ 底部引

道长 ２２ 米ꎮ 通道下宽上窄ꎬ 下端 ３ １６ 米ꎬ 中

端 ２ ７ 米ꎬ 上端 １ ７ 米ꎬ 是一个更楼的门ꎮ
７ 号码头: 在东兴街ꎬ 上端在大通街 １０

至 １２ 号之间ꎬ 高程 ８ ５ 米ꎬ 全长 ９３ 米ꎬ 其中



１２１　　

第
一
章
　
城
市
历
史

斜坡长 ８７ ３７ 米ꎬ 两段台阶ꎬ 石砌踏跺共 ４４ 级ꎮ 下端路中间有一古井ꎬ 影响交通被

填封ꎬ 出口处正对幸福路ꎮ 通道宽上窄下宽ꎬ 高处 ２ ８５ 米ꎬ 中间 ２ ９７ 米ꎬ 下端 ４ ６
米ꎮ

８ 号码头: 在水仙街ꎬ 亦称水仙码头ꎬ 高程 ８ 米ꎬ 斜坡长 ５１ ５ 米ꎮ 散存石砌踏

跺 ２５ 级ꎬ 其余填为 ６ 段斜坡形路面ꎮ 上端经南兴路接上大通街ꎬ 宽度比较均匀: 均

２ ３５ 米ꎮ 这个码头的斜坡与其他码头不同ꎬ 在台阶两旁ꎬ 而不是在台阶中间ꎮ 四段

台阶ꎬ 共有 ２５ 级ꎮ 下端出口处是民主路 １５ 号ꎬ 码头有一个水仙庙ꎬ 庙前有 ２ 口水

井ꎬ 几百年来ꎬ 沿用至今ꎮ 庙旁有 “联合书局” 旧址ꎮ
９ 号码头: 在南兴街ꎬ 又叫米行街ꎬ 高程 １１ ５ 米ꎬ 斜坡长 ３９ ７ 米ꎬ 两段台阶共

１４ 级ꎮ 通道下宽上窄ꎬ 下端 ４ ９ 米ꎬ 中端 ２ ９５ 米ꎬ 上端 (与水仙街相交处) ２ ２５
米ꎮ 下端出口处是中山二路 ６２ 号ꎮ

１０ 号码头: 在井街口ꎬ 高程 ５ 米ꎬ 斜坡长 ３３ 米ꎬ 上端通泥水街、 与大通街南端

相接ꎮ 通道宽 ３ ６ 米ꎬ 已填为斜坡水泥路面ꎮ 从井街到泥水街这段坡度平缓ꎬ 没有台

阶ꎬ 坡长 ４４ ４ 米ꎬ 其中还保留着青石铺砌的路面 １７ ７ 米ꎮ 下端出口处是中山二路 ８２
号ꎬ 原有一口井ꎬ 故名井街ꎬ 已封闭ꎮ

值得一提的ꎬ 离古老渡不远ꎬ 始凿于清朝乾隆年间 “金铺井” (今民主路) 和

“当铺井” (今永安街) 是赤坎最早的开埠井ꎮ １９２５ 年填海造地ꎬ 营建 “三民路” 商

业街后ꎬ 大通街商业衰落ꎬ １０ 处码头功能随之消失ꎬ 留作街巷ꎮ 如今ꎬ 徜徉在这些

悠长老街巷ꎬ 不见货栈林立的景象ꎬ 但仍见存用至今双清庙、 水仙庙的香火袅袅ꎬ 楼

角屋缝间挂着瓦通排水管ꎬ 苔痕斑驳的踏跺石级ꎬ 长满碧绿清苔的红砖高墙ꎬ 成为追

忆赤坎古商埠岁月沧桑的见证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赤坎港 １０ 个码头遗址公布为第七批

湛江市文物保护单位ꎮ
【通明港村白鸽寨遗址】 位于麻章太平镇通明河出海口ꎬ “港” “村” 合一ꎬ 称为

通明港村ꎮ 这里是古代海防要地ꎬ 明万历 １４ 年置水师 “白鸽寨”ꎬ 隶雷州卫右营ꎬ
驻防长达 １５４ 年ꎬ 城内建筑较多ꎬ 不少建筑墙体仍然使用长 ２４ 厘米、 宽 １０ 厘米、 厚

２ 厘米红砖砌筑ꎬ 也有用当地石片砌筑ꎬ 还有用泥砖砌ꎬ 屋顶盖稻草ꎮ 有些民房还用

侧砖砌包边ꎬ 与泥砖同砌 (俗称 “金包边” )ꎬ 有规则地采用横砖拉结墙体ꎬ 使墙体

坚固耐用ꎮ 寨内宣封庙为三进ꎬ 三开间ꎬ 进深 ８ ９３ 米ꎬ 面宽 １２ ６ 米ꎬ 高 ７ ４ 米ꎻ 庙

后有一座关帝庙ꎬ 进深 ７ 米ꎬ 面宽三开间 １２ ２５ 米ꎬ 总面积 ８１０ 平方米ꎬ 主体建筑为

瓷瓦硬山顶ꎬ 绿色琉璃瓦剪边ꎬ 硬山搁檩式梁架ꎬ 一至二进间施以券棚顶勾连搭ꎬ 大

门庑廊两柱采用圆石柱顶檐ꎬ 工艺精细ꎬ 布局奇巧ꎮ 庙于明万历年间建ꎬ 清康煕四十

九年 (公元 １７１０ 年)、 民国三十六年分别重修ꎬ 保存完好ꎮ 传说康煕时ꎬ 晋封天妃

为天后ꎬ 故庙名 “宣封”ꎮ 白鸽寨内最有特色的是通明港村六角大井ꎬ 始建于明万历

年间ꎬ 井口砌石ꎬ 平面六角形ꎬ 内井壁全部采用青石砌筑ꎬ 长年水浸ꎬ 石固如故ꎮ 此

外ꎬ 井口竖石已因长年使用ꎬ 绳杆磨擦壁石ꎬ 石明显损凹但石壁不松动ꎬ 不崩塌ꎬ 不

 «赤坎老街的古码头» 陈祥胜ꎬ «湛江日报» Ａ０７ 版 ２０１７ ４ ８ꎮ 这些码头长宽高数据ꎬ 作者陈祥胜现

场度量ꎬ 与 １９９１ 年梁金木编著的 «湛江建筑志» 对比ꎬ 进行修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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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ꎬ 显示明代建筑工艺达到坚而精的水平ꎮ

【广州湾靖海宫】 坐落于南三岛灯塔乡ꎬ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ꎬ 三开间ꎬ 宽 １２ 米ꎬ
进深三间 ２０ 米ꎬ 面积 ２４０ 平方米ꎮ 据清光绪 «吴川县志» 卷三载: “洪圣庙在县

南八十里广洲湾ꎬ 额日ꎬ ‘靖海宫’ꎬ 注云: 洪圣者ꎬ 南海神也ꎮ 明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
年) 改称南海之神ꎮ” 当地群众俗称 “大王庙” “大王宫”ꎮ 经历多次修缮ꎬ 最近一次

于 ２０１６ 年重修ꎮ 此庙座东南向西北ꎬ 面临大海ꎬ 供奉的是被誉为 “海峡和平女神”
妈祖林默娘ꎮ １８９９ 年ꎬ 法军入侵广州湾在此附近安营扎寨ꎬ 旧称 “南营”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列入湛江市文物保护单位ꎮ

【集成书院】 亦称陈文龙公祠ꎬ 在坡头墟之北ꎬ 坐北向南ꎬ 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年

(公元 １７７５ 年)ꎬ 面宽三开间 １３ ５ 米ꎬ 进深三开间 １６ ６ 米ꎬ 屋高 ７ 米ꎬ 大门正面筑

有四级踏跺石阶ꎬ 门额雕刻 “陈氏宗祠” 四个大字ꎬ 抬梁式木构架ꎬ 卷云式雀替ꎬ
瓜爪式砣峰ꎬ 尾顶采用民间的布纹瓦ꎬ 地面规则地铺着纹砖ꎮ

【坡头陈氏宗祠】 建于清乾隆四十八年 (公元 １７８３ 年)ꎬ 位于坡头镇圩内ꎮ 祠为

三进四合院式布局ꎬ 建筑为封火式山墙ꎬ 抬梁与穿斗混合式梁结构ꎬ 梁架上驼墩ꎮ 瓜

柱、 雀替等雕刻精细ꎬ 该祠颇有地方特色ꎬ 现存好ꎮ
【万寿桥】 又叫青塘桥ꎬ 建于清道光十六年 (公元 １８３６ 年)ꎬ 位于廉江县雅塘镇

陀村东南面 １ 千米处的青塘河上ꎬ 是广东下四府 (高、 廉、 雷、 琼) 的名桥ꎬ 由廉

州、 高州、 雷州三府六县合资共建ꎮ 为六墩七孔式平桥ꎬ 长 ３１ ５ 米ꎬ 宽 １ ５ 米ꎬ 桥

头有记桥沿革碑记一方ꎮ
【贞孝坊】 湛江市郊坡头镇久有村边的贞孝坊ꎬ 建于清道光二十二年 (公元 １８４２

年)ꎬ 为四柱三间楼式砖砌牌坊ꎮ 坊为歇山顶ꎬ 高 ７ 米ꎬ 通面宽 ８ ７ 米ꎬ 进深 ２ ４ 米ꎬ
明间宽 １ ３８ 米ꎬ 次间宽 ０ ９０ 米ꎮ 该牌坊进深较大ꎬ 形制别致ꎬ 外观庄严厚重ꎬ 是粤

西地区唯一全部用红砖砌筑而成ꎬ 国内罕见ꎮ
【官保坊】 建于清道光三十年 (公元 １８５０ 年)ꎬ 位于市郊硇洲镇上街村内ꎬ 为纪

念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而建ꎮ 坊四柱三间冲天式石牌坊ꎬ 通高 ４ 米ꎬ 通宽 ５ ４８ 米ꎬ
明间宽 ２８ 米ꎬ 次间宽 ０ ７ 米ꎬ 石柱与石柱之间用田凸相接ꎬ 工艺精细ꎬ 接驳牢固ꎬ
现存完好ꎮ

【广济桥】 建于清咸丰十ー年 (１８６０ 年)ꎬ 次于万寿桥建筑ꎬ 位于湛江市郊湖光

农场境内ꎬ 即新坡村南面ꎬ 俗称 “十九孔桥”ꎬ 为石筑梁式桥ꎬ 长约 ４７ 米ꎬ 宽 ２ 米ꎬ
现桥完好ꎮ

【云梯塔】 坐落霞山区海滨大道南中段东侧 (今昌大昌苑内)ꎬ 建于清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 年)ꎬ 塔高五层ꎬ 坐南向北ꎬ 砖石结构ꎬ 层层八八角棱形ꎬ 叠涩式砌砖出検ꎬ
造型精巧ꎮ 每层有内室和拱门ꎬ 踏阶夹在墙中ꎬ 可盘旋到顶部ꎮ 塔口上方有石刻草书

“云梯” 二字ꎮ 塔南进北升ꎬ 意福自南来ꎬ 好景长存ꎻ 临海拱门砌实ꎬ 寓海潮无门可

入ꎬ 平安丰登ꎮ 塔旁建 “公主庙” －座ꎮ １９５８ 年ꎬ 在大炼钢铁热潮中ꎬ 此塔与庙均被

拆除ꎬ 取砖砌炼钢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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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代建筑

从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之后ꎬ 中国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ꎮ 随着颐和园及河北几

座皇陵最后一批 “皇家工程” 结束ꎬ 中国建筑开始突破封闭、 迈向开放的近代化进

程ꎮ 近代广州湾建筑呈现多元化发展ꎬ 与国内殖民输入沪、 宁、 京、 津、 满州、 胶

州、 粤港等通商口岸、 租界形成新城区的近代建筑有着不同原因、 过程和特点ꎬ 反映

出历史复杂性和丰富性ꎮ 主要表现: 一是仍然保持中国传统建筑延续与发展 (以赤

坎传统民居、 会馆和庙宇为代表)ꎻ 二是使用混凝土结构的近代建筑形式和殖民风格

建筑的出现ꎻ 三是骑楼建筑大量涌现ꎮ
１ 传统建筑的延续与发展

广州湾早期民居、 庙寺、 会馆等建筑仍保持清朝建筑特色: 踏跺进宅ꎬ 门面宽

阔ꎬ 外表堂皇ꎮ 三开间的一厅两厢ꎬ 讲究客厅布局ꎬ 两翼匀称ꎬ 庄重得体ꎻ 四合院ꎬ
则注重厢房天井配置严谨ꎬ 追求屋檐桁梁精致ꎮ 赤坎商埠移民来自不同地域ꎬ 房屋建

筑工艺也继承各自传统的文化特点ꎬ 集闽、 浙、 潮、 广、 高、 雷各地建筑特色于一

地ꎬ 很多建筑带有典型的福建、 潮汕工艺ꎬ 装饰精美的木雕、 灰雕和彩绘ꎮ 甚至在一

幢建筑物中ꎬ 融合广东各地建筑风格ꎮ 这个时期ꎬ 房屋布局还是四合院式结构ꎬ 青石

基础ꎬ 高台式砖墙ꎬ 歇山顶ꎬ 抬梁或穿斗式梁架结构ꎬ 但梁架、 墩柱雕刻精细ꎬ 装饰

堂皇ꎬ 艺术价值较高ꎮ 如清光绪期间建的南三田头村越王祠ꎬ 民国十八年建赤坎清凉

寺等建筑仍是四合院式砖木结构ꎬ 五大会馆也是典型的明清时代建筑风格ꎮ 此外ꎬ 大

通街、 三和街一带有许多客商宅第、 商铺ꎬ 里面的厢房天井布局严谨ꎬ 屋檐桁梁结构

精致ꎬ 雕梁朱漆依然斑驳可辨ꎬ 集中体现赤坎古埠民居的特点ꎬ 不少至今仍保存完

好ꎮ
随着进口水泥、 钢筋混凝土的应用ꎬ 传统建筑开始融进时代流行的特征ꎬ 如新景

路的 “陈氏大屋”ꎬ 是典型中西结合的产物ꎬ 整体结构按四合院模式建造ꎬ 门面却采

用西式装璜ꎬ 搭配自然ꎬ 混成一体ꎮ 特别是民间建筑工匠寄托反帝爱国感情于建筑物

中ꎬ 将侵略者的丑象雕刻成木俑ꎬ 放在梁架上作托梁垫ꎬ 如高州会馆方亭后厅九架梁

与七架梁间ꎬ 有木雕 “番鬼托梁” ８ 个ꎬ 每个高 ４５ 厘米ꎬ 两个一对ꎬ 面对面ꎬ 分别

蹲在梁架两头ꎬ 单膝下跪ꎬ 一手撑地ꎬ 肩膀抬着梁架ꎬ 另一手扶住ꎬ 表情似笑非笑ꎬ
头戴高帽ꎬ 腰系红带ꎬ 刻工细腻ꎬ 形像逼真ꎮ 此类寄托反帝爱国感情于木雕构件中的

建筑ꎬ 在文良宗祠、 罗候王庙等都见其踪影ꎮ
２ 近代西式建筑的出现和发展

近代的水泥、 玻璃、 机制砖瓦等建筑材料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广泛应用ꎬ 使近代中

国建筑体系形成ꎬ 并达到繁盛时期ꎮ
广州湾最早西式建筑ꎬ 是西营办公楼、 兵营、 戏院、 赌场、 住宅和学校以及教

堂、 医院和育婴堂等ꎮ 这些建筑由法国建筑师或传教士设计ꎬ 具有浓郁的欧式风格和

殖民主义色彩ꎮ 也有一些由法国人设计的建筑物零星分布于赤坎等地ꎬ 如四座更楼炮

台、 修女院、 海关楼、 法国医院、 巴黎戏院ꎬ 位于太平镇蓝带兵营等ꎮ 由于战争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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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原因ꎬ 这些建筑多已损毁ꎬ 住宅建筑更是一座也没保留下来ꎮ 现存教堂、 福音堂、
公使署、 法军指挥中心、 汇理银行、 邮政楼等ꎬ 分布在西营延安路、 绿荫路一带ꎮ

西营西北面今椹川大道和文明路交汇处 (原湛江四中一带)ꎬ 是法国人的墓园ꎬ
俗称 “番鬼园”ꎮ 墓园按西欧传统模式建造ꎬ 入口是雕塑花纹装饰的拱门ꎬ 每墓立有

十字架和云石墓碑 (已毁)ꎮ
抗日战争期间ꎬ 广州湾偏安一隅ꎬ 是城市建设发展最快时期ꎮ 赤坎兴建南华、 宝

石、 南路、 大中、 六国等大酒店ꎬ 以及欧亚旅店、 百乐殿大戏院、 建设旅店、 同乐戏

院等ꎮ 西营有南天酒店、 京华酒店、 中国大戏院等ꎮ 这些建筑ꎬ 多为中西结合ꎬ 二层

楼房ꎮ 其中规模最大的 １９３９ 年建成开业的南华酒店ꎬ 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层

楼房ꎬ 平面呈梯形ꎬ 西式钟楼高耸于屋顶之上ꎬ 墙体抹灰ꎬ 这也是民国时期建筑与清

朝以前平房清水墙的不同之处ꎮ
又如ꎬ 隐身于南兴街 ４９ 号的静园——— “现代照相馆”ꎬ 是一幢洋气十足的楼阁ꎬ

两栋小楼组成一段走廊ꎬ 拱形廊架ꎬ 淡黄色墙体ꎬ 双层窗子ꎬ 外层蓝色木质百叶窗ꎮ
走到里面ꎬ 是一个小庭院ꎬ 迎面二层楼整幅墙体ꎬ ９ 个西式玻璃窗ꎬ 一字排列ꎬ 因窄

而高ꎬ 高高向上ꎬ 彰显雅致温情ꎬ 更显浪漫ꎮ 每个窗有四格ꎬ 每格 ９ 块玻璃ꎬ 由黑白

两色构成十字形ꎬ 暗喻 ９ 宫格ꎮ 窗间墙贴上装饰性的壁柱框住窗体ꎬ 窗子上部拱券结

构ꎬ 弧线造型ꎮ ９ 个窗洞与 ９ 宫格看似很简单ꎬ 却又很深奥ꎬ 深藏着中国传统文化

“九九归一” 的哲理ꎮ 门头、 窗间墙、 阳台围栏等饰以灰白色的雕花图案ꎬ 装饰设计

富于变化ꎬ 整座建筑给人简洁典雅、 气派不凡的印象ꎮ １９３９ 年南海人梁显强、 雷剑

虹夫妇从桂林逃难到广州湾ꎬ 以五百银元作为资本在此开设照相馆ꎬ 当年商人、 学

生、 国民党要员ꎬ 甚至还有驻广州湾的法国人和日本人都来照相ꎬ 门庭若市ꎮ 该馆照

相技术高、 名声大ꎬ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ꎬ 梁显强走进入侵日军在赤坎举行投降仪式会

场ꎬ 举起相机ꎬ 留下见证一个民族骄傲的记忆: 日军代表渡部市藏中佐提笔ꎬ 在投降

书上签字ꎬ 后来他还冲晒一本 «日军投降影集»ꎬ 成为这段重要历史转折点的见证

人ꎮ 梁显强定格见证这个重要时刻的影像艺术连同这个楼阁凝固的建筑艺术ꎬ 至今仍

分外耐人寻味ꎮ
再如ꎬ 原广州湾商会大楼、 甯园、 许爱周旧宅等均是典型西式、 或仿西式、 或中

西合璧的建筑ꎬ 保存较为完好ꎮ
３ 骑楼的大量涌现

骑楼ꎬ 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岭南特色的建筑形式ꎮ 这种 “上楼下廊式” 临街建

筑物ꎬ 一楼建成行人走廊ꎬ 既是居室或店面的外廊ꎬ 又是室内外的过渡空间ꎮ 走廊上

方则为二楼楼层ꎬ 犹如二楼 “骑” 在一楼之上ꎬ 故称为 “骑楼”ꎮ 通常一楼当商铺ꎬ
二楼以上住人ꎬ 既可防雨防晒ꎬ 又便于展示橱窗ꎬ 招徕生意ꎮ 而西方骑楼建筑起源于

“敞廊式” 走廊ꎬ 于近代由欧洲传至世界各地ꎬ 凡是商业建筑规定一定宽度的场所提

供商贩做生意ꎮ １８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后巴黎改建里沃利大街、 甚至远在瑞士都有其

踪影ꎮ
中国自北宋市坊制改革以来ꎬ 布置 “连檐而廊” 的街景ꎬ 但没有商业化ꎮ 辛亥

革命后ꎬ 广东军政府十分重视街道景观的美化和统一ꎬ 并将之法规化ꎬ １９１２ 年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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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警察厅颁布 «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规则» 中规定ꎬ “凡堤岸和各马路建造店铺ꎬ
均应在自置私地内留宽八尺ꎬ 建造有脚骑楼ꎬ 以利交通ꎮ 至檐前滴水须以水槽、 水简

引水透入明渠ꎬ 不得另设檐篷ꎬ 致碍行人而伤堤路ꎮ” 这一法规ꎬ 对当年及以后广

州的骑楼建设甚具影响ꎬ 建筑师把西方建筑与岭南传统建筑相结合ꎬ 设计出适应广州

繁华商业生活及炎热多雨气候环境的骑楼建筑ꎮ 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４０ 年代ꎬ 骑楼在广州

大行其道ꎬ 影响波及省内其它城市ꎬ 并很快传到闽南、 广州湾和海南等地区ꎬ 成为岭

南地区商业街市的一种特有建筑形式ꎮ
近代之广州湾社会经济发展ꎬ 人口剧增ꎬ 但作为商贸集散地的大通街宽不足 ３

米ꎬ 街巷狭窄ꎬ 人流拥挤ꎬ １９２５ 年当局实施向东拓展规划ꎬ 填海造地ꎬ 营建 “三民

路” (民族、 民权、 民生) 街区ꎬ 包括克兰满索街 (民主路)、 龙总督街 (和平路)
以及大众路、 幸福路等ꎬ 沿街建成 “连体式骑楼建筑”ꎬ 上下二层ꎬ 一楼为商用ꎬ 二

楼为居住ꎬ 或前店后宅ꎮ 同一时期ꎬ 西营东堤路片区也建起 “连体式骑楼建筑”ꎮ
骑楼街道被视为城市马路近代化的理想方案ꎮ 比之传统城市受 “重农抑商” 的

约束ꎬ 只是配套几条人流和物流集中的商业街道ꎬ 而广州湾骑楼街区开发则达到极

致: 一是增加建筑使用空间ꎬ 门前骑楼遮阳挡雨ꎬ 行人免受气候影响ꎬ 走廊宽与廊柱

高比 １ ５ꎬ 空间较为适宜ꎻ 二是为商贸而设计ꎬ 网格式街长两百余米ꎬ 相隔半百米ꎬ
路网密度增大ꎬ 争取更多临街商业面ꎻ 三是院落骑楼连体而建ꎬ 节省隔墙材料ꎬ 使街

景形成连续界面的效果ꎻ 四是规划街宽与楼高比为 １ꎬ 追求 “楼有多高ꎬ 路有多宽”
的目标ꎬ 空间比例协调ꎬ 让行人感觉亲切舒适ꎻ 五是街道两侧土地划分规整ꎬ 分块租

售获利ꎮ
骑楼建筑形成宜人的购物空间ꎬ 赋予广州湾崭新的形象ꎮ 这些骑楼建筑ꎬ 外墙立

面装饰采用西式风格ꎬ 柱式、 窗间墙、 线角等处饰以花草、 花环自由卷曲的图案ꎬ 也

有南洋式窗雕图案ꎮ 楼层开窗多为 “三间四柱” 形式ꎬ 壁柱简化为叠柱式ꎬ 窗洞个

别为半圆弧ꎬ 多数为经变形近乎直线的平拱ꎬ 拱心石、 券脚石多以灰泥塑造ꎬ 窗洞形

式ꎬ 或三窗等宽ꎬ 或中间大两侧较小ꎬ 或以中间窗做成落地窗ꎬ 配外挑阳台栏杆ꎮ 檐

部处理为西式分隔拼花式女儿墙———水平葫芦栏杆ꎬ 坡屋面掩藏其后ꎬ 也有西洋山花

式ꎬ 大多已经中西折衷处理ꎬ 但商铺门面又采用中式木门ꎬ 突显岭南建筑的韵味ꎮ 骑

楼街道是欧亚、 南洋和岭南混合文化的产物ꎬ 在华人眼中为西式做法ꎬ 在西人眼中则

有异国情调ꎬ 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城市街景ꎮ
４ 近代重要建筑

(１) 近代传统风格的重要建筑

以庙宇、 会馆及早期民居建筑为代表ꎬ 主要有雷阳武庙、 水仙庙、 白马庙、 妈祖

庙、 五大会馆等ꎮ
【雷阳武庙】 因庙中供奉关羽像ꎬ 俗称 “关帝庙”ꎮ 位于赤坎关庙街ꎬ 清光绪二

年 (公元 １８７５ 年) 重建雷阳会馆迁庙于此ꎬ 光绪十一年赤坎阖埠绅商等重建ꎮ 庙为

四合院砖木结构ꎬ 歇山顶作马鞍形ꎮ 庙前石阶五级ꎬ 左右各有一石鼓ꎻ 后殿供关羽

 «陈炯明: 推动广州由 “府” 变 “市” »ꎬ 卜松竹 ꎬ «广州日报»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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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　　
像ꎮ 该庙融汇唐宋明代和潮州建筑的特色ꎬ 具有独特风格ꎮ 前殿面宽三间ꎬ 明间宽

６ ５ 米ꎬ 次间宽 ３ ６ 米ꎬ 进深二间ꎬ 深 １ ９ 米ꎬ 踏跺 ６ ５ 米ꎬ 中间拜亭宽 ６ ５ 米ꎬ 深

７ ９ 米ꎬ 两侧廊庑通前后殿ꎬ 后殿深 ７ ４ 米ꎮ 斗拱和柱结构有一定特色: 有四种柱ꎬ
前殿明间全部为方形石柱ꎬ 础作花篮式亭方柱为石木结构ꎬ 通高 ４ ５ 米ꎬ 下段为石

柱ꎬ 高 ３ ２５ 米ꎬ 上段为本柱ꎬ 高 １ 米ꎬ 石木之间锲口衔接ꎬ 接口深 ０ １ 米ꎮ 此种石

木结构可解决石料或木料长度之不足ꎬ 増强防潮防蛀ꎮ 后殿全部为圆木柱ꎬ 花篮形石

柱ꎬ 继承明代建筑风格ꎮ 山墙ꎬ 廊庑全部为方形砖柱ꎬ 用灰沙抹批成石状ꎮ 前后殿及

拜亭为七架梁ꎬ 斗拱弯ꎬ 有四板ꎬ 仿唐宋形式ꎬ 有二跳或三跳出拱ꎬ 拱作变形卷云

状ꎮ 驼峰以圆木作ꎬ 刻花鸟卷云之属ꎬ 间有瓜爪形ꎮ 该庙为现存较好的清末庙宇建

筑ꎬ 柱、 础、 梁架、 斗拱有仿唐宋仿明遗存ꎬ 有一定的特色ꎮ 该庙遗址现为湛江市赤

坎区第四小学校舍ꎮ
【五大会馆】 会馆是旧时同乡人士在外地都会、 商埠捐资所设立的馆舍ꎬ 供同乡

聚会、 决议大事和寄宿场所ꎮ 清康熙年间ꎬ 赤坎港商贸繁荣ꎬ 各地商船、 绅贾接连而

至ꎬ 聚籍而居ꎬ 先后建造潮洲、 闽浙、 广府、 高洲和雷阳五大会馆ꎮ 这些会馆ꎬ 都带

有浓厚的传统建筑风格ꎬ 四合院式ꎬ 砖木结构ꎬ 踏跺进院ꎬ 梁架斗拱ꎬ 飞檐出阁ꎬ 庄

重堂皇ꎬ 汇聚各地民俗文化的特点和精华ꎬ 把当地传统的工艺融进建筑ꎬ 混成一体ꎬ
木雕、 石雕、 砖雕、 瓷雕等各具特色ꎬ 精美细致ꎬ 栩栩如生ꎮ 潮州会馆正堂的巨型木

浮雕 “金枝长发叶ꎬ 银树水开花”ꎬ 最具优秀代表ꎮ 不少会馆都留有名人墨迹ꎮ 高州

会馆大门牌隔及门联ꎬ “旅馆簪同做梓ꎬ 海波澄镜到博桑”ꎬ 是清吴川状元林召業所

题ꎮ 雷阳会馆石刻门联: “雷雨经纶四方和会ꎬ 阳春德泽万物棣通”ꎬ 是清遂溪举人

洪启元所作ꎮ 赤坎五大会馆在文革和日后的用地建设中被拆毁ꎮ
(２) 近代西式风格的重要建筑

以殖民当局建筑为代表ꎬ 包括钢筋混凝土结构形成中西结合的近代建筑ꎮ 赤坎主

要有 “南洋风格” 联体式骑楼建筑ꎬ 以十个码头旧址、 三友公司、 长发庄、 光裕堂、
许爱周故居、 蔡挺生故居、 老虎楼、 广州湾法国驻军旧址、 黎民伟故居、 民权路别

墅、 赤坎修女院 (育婴堂)、 四更楼、 广州湾商会大楼、 南华大酒店、 建设旅店等历

史建筑为代表ꎻ 西营主要有法国公使署、 天主教堂、 福音堂、 法军广州湾指挥大楼、
东方汇理银行广州湾分行、 西营邮政所旧址、 南天酒店等ꎻ 坡头以法国公使署、 监

狱、 坡头海关楼等ꎮ
【广州法国湾公使署旧址】 位于霞山海滨一路ꎬ 面向湛江海湾ꎬ 原为法国驻广州

湾租借地最高统治机关ꎮ １９０３ 兴建ꎬ １９１２ 年建成ꎬ 钢梁水泥结构ꎬ 总面积 １９０２ 平方

米ꎬ 地面二层ꎬ 地下一层ꎬ 一层处理成基座及地下室ꎬ 三层以上筑钟楼ꎮ 正门为弧形

多级台阶ꎬ 直通二楼台阶步入大厅ꎬ 两侧各有两个小弧形台阶ꎬ 二、 三层均有欧式花

栏围廊ꎬ 门外绿化庭园ꎬ 铸有 «金鸡» 雕像ꎬ 楼顶有自鸣钟报时ꎮ 建筑承重墙厚

０ ４８ 米ꎬ 形体厚重ꎬ 外型线条鲜明ꎬ 造型独特ꎬ 凹凸有致ꎬ 具有鲜明的近代欧式建

筑风格ꎮ 设计上富于人性化ꎬ 室内空间宽敞ꎬ 通风明亮ꎬ 尤其双层玻璃窗ꎬ 传热系数

是单层窗的一半以下ꎬ 减少近七成的热损失ꎬ 调节室内温度ꎬ 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ꎮ
这种中空玻璃技术ꎬ 由美国人 １８６５ 年发明ꎬ 是一种良好的隔热、 隔音、 美观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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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建筑技术被应用于广州湾ꎮ 厅内挂有历任广州湾公使姓名、 职级、 任期的木牌ꎬ
法文阴刻而成ꎮ 这是法国殖民主义者 １８９９ 年到 １９４５ 年强占广州湾租借地的历史佐

证ꎬ 作为首府三易其址ꎬ １９００ 年设麻斜ꎮ 由于强占民房激起众怒ꎬ １９０２ 年被迫迁坡

头ꎮ 不久又因当地抗法力量所致ꎬ １９１２ 年迁至此地ꎮ １９４５ 年ꎬ 为广州湾日本占领军

军部ꎮ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５４ 年湛江市人民政府在此办公ꎮ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改为湛江市少

年宫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公布为湛江市文物保护单位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布为广东省文

物保护单位ꎬ ２００２ 年移交湛江市博物馆管理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ꎬ 是近代重要建筑ꎮ
附: «保护原广州湾法国公署使旧址第一人»
这座既具特殊风格ꎬ 又有很特殊经历的建筑物ꎬ 如果不是原市文化局局长祝宇铁

了 “犯上” 的决心ꎬ 进行一年多的据理 “斗争”ꎬ 制止某单位拆除兴建宿舍的行为ꎬ
市民今天再也看不到见证广州湾———湛江市百年历史的一个古建筑物ꎮ

时间追溯至 １９８５ 年ꎬ 为保护这一历史遗址ꎬ 祝宇承受着巨大压力ꎮ 他顶住上面

以两次书面和 ３ 次电话下令拆除的通知ꎬ 遭受上级有关部门多次指责ꎮ 某部门领导

说: “这是什么文物ꎬ 有什么价值? 又不是革命遗址ꎬ 这是耻辱标志ꎮ”
劝告祝宇不要顶住不办ꎬ 并以扣下市歌舞团排练场经费来威胁ꎮ 但祝宇以保护文

化遗产的独到魄力ꎬ 宁愿被撤职也要保护好这座历史文物ꎮ １９８６ 年春节年初四ꎬ 市

某领导找他谈话ꎬ 严厉批评他为什么不同意拆除? 他旗帜鲜明地表示: “这座古建筑

是湛江历史见证ꎬ 是文物ꎮ 我作为文化局的领导ꎬ 不坚持保护这座建筑物ꎬ 是失职ꎬ
是对历史不负责任ꎬ 也对不起人民ꎬ 将来子孙后代会骂我们的ꎮ” 这回答ꎬ 充分体现

了一个共产党员从政风骨ꎮ 为保护这一文物建筑ꎬ 他觉得单靠文化局很难顶住从上面

来的压力ꎬ 于是又以过人的智慧ꎬ 争取省里支持ꎮ 请时任市博物馆馆长阮应祺立即以

市文管会名义ꎬ 起草保护这一文物的报告ꎮ 祝宇亲自签发ꎬ 以快件呈报省文管会ꎮ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７ 日某工程队不顾祝宇局长的反对ꎬ 在某领导支持下ꎬ 恣意动手拆

公使署附属建筑物值班室ꎬ 进而要拆除公使署旧址ꎮ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ꎬ 省文管会

“同意市文管会意见ꎬ 这是一座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ꎬ 应作为文物保护” 的批复文件

当天下达ꎬ 这可真是挽救公使署旧址命运的 “及时雨”ꎮ
但按程序省有关部门的批示ꎬ 还得当地领导认可才行ꎮ 祝宇当天正在主持一个会

议ꎬ 分不开身ꎬ 他叮嘱时任副局长丁映茜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市长签批ꎮ 为此事ꎬ 丁映

茜上演 “跟踪追击” 一场戏ꎮ 当时市长参加一位老同志遗体告别仪式ꎬ 文化局的车开

到殡仪馆ꎬ 市长已坐车返回市政府的路上ꎬ 丁映茜的车急忙掉头ꎬ 盯住市长的车紧紧

跟随ꎮ
市长的车刚开进市府大院停下ꎬ 丁映茜就截住市长说: “请领导阅处ꎬ 十万火

急!”ꎬ 把工程队正在拆除公使署旧址的情况向市长作了汇报ꎬ 并把省文管会批复件

呈上ꎮ 市长阅后ꎬ 干净利落地在文件上签署: “同意作为文物保护ꎬ 任何单位不得拆

掉”ꎬ 至此公使署旧址才得以保存下来ꎮ
１９９３ 年ꎬ 祝宇从市文化局局长的岗位上离休ꎮ 他和爱人每次散步到法国公使署

旧址跟前ꎬ 都深情地对老伴说: “这是湛江历史的见证物ꎬ 我不能不保护它ꎮ 保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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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　　
家文物ꎬ 每个市民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ꎬ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抚今追昔ꎬ 湛江人也不会忘记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第一保护人的名字———祝

宇ꎮ
【福音堂旧址】 原名 “浸信会福音堂”ꎬ 位于霞山区延安路ꎬ 是湛江区基督教徒

做礼拜的场所ꎮ 为美国基督教牧师时乐士于 １９２５ ~ １９３６ 所建ꎮ 占地 １７００ 平方米ꎬ 建

筑面积 ２４７ 平方米ꎬ 高 ９ 米ꎬ 钢架挂瓦房ꎮ 内设礼拜堂和幼稚园 ２ 室ꎬ 厅侧有传道员

居堂和浸礼池ꎬ 副堂为幼稚园ꎮ
【天主教堂】 位于霞山区绿荫路 ８５ 号ꎬ １８９９ 年 １２ 月广东教区梅利主教派法籍神

父范兰来广州湾主持教务ꎬ 驻广州湾法军官兵多信仰天主教ꎮ 范兰要求建教堂ꎬ １９００
年 １２ 月奠基施工ꎬ １９０３ 年竣工ꎮ 教堂坐西向东ꎬ 砖石钢筋混合结构ꎬ 长 ３４ 米ꎬ 宽

１５ 米ꎬ 高 ２４ 米 (包括塔尖)ꎬ 建筑面积 ９８５ 平方米ꎬ 能容納上千人听弥撤做礼拜ꎮ
前面有空地 ６１ 平方米ꎬ 方柱铁枝作围栏ꎮ 后面是园圃ꎮ 建筑正面是一对双尖石塔ꎬ
巍峨高耸直指云霄ꎬ 正门上面有一个大圆玫瑰窗ꎬ 具有哥特式建筑的典型构图ꎬ 墙面

仿石ꎬ 酷似石室教堂ꎮ 堂内是尖形肋骨交叉的拱形字隆ꎬ 中厅高耸ꎬ 大门上面和四周

拱壁分布的花岗棂ꎬ 是合掌式ꎬ 门窗均为以颜色较深的红、 黄、 蓝、 绿等七彩玻璃镶

嵌ꎬ 光彩夺目ꎮ 教堂左侧设置花坛ꎬ 种植两棵叉叶木ꎬ 又称 “十字架树”ꎮ 教堂属罗

马教廷领导ꎬ １９２５ 年归北海教堂管辖ꎮ １９５１ 年 ８ 月被封闭ꎮ 文革期间改作别用ꎮ
１９７９ 年落实宗教政策ꎬ 地方政府拨专款维修ꎮ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ꎬ 教会举行复堂典礼ꎮ 现

为湛江天主教区活动中心ꎮ １９９１ 年列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ꎮ
【广州湾法军指挥部旧址】 位于霞山延安路 １ 号ꎬ 建于 １９００ 年ꎬ 后改为法国警察

署ꎬ 楼高二层ꎬ 面积 ４００ 平方米ꎬ 砖石砌筑ꎬ 门前宽阔ꎬ 由阳台进入大厅ꎬ 外型庄重

肃穆ꎬ 是湛江法式建筑遗迹中最早建筑ꎮ 当年负责广州湾防卫治安工作ꎬ 设有三种武

装兵种: 一是红带兵 (国防军)ꎬ 由法国人和越南人组成ꎬ 直接受驻越南法军司令部

领导ꎻ 二是蓝带兵 (警卫军)ꎮ 这是殖民者实施 “以华制华” 政策ꎬ 由本地华人组成

的部队ꎻ 三是绿衣兵 (警察)ꎬ 警察制服都是绿色ꎬ 故人们称他们为绿衣兵ꎬ 警察头

目叫绿衣头ꎬ 警察署办公楼叫绿衣楼ꎮ 与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楼分立路口两侧ꎬ 这两幢

行政机关楼和西营邮政楼一起构成当年管治广州湾的权力象征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作为

湛江市公安系统办公楼ꎬ １９８３ 年改为霞山公安分局办公楼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ꎬ 为配合湛

江市建设 “法式风情街” 工程ꎬ 霞山公安分局迁至经开区乐宾路ꎮ 是年 ５ 月ꎬ 该楼

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ꎮ
【东方汇理银行广州湾分行旧址】 建于 １９２６ 年ꎬ 位于原教堂街 ４ 号 (今延安

路)ꎬ 大楼建筑三层ꎬ 地下一层用作金库ꎬ 楼体主要处均以花岗岩砌筑ꎬ 贴地开有明

窗ꎬ 门窗为下门上窗式ꎬ 内墙宽阔ꎬ 墙体结实ꎬ 楼梯扶手、 梯级均以柚木铺制ꎬ 门前

装饰圆柱ꎬ 高大耸立ꎬ 墙面原色水刷石米ꎬ 外型巍峨堂皇ꎬ 是当时广州湾规模最大的

建筑ꎮ 这是广州湾最早出现的近代商业银行ꎮ 法国租占广州湾后ꎬ 为达到其掠夺的目

的而设立ꎬ 代表法国政府发行越南纸币作为官方货币ꎬ 俗称 “西贡纸”ꎬ 财政税收、
罚金等均以 “西贡纸” 结算ꎮ 当时ꎬ 租借地同时流通西贡纸、 港币和内地货币等ꎮ
解放湛江时ꎬ 国共两军在这栋大楼发生过一场恶战ꎬ 墙上留下弹痕累累ꎮ 今为湛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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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银行营业部ꎮ
【广州湾商会旧址】 位于赤坎民主路ꎬ 建于 １９２３ 年ꎬ 时任商会会长陈家邵发动

各商号筹款ꎬ 得到同行陈斯静大力支持和富商许爱周慷慨赞助ꎬ 在原平瓦房会址兴建

商会新楼ꎬ 主要材枓基本是许爱周派人从香港或安南海防运回ꎮ １９２５ 年落成ꎬ 占地

面积 ３００ 平方米ꎮ 仿法国钟楼样式设计ꎬ 钢筋水泥结构ꎬ 楼板、 楼梯扶手、 门窗均以

柚木铺制ꎮ 浅黄色外墙ꎬ 半圆拱门ꎬ 扁弧拱形窗ꎬ 窗台及女儿墙仿古罗马式宝瓶装

饰ꎬ 是一座法国古典风格建筑ꎬ 诸多西方建筑语言使人一眼就感受到它的异域风格ꎮ
而内部装饰却又有着中式文化符号ꎬ 风格别致ꎮ 二层钢筋混凝土结构ꎬ 楼下是办公、
议事、 会客室ꎬ 二楼是大堂ꎬ 设有图书馆、 会议厅和歌舞厅ꎻ 主楼有天桥式廊道通后

座花园ꎬ 曲径走廊ꎬ 优雅宁静ꎻ 楼顶有钟亭ꎬ 设置自鸣钟 (已毁)ꎬ 不仅为市民报

时ꎬ 还为过往船只提供时刻ꎮ 该商会属下有百货、 船务、 图书纸料、 花纱布匹、 国药

西药、 京果粮油、 土产杂货等 ３０ 多个同业公会ꎬ １９４６ 年会员人数达 １０５７ 人ꎬ 是粤西

地区最大商会ꎬ 是当年赤坎最堂皇的近代建筑ꎬ 赤坎商埠经济繁华的一种见证ꎮ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公布为湛江市级文物保护单位ꎮ

【宝石大酒店】 位于赤坎区中山二路 ９３ 号ꎬ 建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二层七开间连

体式骑楼建筑ꎬ 装饰西洋风格ꎬ 东面临街ꎬ 宽 ３２ ３ 米ꎬ 进深为 ２７ 米ꎬ 占地面积为

８７２ 平方米ꎮ 二楼阳台贯通ꎬ 整座建筑华丽气派ꎬ 庄重典雅ꎬ 楼顶女儿墙工艺考究ꎬ
富有艺术气派ꎮ 花园由骑楼式走廊环绕ꎬ 环境雅致ꎬ 是粤西最为豪华的酒店之一ꎮ 当

时坊间流传有 “食在大中ꎬ 住在宝石” 的说法ꎮ １９３８ 年上海 «申报» 刊文介绍称

“赤坎旅馆ꎬ 以宝石大酒店为最著”ꎮ 其位置在最繁华的 “法国大马路” 中段ꎬ 主营

旅业ꎬ 兼备中餐ꎬ “顺昌航业公司” 在酒店一楼门面设营业处ꎬ 负责 “宝石轮” 等客

船来往广州湾至香港航线的售票、 候船厅和食宿等业务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改为宝石纺

织品商场ꎮ 二楼被私人租赁开一间 “红宝石音乐茶座”ꎬ 吸引不少人光顾ꎮ
【中央银行旧址】 又称许爱周旧居ꎬ 位于赤坎民族路 ３９ 号ꎬ 建于 １９３１ 年ꎬ 中西

混合风格ꎬ 由许爱周聘请外国设计师设计和建造ꎮ 大门设计打破常规ꎬ 暗藏风水元

素ꎬ 设在民族路与大同路交汇处西北隅ꎬ 入门台阶、 檐口与楼房转角墙一致向东南呈

凸弧形弯曲ꎬ 门前左右竖立两根浇筑 “科林斯柱式”、 红色水磨石的圆柱ꎬ 仿似一枚

又圆又方的变形铜钱ꎬ 寓意紫气东来、 鸿运当头ꎮ 整座建筑宏伟壮观ꎬ 占地面积 ６１８
平方米ꎬ 楼高三层ꎬ 砖混结构ꎬ 呈长方形平面ꎬ 装饰简洁而又富有变化ꎬ 临街一二层

窗户为长方形ꎬ 窗框线条灰批考究ꎬ 通花栏杆式女儿墙简洁大方ꎬ 东北面门口楼顶山

墙立三支旗杆装饰ꎮ 楼内设计合理ꎬ 中部参照岭南传统民居设置小天井通风采光ꎬ 四

座楼梯及通道迂回曲折ꎬ 贯通上下大小 ３０ 多个厅房ꎮ 楼梯扶手为绿色水磨石ꎬ 曲线

形图案的铁花栏杆显得精巧尊贵ꎬ 整座建筑体现主人的务实性与开放性ꎮ 这里曾是民

国中央银行办公大楼、 日本侵占时期为日军宪兵司令部ꎬ 解放后为湛江军分区营房ꎮ
如今是赤坎古玩文化城ꎮ

【建设旅店】 位于赤坎中山一路中与创业路交汇处ꎬ １９３８ 年由爱国资本家张明西

投资ꎬ 在他的 “天织布厂” 旁边选址开建ꎬ 梁日新建筑师设计ꎮ 因时局动荡ꎬ 拖至

１９４５ 年建成ꎮ 时值抗战胜利ꎬ 国民政府军 ４６ 军邓龙光部队奉命接收广州湾和接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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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投降ꎬ 其时总指挥部设在此ꎮ 为纪念这一重要日子ꎬ 该店被命名为 “胜利大酒

店”ꎬ 店名由邓龙光题写ꎬ 新中国成立后改为现名ꎮ 西式建筑风格ꎬ 占地面积 ５６０ 平

方米ꎬ 主体高三层ꎬ 左右两翼为两层ꎬ 与主体二层平衡ꎬ 并分别设二门相通ꎻ 大门设

在中山一路与创业路交汇转角处ꎬ 呈凸孤形ꎬ 整座楼房由七根方柱骑楼与门廓构成

９０ 度转角墙ꎬ 宏伟壮观ꎻ 窗檐、 阳台和女儿墙装饰精致ꎬ 外墙交接点以蝙蝠动物图

案联接ꎬ 美观大方ꎬ 构思独特ꎬ 成为 “堂皇佈置ꎬ 平民价格ꎬ 交通据点ꎬ 来往至便ꎬ
是湛江唯一幽雅的居停” 品牌ꎬ 当时与南华、 大中、 宝石等大酒店齐名ꎬ 附近有汽

车站、 南华肉菜市场ꎬ 这一区域是赤坎政治经济、 交通、 商贸集市中心ꎬ 赤坎老街历

史的一个缩影ꎮ
【南华大酒店】 位于赤坎中山一二路交接处ꎬ 大门、 台阶向西北呈凸弧形弯曲ꎬ

两侧墙体由南京路拐弯转入光复路ꎬ 由广州湾富商陈学谈投资ꎬ １９３８ 年动工ꎬ １９３９
年建成ꎬ 当年农历五月初五开张营业ꎬ 建筑形式为券廊式ꎬ 门面和室内装修用料讲

究ꎬ 使用酸枝、 柚木、 云石原料ꎬ 餐具有用银、 铜、 锡、 象牙制作ꎬ 住客非富则贵ꎬ
是当时粤西最大酒店ꎬ 省港澳及东南亚享有盛誉ꎮ 钢筋混凝土结构ꎬ 四层楼房ꎬ 呈梯

形平面ꎬ 总建筑面积 ３４６６ 平方米ꎬ 内有天井花园ꎬ 南洋建筑风格ꎬ 外墙全部抹灰ꎬ
与清朝以前建筑清水墙的最大区别ꎮ 由赤坎建筑商兼设计师梁日新负责建造ꎬ 因原地

是海滩ꎬ 光打木桩处理地基就花一年时间ꎮ 在新中国成立后ꎬ 收归国有ꎬ １９５２ 年华

南农垦局入驻办公ꎬ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恢复营业ꎬ 文革改称 “人民酒店”ꎬ 由政府接管ꎬ
１９７３ 年恢复今名ꎮ １９８６ 年后ꎬ 酒店改变经营性质ꎬ 一楼大厅开办糖烟酒商场ꎬ 二楼

经营台球馆、 网吧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 这个有着 ７０ 多年历史的大酒店终于倒闭ꎮ
“南华大酒店” 金字招牌上几个字ꎬ 由清末榜眼朱汝珍所题ꎮ

【赤坎粮食分局办公楼】 位于民权路与民生路之间ꎬ 广州湾时期的海关楼ꎬ 是一

座建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五间联排式二层楼房ꎬ 占地 １４００ 平方米ꎬ 建筑南北两面分

别以六根爱奥尼式柱构成门廊ꎬ 柱身有齿槽ꎬ 柱头饰红绿两色草叶纹ꎬ 环形柱础饰以

一圈万字纹ꎮ 二楼用六根爱奥尼式叠柱ꎬ 分隔五个阳台ꎬ 阳台为混凝土通花护栏ꎮ 类

似这种倚柱形式ꎬ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建筑中应用较多ꎮ 赤坎粮食分局管辖南

京路、 九二一路、 民主路、 幸福路、 南方路 (后搬到跃进路)、 中山二路、 兴华路、
新华路、 跃进路、 新江路、 新春路、 寸金路、 霞赤路、 沙湾等 １４ 个粮站ꎬ 是计划经

济年代粮食定量供应的历史见证ꎮ
【坡头海关楼旧址】 位于省道 Ｓ３７３ 湛江市坡头区坡头镇伏波村路段ꎬ 始建于

１９２２ 年ꎬ 通面宽 ２２ 米ꎬ 进深 ２３ ４ 米ꎬ 占地面积 ５１４ ８ 平方米ꎬ 为砖混结构ꎮ 整座楼

房为凹字型布局ꎬ 前座是主楼ꎬ 前方有飘台突出ꎬ 主楼后方两边各有两间耳房ꎬ 两边

耳房有围墙连接ꎮ 主楼房间均设有射击孔ꎬ 大厅中间呈 “Ｓ” 型楼梯ꎬ 由一楼盘旋上

到三楼ꎮ 历经近百年风雨洗礼ꎬ 年久失修ꎬ 窗台楼宇间仍隐约带有法式建筑的优雅气

息ꎮ 楼顶地板平滑ꎬ 无裂缝无积水ꎬ 堪称湛江建筑一绝ꎮ 广州湾时期以海关楼为界ꎬ
划分为 “洋界” (法国租借地) 和 “唐界” (华人地区)ꎬ 同时也是旧时坡头与吴川

交界处ꎮ １９４９ 年后为坡头伏波村生产队办公用房ꎬ １９７６ 年废弃至今ꎮ
(３) 其它重要建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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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硇洲灯塔】 坐落在湛江市郊硇洲岛海拔 ８１ ６ 米马鞍山上ꎬ １９０２ 年始建ꎬ １９０３
年完成土建工程ꎬ １９０４ 年灯具透镜等仪器设备安装完毕ꎬ 正式交付使用ꎮ 灯塔高 ２３
米ꎬ 其中发光位置高 １９ ２ 米ꎬ 高出海平面 １０３ 米ꎮ 底部塔座基础正方形ꎬ 边长 ４ ８
米ꎬ 高 ５ ９ 米ꎻ 中部塔身圆锥形ꎬ 高 １６ ０５ 米ꎻ 顶部鼓圆形ꎬ 是突出于塔身的灯座

室ꎮ 它的中央底部设置一封闭式托盘ꎬ 内装水银 ３ 吨作浮滑剂ꎬ 承托着整个转动的灯

具ꎮ 灯具用 １８０ 块水晶三棱凸透镜ꎬ 镶嵌进铜质镜框ꎬ 构成两个半球形灯罩ꎬ 相对合

成一个焦距 ２ 米的抛物反射体ꎬ 中心内置两盏 ４００ 千瓦荧光灯ꎬ 光源通过三棱镜的折

射ꎬ 聚合为强大的光束相向水平放射出来ꎬ 射程达 ２６ 海里ꎮ 整个灯座由马达带动ꎬ
每 １２ 秒旋转一周ꎬ 周而复始ꎮ 一百多年来ꎬ 每天入夜为过往船只指明航行方向ꎮ

这组水晶透镜的设计极为科学ꎬ １８０ 块三棱镜片整齐编排ꎬ 每条镜片间隔一定距

离ꎬ 易于聚光和散热ꎬ 可延长荧光灯的使用寿命ꎬ 同时又减轻透镜重量ꎮ 这些三棱镜

片均是采用天然水晶ꎬ 按照一定的弧度和大小人工打磨而成ꎬ 光洁度高ꎬ 折射性能

好ꎮ 这种透镜工艺极为复杂ꎬ 需要专门订制ꎬ 造价昂贵ꎬ 所以灯塔应用很少ꎮ 世界上

原有三座这种灯塔ꎬ 非洲好望角老灯塔经常遇大雾光束受影响ꎬ 被前端山腰间新建一

座灯塔所取代ꎮ 硇洲灯塔也就成为世界上现还在使用仅存的二座水晶磨镜灯塔之一

(与英国伦敦灯塔齐名)ꎮ

硇洲岛灯塔水晶玻璃

这座塔体建筑可称中国一绝ꎬ 塔内台阶螺旋式拾级而上ꎬ 精巧的是每级石条与中

心圆柱及墙体相连是同一块石头ꎬ 是事先一次性加工好的ꎬ 有榫有槽ꎬ 弧度不一、 规

格各异ꎬ 按编号次序放摆好ꎮ 一共 ６８ 级ꎬ 每级石块厚 ０ １７ 米ꎬ 弧度 １ 米ꎬ 长约 ３
米ꎬ 重达 ６００ 斤ꎬ 按照一定角度错开逐块堆砌ꎮ 这种设计ꎬ 是工程学的一个极佳范

例: 首先是极为坚固ꎬ 支撑的圆柱与石阶、 塔身构成一个三维四面体ꎬ 具有特强的稳

定性、 抗震性ꎻ 第二是节约材料ꎬ 没有加固和支撑构建ꎬ 使本来比较狭小的塔内空间

最大化ꎻ 第三ꎬ 最初这些石块全部只是一块块叠起来ꎬ 石块与石块之间榫铆相合ꎬ 缝

隙处用壳灰、 海沙、 蔗糖混合成泥浆填砌 (现在接缝处也进行补强)ꎬ 可见其工艺之

精细ꎮ
由广州湾法国公使署主持设计和建造ꎬ 但土建工程由硇洲岛当地工匠招光义承

包ꎬ 除水泥外ꎬ 所用建材全部就

地取材ꎮ 其中ꎬ 壳灰由民工在谭

井烟楼一带海中捞取珊瑚壳ꎬ 经

灰窑烧制而成———这是汉代之前

沿袭几千年的工艺ꎻ 蜂蜜胶则由

民工用竹蔗炼制而成ꎬ 这也是中

国上千年的传统ꎻ 海沙是用牛车

从那垌海滩运至ꎻ 石料更由石匠

在岛上各处采集ꎬ 挖石、 运输、
开料、 打凿、 砌筑这些工程难

题ꎬ 却都是由当地石匠自己解

决ꎬ 由人工一钎一锤ꎬ 精雕细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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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规格方块ꎮ 由于挖取麻石 (火山玄武岩ꎬ 表面布满密密麻麻的小气孔ꎬ 故民间

俗称麻石) 体积太大而格外沉重ꎬ 一头牛一次只能拉一块石头ꎮ 建塔之时ꎬ 硇洲岛

尚无如今繁华ꎬ 马鞍山上还没有怎么开发ꎬ 更谈不上今天这样平整宽阔的道路ꎮ 因

此ꎬ 不难想像当时材料运输之难和工程量之大ꎮ
建塔之处ꎬ 本就是中国元代所建一座石塔旧址ꎮ 该石塔作为过往船只的航标ꎬ 因

年久失修而倒塌ꎮ 元代名儒刘耿阳曾登石塔咏得佳作流传: “卓耸奇观障碧川ꎬ 势吞

宝丽与云连ꎮ 几来高处抬头望ꎬ 撑起高凉半壁天ꎮ” 法国在此塔旧址上重新建造灯

塔ꎬ 日军侵华时损毁两块水晶透镜ꎮ １９４６ 年收归中国管理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航

标局曾派员到到法国巴黎原 Ｂａｅｂｉｅｒ Ｂéｎａｒｄｅ ＆ Ｔｕｒｅｎｎｅ 公司购买新镜片来替补时ꎬ 却

被告知该公司早已停产ꎬ 而以现在工艺技术ꎬ 也很难再复制还原这种高质量的透镜ꎬ
因此只得作罢ꎮ １９８４ 年ꎬ 灯座照射动力装置更换为西班牙 Ｌａ Ｍａｑｕｉｎｉｓｔａ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ｎａ 公

司产品ꎮ 这座灯塔历经百年风雨ꎬ 除发光源 (原煤油灯)、 转动装置 (原发条牵引)
经改造之外ꎬ 内部镜片、 灯架、 石柱、 石级和石墙外观没有变动过ꎬ 至今仍保存完

好ꎮ
【西营长桥码头旧址】 位于西营海滨一路南端ꎬ １９０１ 年建突堤式兼栈桥式码头ꎬ

岸边堆石防波堤长 １１７ 米ꎬ 码头只能停靠木帆船ꎬ 较大轮船停泊远处海上ꎬ 经驳船过

驳装卸货物登岸ꎮ １９１１ 年扩建后广州湾当局把栈桥码头和防波堤岸合称 “白雅特”
港ꎬ 又称西营港ꎬ 并辟为自由贸易港ꎬ 是广州湾时期重要公共建筑之一ꎬ 沟通广州、
高化、 梅坡与雷琼地区最短的交通咽喉ꎮ １９２５ 年填海造路ꎬ 修建东堤路ꎬ 同时修筑

防波堤延长至避风塘ꎬ 长 ２３２ ７ 米ꎬ 高 ２ ８ 米ꎬ 顶宽 ２ 米ꎬ １９３２ 年竣工ꎮ 西营港建成

后ꎬ 广州湾至香港、 澳门、 海口和海防等海上交通运输趋于兴旺ꎬ 一度繁荣的赤坎、
北海等港埠开始衰落ꎮ １９５６ 年湛江港口兴建后ꎬ 长桥码头使用率下降ꎬ 但经过多次

改造扩建ꎬ 增加汽车渡船ꎬ 至今仍是通往麻斜、 特呈岛、 南三岛等市域内航运码头ꎮ
【八角肉菜市场旧址】 位于霞山区东堤一横路ꎬ 原是海边街搭建几间茅棚ꎬ 自然

形成农渔商货物交易场所ꎮ １９３７ 年ꎬ 广州湾当局出资建筑一座室内肉菜市场ꎬ 因其

有八个角面ꎬ 俗称 “八角亭”ꎬ 又叫 “八角肉菜市场”ꎬ 是广州湾第一座室内农贸市

场ꎮ 建筑物坐南向北ꎬ 长 ５０ ８０ 米、 宽约 ２８ ５０ 米ꎬ 占地面积 １４４７ ８０ 平方米ꎬ 由 １０
支砖砌方柱托梁ꎬ 构成三层八角面橢弧形结构ꎬ 卷棚 (龟背) 顶ꎬ 呈 “且” 字造型ꎬ
墙体用钢筋混凝土建成基础ꎬ 红砖砌筑ꎬ 三层重檐ꎬ 廊檐圈梁环绕四周ꎬ 合围成向心

力固定拱柱圈梁架结构ꎮ 在这种结构上排列杉檩与杉桷ꎬ 铺筑瓦片ꎮ 第二层重檐墙砌

筑镂空气窗ꎬ 呈两行绕一圈 “人” 字形ꎻ 第三层重檐墙砌筑镂空气窗ꎬ 呈一行绕一

圈 “人” 字形ꎬ 卷棚 (龟背) 屋顶ꎬ 每一拱券梁架间开设两个玻璃窗ꎬ 使室内透光

明亮ꎬ 空气流通而凉爽ꎮ 运用传统建筑力学与新材料钢筋混凝土构筑而成ꎬ 标志着西

方建筑传入广州湾ꎬ 新建筑结构出现的转折ꎮ 这是湛江近代建筑史上唯———座以拱柱

圈梁架结构的构筑物ꎮ １９５９ 年ꎬ 著名版画家崔冠璋以此为背景ꎬ 创作版画作品 «海
滨市场»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仍作为农贸市场ꎮ ８０ 年代后ꎬ 另选址建设东风市ꎬ 此处

改为货物仓库ꎬ 因年久失修ꎬ 屋面瓦片有所剥落ꎬ 墙身与屋顶、 木质房樑都有损毁ꎬ
四周被临时商铺包围ꎬ 外貌已面目全非ꎬ 但其钢筋混凝土拱柱圈梁架砖木结构仍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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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ꎮ 这个市场是广州湾人生活、 商贸活动的历史见证物ꎬ 是近代建筑中不可移动的

文物ꎮ ２００７ 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ꎬ 湛江市霞山区文化部门把它列为保护建筑文

化遗产ꎬ 登记建档上报ꎮ
５ 近代建筑的遗存

时移世易ꎬ 房屋更替ꎮ 原有建筑被拆和绿地被插建ꎬ 广州湾历史街区空间几乎不

复存在ꎮ 近代建筑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ꎬ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州湾时期的建筑遭受

两次大规模的破坏ꎮ 第一次大规模破坏是文革时期ꎬ “破四旧、 立四新” 运动使一大

批法式建筑被拆除ꎬ 只有少数重点保护文物如教堂、 公使署、 原法军指挥中心、 福音

堂等能幸运地躲过这场浩劫ꎬ 但更多的不算 “文物” 的文物古迹却被 “破” 得荡然

无存ꎻ 第二次大规模的破坏时期ꎬ 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到现在ꎬ 许多具有珍贵历史纪念

意义的近代广州湾时期建筑ꎬ 主要是法国人撤离后和当地大资本家、 地主以及国民党

官员逃离大陆留下的 “无主建筑”ꎬ 被占据这些建筑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出于经济建设

和生活需要纷纷拆掉ꎬ 重新建起办公楼、 厂房或者宿舍楼ꎮ 除此之外ꎬ 一部分 “先
富起来” 的居民也拆掉原来住房ꎬ 在原址建起 “现代型” 住房ꎮ 建筑是历史的眼睛ꎬ
见证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和发展ꎮ 广州湾时期建筑———无论是法国人建造并在撤离湛

江后留下来的ꎬ 还是当地居民仿照法国建筑的风格特征建造的ꎬ 都是法国殖民者在广

州湾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ꎮ 对这些建筑的破坏ꎬ 就是对这段充满血和泪的历史的

漠视和忘却ꎮ 虽然如此ꎬ 还是有一些近代建筑和历史街区在现代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

得以保存ꎬ 零散分布在城区各处ꎬ 如现霞山延安路的法式建筑、 赤坎三民路的传统建

筑与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ꎮ 有的房屋虽几度修茸ꎬ 但古风尚存ꎬ 在弯曲小巷深处ꎬ 仍

有旧式的民居ꎬ “趟栊” 拉门、 沉重的实木大门、 古老典雅的拱门ꎬ 一扇扇造型不一

的门洞ꎬ 似乎将我们带进另一个年代: 木质雕花的楼梯扶手ꎬ 略微蒙尘的彩色玻璃ꎬ
图案复杂的拼花地板还有红色的机平瓦ꎬ 外挑的老虎窗ꎬ 就连一个不起眼的门把

手ꎬ 也因为经年摩挲产生的光泽透漏它的年纪ꎬ 无一处不带有岁月沉淀下的优雅ꎮ 管

中窥豹ꎬ 可见一斑ꎬ 透过这些凤毛麟角ꎬ 可领略到当年城市风韵ꎮ

第六节　 近代广州湾城市发展之影响因素

１８９９ 年广州湾租借地设立之时ꎬ 西营只是几个小小渔村ꎬ 但赤坎已是繁盛商埠ꎬ
到建国前已经发展成为 １０ 余万人口的城市ꎬ 取代原高州府、 雷州府等成为广东西部

的中心城市ꎮ 然而ꎬ 无论是与省内作为租借地的香港、 澳门或几乎同时期割让的青

岛、 大连相比ꎬ 广州湾的发展不尽如人意ꎮ 古代沿海城市的分布是受自然环境和朝廷

旨意的制约ꎮ 而近代沿海城市的兴起和发展ꎬ 取决于自然环境、 经济腹地、 科技条

件、 交通运输和城市社会文化以及殖民宗主国的政策等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

响ꎮ

一、 广州湾与近代中国沿海开放城市之比较研究

从乾隆 ２２ 年 (１７５７ 年) 至 １８４３ 年ꎬ 广州是中国沿海唯一的对外贸易正式口岸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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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大多数沿海城市都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内贸商业型城市ꎮ １８４０ 年鸦片

战争后ꎬ «南京条约» 签订ꎬ 广州、 厦门、 上海、 宁波、 福州成为中国第一批开埠城

市ꎬ 俗称 “五口通商”ꎮ 以后ꎬ 划有外国租界或开放通商的城市越来越多ꎬ 特别集中

在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ꎮ
这些在外力直接作用下的沿海城市中ꎬ 有两种不同发展模式: 一是被几个帝国控

制的城市ꎬ 有特殊租界地ꎬ 如天津、 上海、 广州等多是原有的大城市ꎬ 政治经济地位

较高ꎬ 因此受到列强瓜分ꎬ 往往在城市里划分多主体的 “租界”ꎻ 二是被一个帝国独

占的城市ꎬ 如青岛、 旅大等多为渔村或军港ꎬ 由于中国闭关锁国ꎬ 不主动与它国贸易

往来ꎬ 因此不觉其位置之重要ꎬ 至多是将之看作为抵御外敌的军事据点ꎬ 已经进入资

本主义的西方列强采取 “租借地” 方式对这些地点进行侵占和瓜分ꎬ 形成各自势力

范国ꎮ 在用地范围上 “租借地” 较 “租界” 大许多ꎬ 可达几千平方千米ꎬ 在殖民主

体上则呈现出单一性的特点ꎬ 如英占香港ꎬ 德占青岛、 威海卫ꎬ 法占广州湾等ꎮ
五口通商后ꎬ 并未在沿海地区形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ꎬ 对外贸易重心反而逐渐由

广州移至上海ꎮ 原因是在封建社会后期ꎬ 上海商品经济较其地方发达ꎬ 可将长江流域

广大商品市场联成一片ꎬ 又是位于长江入海口、 大陆海岸线的中心ꎬ 南北沿海联系的

中间站ꎬ 这些都是上海崛起的重要因素ꎮ
相反ꎬ 其它城市ꎬ 或自然条件差ꎬ 地区经济不发达 (福州、 厦门)ꎬ 或腹地狭

小、 市场容量有限 (宁波)ꎬ 限制对外贸易规模ꎮ 沿海大城市的发展ꎬ 使中等城市的

腹地收缩ꎬ 也吸引人才、 资金流向大城市集中ꎬ 这一切ꎬ 都使中等城市在自由竞争中

艰难而缓慢地发展ꎮ 在这些城市中ꎬ 广州湾发展更为缓慢ꎬ 特别是在租借地设立的前

期ꎮ

(一) 自然条件

从自然条件来看ꎬ 广州湾港口条件是最大的资源和优势ꎬ 不输于其它任何一个沿

海城市ꎮ 其港域宽阔ꎬ 水深浪静ꎬ 终年不冻ꎬ 海岸线绵长ꎬ 内港可建岸线长达 ２４１ 千

米ꎬ 是目前世界第一大港———荷兰鹿特丹港 ３ 倍ꎬ 内港航道水深达负 ４０ 米ꎬ 为世界

少有ꎬ 以今天的标准看ꎬ 可通行 ３０ 万吨级货轮和 ５０ 万吨级油轮ꎮ 法国当年租借广州

湾也正是看中它的良好港湾条件ꎮ 加上 １９ 世纪末法国在中国西南、 印度支那一带的

殖民地已经有一定的基础ꎬ 广州湾良好的港湾、 背靠中国大西南的区位条件ꎬ 无疑可

以成为法国巩固在东南亚印度支那势力范围的重要一环ꎮ 也正因此ꎬ 英国得知法国租

借广州湾后ꎬ 立即要求租借九龙半岛以取得 “均势”ꎮ

(二) 区位

从区位看ꎬ 广州湾远离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经济中心ꎬ 甚至不靠近区域性的中心

(广州)ꎮ 对于广东省来说ꎬ 沿海港口资源并不缺乏ꎬ 特别是在近代造船工艺尚未达

到普及巨型轮船的时候ꎬ 广州湾 (－４０) 水深的岸线并不具备比较优势ꎮ 因此ꎬ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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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更多的是基于区位优势ꎬ 甚至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ꎮ 从这一点看ꎬ 广州湾所处之

地理位置ꎬ 使其自然条件所赋予的优势荡然无存ꎮ 虽然ꎬ 如果从更广的地缘条件来

看ꎬ 广州湾位于粤、 桂二省 (区) 交汇处和东南亚经济圈的交接地带ꎬ 背靠着物产

丰富的西南地区ꎮ 在这种位置ꎬ 如果存在一个首位度较高的特大城市或城市群ꎬ 其经

济辐射将跨越地缘得到更大发展ꎮ 但恰恰广州湾地处广东欠发达的粤西地区ꎬ 又不直

接隶属西南ꎬ 反而容易被进一步边缘化ꎬ 在政策区位上处于相对劣势ꎮ 这种情况在新

中国成立后的今天依然如故ꎮ
同样作为租借地的青岛、 大连ꎬ 分别位于渤海湾南北两侧的胶州半岛和辽东半

岛ꎬ 相对于地处雷州半岛的广州湾ꎬ 从宏观看更接近于作为政治中心的京津ꎬ 因此对

侵华的这些西方国家来说ꎬ 其意义更为重大ꎻ 从中观来看ꎬ 均为一省之要冲ꎬ 及至今

日ꎬ 仍合一省之力以建设之ꎮ 而广州湾不但远离中国政治中心ꎬ 在广东省也是独僻一

隅ꎬ 作为其腹地的大西南本身属于发展较落后地区ꎬ 因此只有在抗战期间东南沿海的

城市均已沦陷之际ꎬ 才迎来短暂的快速发展ꎮ

(三) 交通

近代科学技术为沿海城市的发展提供条件ꎬ 除河口港城市继续发展以外ꎬ 海港城

市开始兴起ꎮ 铁路建造则加强沿海与腹地的联系ꎬ 使沿海城市面向国外ꎬ 背靠国内广

大腹地ꎬ 成为中外交流的枢组ꎮ 因此ꎬ 沿海城市的港口与铁路建设也是城市开发与发

展的基础ꎮ 但广州湾一直缺乏与西南地区的有效交通联系ꎬ 更没有铁路ꎬ 这是近代广

州湾没有建设大港的原因ꎮ 区域交通设施落后ꎬ 主要是由于西南地区复杂的地形导致

铁路费用巨大ꎮ
１９０３ 年 １０ 月ꎬ «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 签订ꎬ 法国拥有修建云南至法属殖民

地越南海防铁路的权利ꎮ １９１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ꎬ 穿越云南 １２ 个县市的铁路全线通车ꎬ 成

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第一条ꎬ 也是中国通往国外的第二条铁路ꎮ 滇越铁路跨过三大河

流ꎬ 三个气候带ꎬ 穿越崇山峻岭ꎬ 虽然以其高超技术和过硬质量被当时西方记者称为

与苏伊士运河、 巴拿马运河相媲美的世界三大工程ꎮ 但中国西南复杂地形无疑也使铁

路建设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ꎬ 全长 ８５５ 千米 (其中越段长 ３８９ 千米ꎬ 滇段长 ４６６ 千

米) 窄轨铁路全线建筑费用近 １ ５９ 亿法郎ꎬ 比一般常规铁路的建筑费还要高约 １ 倍ꎬ
足见工程之浩大ꎮ 加上法国国内政局不稳ꎬ 社会动荡和经济疲弱ꎬ 法国当局已经无力

承担中国西南与广州湾之间的铁路建设ꎮ 因此虽距离西南各省更近ꎬ 拥有优异的建港

条件ꎬ 但法国殖民当局并没有在广州湾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港口建设ꎮ 广州湾也并没有

成为大西南的出海口ꎬ 西南各省物资基本上仍通过西江由水运运输至香港、 广州ꎮ 同

时割让英国的九龙ꎬ 不但有原来香港岛的建设经验ꎬ 有西江航运之便利ꎬ 而且与当时

华南经济中心的广州近在咫尺ꎮ １９０６ 年始建广九铁路ꎬ １９１０ 年建成通车ꎬ 更加深香

港与广州及内地经济往来ꎬ 促进香港发展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广州湾只能被进一步边缘

化ꎮ
而青岛ꎬ 在 «中德胶澳租借条约» 签定后一个月ꎬ 德国国会便通过 ５００ 万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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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港拨款决定ꎬ 接着又追加建港费用 ３５０ 万马克ꎮ 德国政府鼓励国内资本家投资ꎬ
并把建港工程包给德商 “回利格” 公司监督实施ꎮ 从 １８９９ 年到 １９０５ 年建成大、 小港

口和 １ ６ 万吨活动船坞ꎬ 这是当时亚洲第一浮船坞ꎬ 耗资 ５０００ 万马克ꎬ 比日本川崎

造船厂之船坞犹其过之ꎮ 同时ꎬ 作为重要港口的必须设施较为完备ꎬ 港口竣工后德国

每年还专门拨巨款ꎬ 维修港口设施ꎮ 每年修筑费用约 １５０ 万两ꎬ 占胶州湾总经营经费

四分之一ꎮ 筑港的同时ꎬ 还开始胶济铁路的修筑ꎬ １８９８ 年 ９ 月动工ꎬ １９０４ 年 ６ 月竣

工ꎬ 港口内各码头均有铁路与胶济铁路相连ꎬ 耗资 ５５００ 余万马克ꎮ 这种对基础设施

的投资力度ꎬ 是广州湾所不能比拟的ꎬ 差距的深层次原因ꎬ 则是作为殖民宗主国法国

对广州湾的战略定位及殖民政策所决定的ꎮ

二、 近代广州湾城市发展与法国及其殖民体系之关系

近代沿海城市发展ꎬ 除其必然性以外ꎬ 还有一定的偶然性ꎮ 前者受经济规律的制

约ꎻ 后者则受外国殖民者的影响ꎮ 总之ꎬ 由于中国处于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地位ꎬ 沿

海城市发展与否及如何发展ꎬ 在一定程度上要受殖民者的控制ꎮ 这也是近代沿海城市

发展的特点之一ꎮ 广州湾的城市发展ꎬ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宗主国法国的影响ꎮ 法国

是位于欧洲西部的共和国ꎬ 面积 ５５ １６ 万平方千米ꎮ 法国的历史ꎬ 有过横扫欧陆的辉

煌ꎬ 有过庞大的殖民帝国ꎬ 也有过亡国的惨痛ꎮ 早在 １６ 世纪ꎬ 法国就已同西班牙、
奥地利等国并列为欧洲强国ꎬ 自那以后ꎬ 法国几乎始终是欧洲最强国之一ꎮ 最能让法

国人自豪的ꎬ 当推有太阳王之称的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和曾经威震欧陆的拿破仑

帝国ꎮ “法国最初之所以能在欧洲居于强国之列ꎬ 主要是因为它国土辽阔、 人口众

多、 资源丰富ꎬ 而且较早形成民族国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器ꎮ”

(一) 法国殖民帝国的建立

法国自封建时代起就在海外拥有大片的殖民地ꎬ 但在七年战争 (１７５６~１７６３) 及

拿破仑帝国瓦解后ꎬ 殖民地的面积急剧萎缩ꎬ 经历 ３０ 多年退缩期ꎬ 到 １８１５ 年时仅余

３ 万平方千米ꎮ
在 １９ 世纪中叶ꎬ 法国再度崛起ꎬ 这与另一个拿破仑ꎬ 即拿破仑一世的侄子拿破

仓波拿巴的文治武功分不开的ꎮ 在拿破仓三世的统治下ꎬ 法国在这一时期出现前所

未有的经济起飞ꎬ 在 １９ 世纪 ５０、 ６０ 年代ꎬ 法国的工商业发展迅猛ꎬ 国家经济实力与

经济面貌显著改观ꎬ 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工业大国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法国资产阶级为

了更好地牟取利润与扩大生产ꎬ 需更多廉价原料来源与商品销售市场ꎮ 同时ꎬ 拿破仑

三世还力图以战争手段来消除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 年维也纳会议给法国带来的 “耻辱”ꎬ 为重

新确立法兰西在欧陆的地位ꎬ 通过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为法国的经济增长扩大廉价原

料来源与商品销售市场ꎮ 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末年ꎬ 拥有的殖民地面积达 ９０ 多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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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ꎬ 人口 ６５０ 万ꎮ
到第三共和国时期ꎬ 在 １８８０ ~ １８８５ 年间出现又一次殖民扩展高潮ꎮ 如果说在

１８９０ 年代殖民扩张政策尚在法国不是很得人心的话ꎬ 那么在进入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对海外市场和廉价原料的需求加强ꎬ 以及许多国家普遍强化

相关保护主义措施ꎬ 殖民地经济意义和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ꎮ 长期担任总理的扩张主

义者费里曾在众议院坦言: “建立一个殖民地ꎬ 就是开辞一个销售市场只要从事

工业生产的宗主国和它所建立的殖民地之间存在着殖民关系ꎬ 它就足以使经济上的优

势伴随着政治上的优势ꎮ” 从 １８８９ 年法国开始创办旨在培养进行殖民扩张专门人才

“殖民学校”ꎻ １８９２ 年ꎬ 议会中甚至还形成一个人数可观的 “殖民党团”ꎻ 两年后ꎬ 政

府又设立专门管辖殖民地的殖民部ꎮ
到 １９１４ 年ꎬ 法国除在非洲大陆和亚洲占有大片殖民地外ꎬ 还在印度洋、 大洋洲

和美洲拥有科摩罗群岛、 留尼汪、 新喀里多尼亚、 圭亚那、 马提尼克等属地ꎬ 殖民帝

国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ꎬ 总面积达 １１００ 万平方千米ꎬ 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殖

民帝国ꎮ 这一时期的殖民侵略范围之广ꎬ 也远远超过法国此前的历朝历代ꎮ

(二) 广州湾在法属印度支那的地位及作用

法国殖民扩张的主要场所是非洲大陆ꎬ 在亚洲ꎬ 印度支那的丰富物产使其成为

法国重要侵略对象ꎮ 在第二帝国刚刚建立之际ꎬ 一时无法腾出足够的兵力来攻占此

地ꎬ 于是通过在安南设立副主教等方式扩大其在印度支那的影响ꎮ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

束后ꎬ 大批侵华法军进入安南南部ꎬ １８６１ 年占领定祥、 嘉定与边和三省ꎬ 并在翌年

迫使安南阮氏王朝签订 «西贡条约»ꎮ 由此ꎬ 整个安南均沦为法国殖民地ꎮ 虽然侵越

法军在刘福山黑旗军和冯子材所率清军打击下屡屡败北ꎬ 但昏庸的清政府却决意

“乘胜即收”ꎬ 于 １８８５ 年 ６ 月与法国正式签订 «中法会定越南条约十款»ꎬ 放弃对越

南的宗主权ꎬ 承认安南是法国保护国ꎮ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在占领越南和柬埔寨的基

础上ꎬ 法国进一步扩展它在东南亚势力ꎬ １８９３ 年建立第一个印度支那联邦ꎬ 其中老

挝、 柬埔寨、 安南被法国统治ꎬ 称为 “法属印度支那”ꎮ １８９９ 年法国强租广州湾ꎬ 将

其纳入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ꎬ 归属法驻安南总督管辖ꎮ
由印度支那联邦设立开始ꎬ 在 “同化” 与 “联合” 理论指导下ꎬ 法国人制定殖

民印度支那的一整套政策ꎬ 开始以重商主义为基础ꎬ 有计划地展开行政管理与开发经

济资源ꎮ 保罗杜美 ( Ｐａｕｌ Ｄｏｕｍｅｒ) 总督曾说ꎬ “他的任务是 (向法国) 证明印度

支那有巨大的商业利润ꎬ 印度支那是他们获利的源泉ꎬ 及向纳税人证明他们将不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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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 一词是音译自法文 “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ꎬ 表示位于印度与中国之间并受两国文化影响的区域ꎮ
狭义的印度支那指今日的越南、 柬埔寨 (旧称高棉)、 老挝二三国ꎬ 简称 “越棉寮”ꎻ 广义的中南半岛则指 “东

南亚大陆”ꎬ 包括越棉寮三国及缅甸、 泰国、 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地区及新加坡等地ꎮ 东南皿、 台湾、 欧美等地的

华人普遍使用 “中南半岛” 一词ꎬ 主要是冈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ꎬ “支那” 发展成为侮辱中国的词语ꎬ 在于右

任的倡议下ꎬ 改用 “中南半岛”ꎮ 国陈辉燎  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 第 １ 卷 【Ｍ】  三联书店ꎬ 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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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续为此纳税ꎮ” 这套政策ꎬ 以中央集权下的 “杜美体制”、 高利贷帝国主义的近

代银行制度、 重商主义背景下的贸易保护制度、 文化上的同化意识为特点ꎬ 给印度支

那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ꎬ 阻碍印度支那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ꎮ 法国殖民者中央

集权体制下的政治与经济一体化ꎬ 导致印度支那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ꎻ 印度支那

联邦是以越南为中心ꎬ 其它地方处于附属地位ꎮ
法国殖民者以经济一体化为名ꎬ 把绝大多数生产部门集中在安南ꎬ 对柬埔寨、 老

挝和广州湾的要求ꎬ 只是 “通过征税收取货币”ꎮ 同时安南也是法国对印度支那投资

的主要集中地ꎬ 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与原料出口有关行业ꎮ 尤其是一战后的 ２０、 ３０
年代ꎬ 法国对印度支那投资大增ꎬ 除传统农业与矿业外ꎬ 一部分轻工业也有发展ꎮ 印

度支那棉纱公司的海防纱厂、 南定纱厂ꎬ 不但能供给印度支那消费ꎬ 而且还进入远东

市场ꎬ 与英国控制下的印度棉纱业展开竞争ꎮ 法国人还在越南投资发展交通运输业ꎬ
１９００~１９３０ 年殖民政府投入公共工程费用 ６２％与交通有关ꎬ 西贡和海防成为印度支那

地区的两大港口ꎬ 但是这种投资与发展存在着一个极大的缺陷ꎬ 即构成安南以原料和

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为中心的单一经济结构ꎮ
法国对安南以外地区的经济发展漠不关心ꎬ 工农业生产在整个法属殖民地时期变

化不大ꎮ 作为法国控制下的印支联邦成员ꎬ 广州湾和柬埔寨、 老挝一样ꎬ 没有过自己

的海关和货币ꎬ 也就没有独自进行对外贸易权利ꎬ 绝大部分出口产品只能经西贡转

口ꎮ 为确保越南这个中心ꎬ 法国人还制定专门税收和价格政策ꎬ 限制它国的种植业发

展ꎬ 上缴的税收除大部分为法国殖民者掠去外ꎬ 返回给地方的有限投资也主要用于安

南ꎮ 法派驻广州湾的最高行政官员为公使ꎬ 负责推行一切殖民政策ꎮ 公使由法人担

任ꎬ 直接受法驻安南总督管辖ꎮ 作为行政首脑的公使ꎬ 在行政权利上与总督有一定的

差距ꎮ 因此ꎬ 虽同为租借地ꎬ 但与香港、 青岛相比ꎬ 广州湾在行政级别上处于较低

层次ꎮ 这些都是广州湾ꎬ 特别是西营没有较大发展的主要原因ꎮ

(三) 广州湾城市发展与法国政治经济及殖民政策的关系

１９ 世纪末ꎬ 资本主义开始出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ꎮ 就世界范围而言ꎬ 资本

主义充满 “青年时代” 所特有的活力ꎬ 进入高速发展时期ꎮ 但是ꎬ 这一时期新老资

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ꎮ 法国在 １８７０ 年后ꎬ 被后起美、 德等国家赶上ꎬ 位

居世界第四ꎬ 而且其对外贸易在世界各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也不断下降ꎮ 法国经济

发展的基本特征ꎬ 是小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ꎮ 一方面ꎬ 法国工业中的中小企

业仍占很大比重ꎬ 轻工业居于重要地位ꎬ 工业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另一方面ꎬ 到

１９１３ 年ꎬ 法国务农人口仍占全部就业人口 ３７ ４％ꎬ 小农经济仍占很大比重ꎮ
在各大强国第一次分割世界之中ꎬ 各国殖民地领土扩张非常不平衡ꎮ 以面积和人





１８９８ 年 ４ 月ꎬ 德政府公然宣布胶澳地区与其在非洲、 澳洲的殖民地 “同等对待”ꎬ 胶督与其它殖民地

总督 “同其职权”ꎮ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法国经济研究室  法国经济 【Ｍ】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５ꎬ 第 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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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相差不远的法德日三国来比较ꎬ 就可以看出ꎬ 法国殖民地 (按面积来说) 几乎等

于德日两国殖民地领土总和的三倍ꎬ 是仅次于英国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ꎮ 但其殖民地

经济意义或经济地位却远没有英国那样突出ꎮ “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ꎬ 法国

向殖民地投资约为 ４０ 亿法郎ꎬ 尚不到整个资本输出 ９％ꎻ 而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贸易

在法国整个对外贸易中比重亦只占约 １２％ꎮ”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ꎬ 首先是法国国内社会与政治的动荡ꎮ 自大革命以来ꎬ 法国

政体一直不稳ꎮ 毋庸讳言ꎬ 政体不稳与多变ꎬ 必然会对一个国家社会、 政治、 经济等

产生负面影响ꎮ 第三共和国议会制导致政府频繁更迭ꎬ “从 １８７５ 年至 １９４０ 年我们更

换过 １０２ 届政府ꎬ 而英国只更换过 ２０ 届政府ꎬ 美国只更换过 １４ 任总统ꎮ” 期间法

国在二战中溃败ꎬ 以及大好河山被纳粹德国或直接占领或间接统治ꎬ 此时法国已经不

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ꎮ 与此对应ꎬ 作为法国租借地的广州湾ꎬ 从 １８９９ 年到 １９４５
年ꎬ 更换过 ２５ 任公使ꎬ 最短的任期不到一年ꎮ

在经济上ꎬ 广州湾租借之前ꎬ 法国刚刚经历十年 “保守的共和国” 时期ꎬ 法国

经济增长速度日趋减缓ꎬ 从 １８８３ 年至 １８９６ 年经济增长甚至几近停滞ꎮ 同期美、 德两

国在工业方面后来居上ꎬ 不断取得巨大成就ꎬ 使得法国在世界工业中所占地位由第二

位沦为第四位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ꎬ 法国在科技方面也逐渐失去其原有领先地位ꎮ

已经雄风不再的国力ꎬ 使当政者只着眼于眼前利益ꎬ 加紧对殖民地的盘削而不加建

设ꎮ
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ꎬ 是法国政府及不少资本家往往对殖民地信心不

足ꎮ 历史上拿破仑帝国轰然垮台ꎬ 使法国在强盛之路上开始进入一个大致 ３０ 余年退

缩阶段ꎮ 在此期间ꎬ 它失去自大革命爆发以来征服的一切地方ꎮ 即使在 “殖民党”
费里执政时期ꎬ 议会中也一直存在强大的反殖民力量ꎬ 他们认为开拓和投资殖民地是

一项风险极大的事ꎮ 由于法国政府多年来推行同化政策的效果不佳ꎬ 再加上维护相应

殖民体制下的统治费用ꎬ 大大超过他们认为在殖民地所能获取的利益和相应可以承受

的负担ꎬ 使法国政府感到沉重的财政压力ꎮ 这直接导致法国资本家因为怕担风险而不

愿意大力投资于殖民地ꎬ 特别是无意于在殖民地投资工业ꎮ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ꎬ 法国

的殖民地对法国本土的经济意义实际上主要在于它提供较为丰富的廉价原料ꎬ 而不在

于它提供广阔的市场ꎮ 同时 “法国企业家大多畏首畏尾ꎬ 缺乏冒险精神ꎮ 他们中的

大多数人和农民一样ꎬ 希望得到国家保护ꎮ 由于竟争意识不足ꎬ 他们任凭外国同行占

领巨大的国际市场ꎬ 而増加则满足于在本国和殖民地销售产品”ꎮ 这也是法属殖民

地经济发展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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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４ 年ꎬ 法国的工业总产值只有 ２９ 亿美元ꎬ 而美国高达 ９４ ９８ 亿美元ꎬ 英国和德国分别为 ４２ ６３ 亿

美元和 ３３ ５７ 亿美元ꎮ
１８９４ 年ꎬ 法国的工业总产值只有 ２９ 亿美元ꎬ 而美国高达 ９４ ９８ 亿美元ꎬ 英国和德国分别为 ４２ ６３ 亿

美元和 ３３ ５７ 亿美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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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　　 三、 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

除法国自身政治、 社会、 经济因素外ꎬ 中国国内政治风云变换也是影响法国对广

州湾租借地建设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ꎮ
法国占领广州湾之初ꎬ 正是大清帝国临将崩溃的时候ꎬ 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正在

风起云涌ꎮ 因此法国殖民者对动荡的政局感到不放心ꎬ 不敢轻易投资ꎮ 另外在租借广

州湾期间受到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ꎬ 寸土不让ꎬ 复仇之心不已ꎮ 因此法国殖民者企图

等待时间ꎬ 即所谓消除疑虑ꎬ 安定民心之后才敢投资建设ꎮ 这些也是造成法国统治前

十年 “毫无成绩可言” 的重要原因ꎮ
直到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ꎬ 法国统治者对广州湾经营才急起直追ꎬ 建码头ꎬ

修公路ꎬ 并进行市政建设ꎮ 尽管殖民当局极力经营ꎬ 但由于前期投资少ꎬ 又没有什么

大的工业建设ꎬ 成效甚微ꎮ 广州湾虽为自由贸易港ꎬ 商业方面亦不发达ꎮ 这种状况直

至抗战时期 １９３９~１９４２ 年ꎬ 才有改观ꎮ

第一章结语

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特征非常明显的历史时期ꎬ 新旧因素并存ꎬ 中西文明交融ꎬ
传统与近代抗争ꎬ 呈现出错综复杂、 多元化的历史状态ꎮ 在中国近代发展起来的城市

中ꎬ 独辟粤西一隅的广州湾并不引人注目ꎮ 但 ４７ 年的殖民历史ꎬ 亦使其有着独具的

城市发展脉络与特征ꎮ
●从大区域上来看ꎬ 广州湾虽位于中国大陆ꎬ 但在法国的殖民体系上属于印度支

那联邦的一员ꎬ 因此除在抗战时期的短暂几年外ꎬ 几乎与中国政治、 经济没有发生大

的联系ꎬ 这在中国近代殖民地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ꎮ
●法国租借广州湾后的城市选址与规划ꎬ 使广州湾成为一个典型的双核心组团城

市ꎮ 在中国传统城市中仅有因河道相隔而自然形成的组团型城市ꎬ 而非规划因素影

响ꎬ 在近代城市中也只有厦门———鼓浪屿与之相似ꎮ 但厦门———鼓浪屿更多的体现出

城与岛的关系ꎮ 因此广州湾开创中国组团式城市布局结构的先河ꎮ
●当广东大多数地方还处于经济相对落后状态时ꎬ 广州湾却拥有通向世界的优良

港口ꎬ 合理的城市分区、 高质量的城市道路系统以及近代建筑物ꎬ 还有自来水、 电

灯、 电话等近代化公共设施ꎬ 在广东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ꎬ 是广东近代除广州、
香港、 澳门城市群之外又一个边向近代化的城市ꎮ

●近代广州湾的城市建设ꎬ 融合中国传统特色和异国的风情ꎬ “番鬼托梁” 木雕

垫俑融入广州湾人民的爱国情操ꎮ
１９４９ 年后ꎬ 广州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ꎬ 广州湾之名亦不复存在ꎮ 百年沧桑ꎬ

几度潮起潮落ꎬ 有过辉煌ꎬ 有过落寞ꎮ 就如不少人已经忘记广州湾这个名字ꎬ 亦不再

知道西营为何物ꎮ 虽然它们和那已显古旧的建筑、 街巷一样ꎬ 总是带着被殖民的耻

辱ꎬ 但那是历史ꎬ 历史不会为人所抹煞ꎮ 但记忆会ꎬ 会随着那被拆掉的建筑、 抹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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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日渐淡去
昨天” 是 “今天” 的一面镜子ꎬ “今天” 是 “昨天” 的承接和继续ꎮ 近代城市

发展与变化是现代城市建设的基础ꎬ 现代城市是対近代的承袭ꎮ 了解广州湾城市建设

的 “昨天”ꎬ 法国强占广州湾的目的是什么? 广州湾在法国殖民地特别是在东南亚殖

民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 殖民当局在城市建设上的计划如何? 进行哪些城市建

设实践等一系列问题ꎬ 期望通过广州湾近代城市发展历程的挖掘ꎬ 确定城市发展的历

史分期和特征ꎬ 有助于我们掌握广州湾城市规划和开发建设的历史进程ꎬ 借鉴经验教

训ꎬ 更好地建设今天的城市以及规划明天的城市蓝图ꎮ

附　 录

附录 １: «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 条约

一八九九年十ー月十六日ꎬ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ꎬ 广州湾ꎮ
第一款因和陸之由ꎬ 中国国家将广州湾租与法国国家ꎬ 作为停船趸煤之所ꎬ 定期

九十九年ꎬ 惟在其租界之内ꎬ 订明所租情形于中国自主之权无碍ꎮ
第二款议定在停船趸煤之界ꎬ 以守卫、 备运、 兴旺等情ꎬ 所有租界水面ꎬ 均归入

租界内管辖ꎬ 其未入租界者ꎬ 仍归中国管辖ꎬ 开列于下:
东海全岛ꎬ 硇州全岛ꎬ 该岛与东海岛中间水面ꎬ 系中国船舶往来要道ꎬ 開后仍由

中国船舶任便往来租界之内停泊ꎬ 勿得阻滞ꎬ 并毋庸纳钞、 征税等事ꎮ
其租界定在遂溪县属南ꎬ 由通明港登岸向北至新墟ꎬ 沿官路作界限ꎬ 直至志满墟

转向东北ꎬ 至赤坎以北福建村以南ꎬ 分中为赤坎、 志满、 新墟归入租界: 黄略、 麻

章、 新埠、 福建各村均归中国管辖ꎮ 复由赤坎以北福建村以南ꎬ 分中出海水面ꎬ 横过

调神岛北边水面ꎬ 至兜离窝登岸向东ꎬ 至吴川县属西炮台河面ꎬ 分中出海三海里为界

(即中因十里)ꎬ 黄坡仍归中国管辖ꎮ 又由吴川县海口外三海里水面起ꎬ 沿岸边至遂

溪县属之南通明港ꎬ 向北三海里转入通明港内ꎬ 分中登岸ꎬ 沿官路为界ꎮ
此约订明并绘图画明界址ꎬ 互相划界分执后ꎬ 两国特派委员会勘明确ꎬ 妥定界

址ꎬ 以免两国争执ꎮ
第三款于九十九年内所租之地ꎬ 全归法国一国管辖ꎬ 以免两国争执ꎮ 又议定ꎬ 租

界内华民能安分并不犯法ꎬ 仍可居住照常自便ꎬ 不可迫令迁移ꎮ 其华民物业ꎬ 仍归华

民管业ꎬ 法国自应一律保证ꎮ 若法国需用物业ꎬ 照给业主公平价值ꎮ
第四款在租界之内ꎬ 法国可筑炮台ꎬ 驻扎兵丁ꎬ 并设保护武备各法ꎮ 又在各岛及

沿岸ꎬ 法国应起造灯塔ꎬ 设立标记、 浮桩等ꎬ 以便行船ꎬ 并总设整齐各善事ꎬ 以利来

往行船ꎬ 以资保护ꎮ
第五款中国商轮船只在新租界湾内ꎬ 如在中国通商各口ꎬ 一律优待办理ꎮ 其租界

中各地湾内水面ꎬ 均归法国管辖ꎬ 法国可以立定章程ꎬ 并征收灯、 船各钞ꎬ 以为修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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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　　
灯桩各项工程之费ꎮ 此款专指广州湾内水面而言ꎬ 至硇东水面ꎬ 已在第二款内声明ꎮ

第六款遇有交犯之事ꎬ 应照中、 法条款互订中、 越边界章程办理ꎮ
第七款中国国家允准法国自雷州府属广州湾地方赤坎至安铺之处建造铁路、 早电

线等事ꎬ 应备所用地段ꎬ 由法国官员给价ꎬ 请中国地方官代向中国民人照购ꎬ 给与公

平价值ꎮ 而修造行车需用各项材料及养修电路各费ꎬ 均归法国办理ꎮ 且按照新定总则

数目ꎬ 华民可用线路、 电线之益ꎮ 至铁路、 早电线若在中国者ꎬ 中国官员应有防护铁

道、 车机、 电线等务之责: 其在租界者ꎬ 由法国自理ꎮ 又议定ꎬ 在安铺铁路、 电线所

抵之处ꎬ 水面岸上ꎬ 均准筑造房屋ꎬ 停放物料ꎮ 并准法国商轮停泊上落ꎬ 以便往来ꎬ
而重邦交ꎬ 此约应出画押之日起开办施行ꎬ 其现出大清国大皇帝批准及大法国民主国

大伯理天德批准后ꎬ 即在中国京都互换ꎬ 以法文为凭ꎮ 此约在广州湾醬立汉文四分、
法文四分ꎬ 共八分ꎮ

大清国钦差广州湾物界大臣太子少保庄西提督苏大 法国钦差广州湾勘界全权大

臣水师提督高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十月十六号

附录 ２: 法国管治下的广州湾租借地 (１８９８－１９４３)

人口: ２０８０４４ (１９２４ 年)
１８９８ 年 ５ 月 ２７ 日占领ꎬ 自行纳入法属印度支那 “东京” (今安南北部) 管辖ꎮ
１８９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中法签定 «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約»ꎬ 将租界内地域统称

“广州湾” 租借与法国 ９９ 年ꎮ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１９４３ 年 ２ 月接受 “自由法国” 管辖ꎮ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法国维希政府与日本签定 «共同防御 “州湾协议»ꎬ 日军占领ꎬ 此协

议未被 “自由法国” 及当时中国国民政府承认ꎮ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日军占领时期ꎮ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中法正式签定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交接广州湾租借

地条约»ꎬ 由法国归还中国ꎮ

附录 ３: 广州湾历任公使名单

１、 １８９８ ０４ ２２－１８９８ ０６ ２９ 福德杜基吐鲁英 舰长兼司令

２、 １８９８ ０６ ２９－１８９８ ０９ ０７ 菲律伯笛卡儿 舰长兼司令

３、 １８９８ ０９ ０７－１８９８ １２ ２５ 麦基杜基吐鲁英 舰长兼司令

４、 １８９８ １２ ２５－１８９９ １２ ２０ 潘尼菲 舰长兼舰队参谋长

５、 １８９９ １２ ２０－１９００ ０１ ２７ 马露 海军陆战队团长

６、 １９００ ０２－１９０２ ０３ 亚利卑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７、 １９０２ ０３－１９０２ １２ 壁治 殖民地退休一等民政官代理公使

８、 １９０２ １２－１９０５ ０７ 亚利卑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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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９０５ ０７－１９０６ ０３ 高特黎 殖民地三等行政官

１０、 １９０６ ０３－１９０６ ０９ 杜蒙 四等民政官代理公使

１１、 １９０６ ０９－１９０８ ０９ 高特黎 殖民地三等行政官

１２、 １９０８ ０９－１９０８ １１ 石主那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１３、 １９０８ １２－１９１０ ０５ 沙发赖尼尔 殖民地三等行政官

１４、 １９１０ ０７－１９１２ ０１ 沙拉啤尔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１５、 １９１２ ０１－１９１５ ０３ 继逸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１６、 １９１５ ０３－１９１５ ０５ 郎这利耶啤利维 二等民政官总公使

１７、 １９１５ ０５－１９１７ ０５ 络尼埃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１８、 １９１７ １２－１９１９ ０１ 维亚地 三等民政官代理公使

１９、 １９１９ ０１－１９２２ ０３ 靠鲁弟美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２０、 １９２２ ０３－１９２２ １０ 布朗沙地拉布呵土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２１、 １９２２ １０－１９２２ １２ 基尔民 一等民政官副公使兼总务司

２２、 １９２２ １２－１９２３ ０４ 靠鲁弟美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２３、 １９２３ ０４－１９２５ １２ 格司尼尔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２４、 １９２５ １２－１９２６ １２ 布朗沙地拉布呵土 二等高级派驻官

２５、 １９２６ １２－１９２７ ０５ 摩亚司 一等民政官副公使兼总务司

２６、 １９２７ ０５－１９２７ ０７ 拉拱比 一等民政官代理总公使

２７、 １９２７ ０７－１９２９ １１ 黎伟 代理一等民政官代理总公使

２８、 １９２９ １１ ２２－１９３１ ０２ １２ 黎伟 三等高级派驻及本地区总管

２９、 １９３１ ０２ １２－１９３１ １２ １０ 博烈德 一等民政官代理总公使

３０、 １９３１ １２ １０－１９３２ ０３ １２ 善惠施 三等民政宫高级派驻官

３１、 １９３２ ０３ １２－１９３２ ０４ ２１ 维耶司埃 三等民政官总公使兼总务司

３２、 １９３２ ０４ ２１－１９３３ １０ ２５ 查贝怡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３３、 １９３３ １０ ２５－１９３４ ０６ ３０ 达拉麻尔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３４、 １９３４ ０７ ０１－１９３６ ０６ １６ 第打司特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３５、 １９３６ ０６ １６－１９３７ ０５ ２７ 沙拉布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３６、 １９３７ ０５ ２７－１９４１ ０６ ０１ 罗庇和斯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３７、 １９４１ ０６ ０１－１９４２ ０４ ０９ 路易马迪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３８、 １９４２ ０４ ０９－１９４５ ０８ １９ 杜美 一等民政官总公使

３９、 １９４３ ０２－１９４５ ０８ １５ (日本占领－投降)

附录 ４: 闻一多与 «七子之歌»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上半叶ꎬ 刚刚从清华学校毕业的闻一多远涉重洋ꎬ 到美国留学ꎮ
从 １９２２ 年开始ꎬ 他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 柯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学习

美术ꎬ 同时继续用大量的精力从事几年前就开始的新诗创作和文学研究ꎮ 独居异域他

邦ꎬ 闻一多对祖国和家乡产生深深的着恋ꎻ 在西方 “文明 “社会中亲身体会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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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岐视的屈辱ꎬ 更激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闻一多写下

«七子之歌» (七子ꎬ 即香港－九龙、 澳门、 台湾、 威海卫、 广州湾、 旅顺－大连) 等

多篇爱国思乡之作ꎮ «七子之歌» 全文:
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ꎮ 七子自怨自艾ꎬ 冀以回其母心ꎮ 诗人作 «凯风» 以愍

之ꎮ 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ꎬ 先后丧失之土地ꎬ 失养于祖国ꎬ 受虑于异类ꎬ
臆其悲哀之情ꎬ 盖有甚于 «凯风» 之七子ꎬ 因择其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ꎬ 为作

歌各一章ꎬ 以抒其孤苦亡告ꎬ 眷怀祖国之哀忱ꎬ 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ꎮ 国疆崩丧ꎬ
积日既久ꎬ 国人视之漠然ꎮ 不见夫法兰西之 Ａｌｓａｃｅ－－ Ｌｏｒｒａｉｎｅ 耶? “精诚所至ꎬ 金石

能开”ꎮ 诚如斯ꎬ 中华 “七子” 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广州湾

东海和匈州是我的一双管钥ꎬ
我是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ꎮ
你为什么把我借给一个盗贼?
母亲呀ꎬ 你千万不该抛弃了我!
母亲ꎬ 让我快回到你的膝前来ꎬ
我要紧紧地拥抱着你的脚踝母亲!
我要回来ꎬ 母亲!
作为中国近代租借地之一ꎬ 被著名诗人闻一多称为七子之一的广州湾ꎬ 从开埠之

前小商埠ꎬ 到开埠之后外国殖民者统治下具有法国风情的远东小城ꎮ 其 ４６ 年的殖民

历史ꎬ 虽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能如上海等地快速发展成为国际性大都市ꎬ 亦不若香港在

英殖民地中之地位ꎬ 但作为广东近代三个租借地之一ꎬ 其建筑、 街道、 城市均经历一

系列的近代改造ꎮ 这一进程因内忧外患等种种原因嘎然而止ꎬ 但这段历史赋予广州湾

的影响是深刻、 长远的ꎬ 其近代城市规划和建设在全国来看也有着一定的特点和代表

性ꎬ 作为广东近代城市发展历史的缩影之一ꎬ 值得研究和探索ꎮ
●其起源于 “市”ꎮ 赤坎埠本来就是各地客商云集聚居而形成ꎬ 因而不为城墙所

囿ꎬ 福建街、 潮州街、 高州街ꎬ 这些沿用至今的古老街名ꎬ 道出古埠来自五湖四海的

客商移民同城而居、 乐也融融的情形ꎮ
●１８８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 的签定ꎬ 开启广州湾长达 ４７

年的殖民建设时期ꎮ 期间抗战爆发后ꎬ 由于香港、 广州等沿海港口相继沦陷ꎬ 仅余广

州湾为中国唯一可对外通商之口岸ꎬ 广州湾成为西南后方物资进出口的商业重镇ꎬ 时

是商贾云集ꎬ 盛极一时ꎮ
●法国殖民当局的城市选址与建设ꎬ 使广州湾成为典型的组团式城市ꎬ 为中国近

代及之前的城市发展中所少见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更名为湛江市ꎬ 成为受苏联援助的 “一五” 期间中国重点建

设城市之一ꎬ 苏联专家的直接参与ꎬ 使湛江市的城市形态烙上很强的苏式印记ꎮ
因此ꎬ 弄清广州湾近代城市规划的社会性质、 主要矛盾、 发展脉络等问题ꎬ 不仅

有利于了解广州湾近代城市发展演变历史ꎬ 而且对于如今城市规划以及未来城市开发

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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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建设管理

古代湛江ꎬ 县治地几度变迁ꎬ 筑城集市ꎬ 此起彼伏ꎬ 但城池无一幸免能保存下

来ꎮ 而赤坎城起源于 “市”ꎬ 之后不为城墙所囿ꎬ 与法国殖民者新建西营城ꎬ 构建为

“一个城市分两块” 的组团式城市ꎬ 这是特殊的地理、 历史所决定的城市模式ꎮ 广州

湾城市的设立ꎬ 已履行政府管理城建的行政职能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广州湾更名湛江市ꎬ 辖地范围也多次调整ꎮ 初期辖高州六属

(茂名、 电白、 信宜、 化州、 廉江、 吴川) 和雷州三属 (徐闻、 海康、 遂溪)ꎬ 故称

“高雷地区”ꎻ 与钦廉四属 (合浦、 灵山、 钦县、 防城) 及两阳 (阳江、 阳春)ꎬ 合称

“广东南路”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成立南路专员公署ꎬ 驻湛江市赤坎ꎬ 辖地增加梅茂ꎬ 共十

四个县及湛江市ꎮ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撤高雷专员公署ꎬ 设粤西行政公署ꎬ 辖地将钦廉四属

改换恩平、 开平、 台山ꎬ 吴川改名吴梅ꎬ 增加雷东ꎬ 共十五个县及湛江市ꎮ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ꎬ 改称湛江专员公署ꎬ 辖两阳、 高州六属、 雷州三属、 雷东县和湛江市ꎬ 台山、 开

平、 恩平划归佛山专区ꎮ １９５８ 年合浦专区划归湛江专区ꎬ 增加东兴、 钦县、 合浦、
灵山和北海镇 (后改市)ꎮ １９６５ 年ꎬ 合浦、 灵山、 钦县、 东兴四县及北海市划归广西

壮族自治区ꎮ １９６７ 年 ３ 月成立湛江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ꎬ １９６８ 年 ４ 月改为湛江地区

革命委员会ꎬ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恢复湛江地区行政公署ꎮ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ꎬ 湛江地、 市合并ꎬ
为新建制湛江市ꎬ 市区划分为赤坎、 霞山、 坡头、 郊区共四区ꎬ 辖廉江、 吴川、 遂

溪、 海康 (后称雷州)、 徐闻五县ꎮ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成立湛江经开区ꎮ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成立东

海岛经济开发试验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并入经开区)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湛江市郊区改名麻章

区ꎬ 区府所在地从霞山迁往麻章镇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成立湛江市南三岛滨海旅游示范

区ꎬ 行使县级政府管理权ꎬ 为市政府派出机构ꎮ 自此ꎬ 湛江市管辖五县 (市) 四区ꎬ
下辖两个开发区ꎬ 揭开湛江城市建设新的一页ꎮ

第一节　 城市管理和组织沿革

一、 组织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市成立专门的城建管理机构ꎮ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ꎬ 湛江市召开全

市中国共产党党员代表会议ꎬ 宣布中共湛江市委员会成立ꎬ 方华任书记ꎮ ４ 月 １ 日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成立ꎬ 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批准ꎬ 方华任市长ꎮ ５
月ꎬ 设立湛江市人民政府建设局 (同时组建公安、 财政、 民政、 粮食、 建设共五个

局)ꎬ 伦永谦为首任建设局长ꎬ 在逸仙路元亨旅店二楼办公ꎬ １０ 月迁北京路 (今海滨

一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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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ꎬ 周明任建设局代局长、 局长ꎬ 办公地址在霞山北京路ꎬ １９５４ 年迁

民治路ꎬ 下设秘书、 公用、 工程、 地政共四个科室ꎬ 除接管原国民政府工务局业务

外ꎬ 临时兼管全市地产、 供电、 轮渡、 卫生、 港务等业务ꎮ 建国初期ꎬ 没有基建投

资ꎬ 主要靠发动群众修复西 (营) 赤 (坎) 路、 西太路、 西营 (今霞山) 城区民治

路、 爱国路等路段ꎬ 恢复交通ꎻ 恢复原有小型电灯厂供电ꎻ 疏通原有下水道ꎻ 整治居

民区环境卫生ꎬ 填平污水塘ꎬ 消灭蚊蝇孳生地ꎬ 使市区面貌大为改观ꎮ
１９５２ 年秋ꎬ 武汉中南大区城建会议后ꎬ 湛江市被列为全国重点建设城市之一ꎮ

同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成立湛江市城市建设委员会ꎬ 方华市长兼主任ꎬ 王次华兼副主任ꎬ
伦永谦任办公室主任ꎮ 办公地址在霞山民治路现人民银行楼上ꎬ 下设规划、 监检、 测

量三个科室ꎬ 主管湛江市规划管理工作ꎮ １９５４ 年方华调省后ꎬ 由中共湛江市委书记

张伯泉兼主任ꎬ 市长何鸿景兼副主任ꎬ 伦永谦为专职副主任ꎮ 下设办公室、 规划科、
监察科等三个科室ꎬ 主管湛江市城市规划管理以及城市公用事业建设综合计划等工

作ꎮ 办公地址在霞山民治路现人民银行楼上ꎮ
１９５５ 年 ６ 月ꎬ 成立湛江市绿化委员会ꎬ 市委书记张泊泉兼主任委员ꎬ 市长何鸿

景兼副主任委员ꎬ 周明任办公室主任ꎬ 办公地址在民治路现人民银行办公楼上ꎮ
１９５６ 年冬ꎬ 撤销湛江市城市建设委员会ꎬ 其业务归湛江市建设局管理ꎬ 周明任

局长、 梁山、 钟晋祥、 左达、 潘培任副局长ꎮ 办公地址在民治路人民银行办公楼上ꎬ
１９５８ 年迁解放大道市委大楼ꎮ 下设秘书、 公用、 工程、 市容管理、 规划、 建筑用地

管理等六个科室ꎬ 主管城市规划、 市政建设、 公用事业、 园林绿化、 勘测设计等业

务ꎮ
１９５７ 年ꎬ 湛江市建设局改名为湛江市城市建设局ꎬ 陈君惠任局长ꎬ 梁山、 钟晋

祥、 左达、 潘培为副局长ꎮ 下设规划、 建筑管理、 工程、 公用、 秘书、 市容管理六个

科室ꎮ 主管城市规划管理、 市政工程、 公用事业、 园林绿化、 勘察测量等业务ꎮ 办公

地址在市委大楼ꎮ
１９５８ 年ꎬ 成立湛江市三岭山建设委员会ꎬ 市委书记张泊泉兼主任委员ꎬ 周明任

委员兼办公室主任ꎮ 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绿化城市西面一带荒山秃岭ꎬ 绿化面积达万

亩以上ꎮ １９５９ 年成立湖光岩建设委员会ꎬ 市委副书记刘化鹏兼任主任委员ꎬ 湖光岩

的建设和绿化被列为市里的重点项目ꎮ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ꎬ 建筑工程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ꎬ 湛江市城建局钟

普祥副局长参加ꎬ 建工部将湛江市普遍绿化的总结材料加按语批转全国各地城市ꎬ 湛

江市被誉为实现普遍绿化的城市ꎬ 从此湛江拥有 “花园城市” 的美称ꎮ
从建国初至 １９６６ 年文革前ꎬ 湛江市城市建设取得很大成绩ꎬ 建立公共汽车公司、

自来水公司、 市政工程公司、 勘察测量队等企业事业单位ꎻ 新修和扩建市区一批主要

街道、 桥梁、 港口ꎬ 兴建大批居民住宅、 工厂、 学校 (包括三所大专院校)ꎻ 编制

«湛江市城市初步规划»ꎻ 建立湛江市园林管理处ꎬ 修建寸金桥、 海滨、 霞湖和花圃

等四个公园ꎬ 园林绿化工作走在全国前列ꎬ 获得 “花园城市” 的赞誉ꎮ 此外ꎬ 还成

立湛江市三岭山建设委员会、 湖光岩建设委员会ꎬ 为绿化荒山、 建设风景区作出大量

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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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 年文革开始ꎬ 市委、 市政府机构遭到破坏ꎬ 城市建设管理机构先瘫痪ꎬ 后

撤销ꎮ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ꎬ 成立湛江市革命委员会ꎬ １９６９ 年相应成立湛江市城建革命委员

会ꎬ 陈景林为主任ꎬ 梁山、 关连陞为副主任ꎬ 办公地址在霞山大生路原房管局办公

处ꎮ １９７０ 年城建革委会撤销ꎬ 业务归并霞山、 赤坎两区ꎮ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又撤销大区机

构ꎬ 成立湛江市城建房管局ꎬ 周明为局长ꎬ 梁山、 邓红、 罗致良、 招离为副局长ꎬ 下

设规划管理科、 秘书科、 政工科、 保卫科等五个科室ꎬ 收回霞山、 赤坎两区城建、 房

管业务ꎮ 霞山、 赤坎两区分别成立城建局ꎬ 郊区、 坡头两区分别成立建委ꎬ 承接原城

市建设局关于私房、 街道规划管理ꎬ 市政设施维修ꎬ 园林管理等部分业务ꎮ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撤销城建房管局ꎬ 分别成立湛江市城市建设局和湛江市房地产管理局ꎬ 周明为城建

局长ꎬ 梁山、 钟晋祥、 左达、 罗致良为副局长ꎬ 办公地址在霞山民享路 ３１ 号ꎮ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ꎬ 成立湛江市基本建设委员会ꎬ 刘耀为主任、 向真为副主任ꎬ 作为

基建战线领导机构ꎬ 主管城建、 房管、 建工三个局ꎮ １９７７ 年 １ 月ꎬ 湛江市革命委员

会公布 «湛江市城市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市政设施管理暂行办法» 和 «园林绿化管

理暂行办法»ꎬ 加强对湛江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ꎮ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 ２１~２７ 日ꎬ 湛江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ꎬ 会议决定将湛江市革

命委员会改为湛江市人民政府ꎬ 并选举成立湛江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成员ꎮ 审议通过

关于更改街道名称的决议等议案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公布 «湛江市城市建设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ꎬ 同

年 １２ 月下发文件ꎬ 规定从基本建设投资中提取 ５％市政建设费ꎬ 为加强城市建设开辟

一条资金渠道ꎮ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ꎬ 国务院宣布湛江市为全国十四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之一ꎮ ９

月ꎬ 地市合并ꎬ 实行市管县体制ꎮ 与此相适应ꎬ 同年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湛江地区建委、
湛江市建委、 湛江市城市建设局三个单位合并ꎬ 成立湛江市城乡建设局ꎬ 彭业荣任局

长ꎬ 徐洪江、 梁山、 陈德佳任副局长ꎮ 下设市政、 公用、 规划、 村镇、 计财、 秘书、
党委办、 档案馆等 ８ 个科室ꎮ 主管城市规划管理、 勘测设计、 市政公用事业、 园林绿

化、 村镇建设等业务ꎮ 办公地址在霞山解放西路 ７ 号ꎮ 同时ꎬ 霞山、 赤坎两区分别成

立城建局ꎬ 郊区、 坡头区分别成立建委ꎬ 承担原城市建设局关于民房、 街道规划管理

和市政设施维修、 园林管理等部分业务ꎮ 湛江市城乡建设局成立后ꎬ 在城市建设方面

取得显著成绩ꎬ 特别是完成新建人民大道、 湖光路立交桥和整治南桥河等工程ꎬ 被评

为 １９８４ 年度湛江市的先进单位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ꎬ 撤销湛江市城乡建设局ꎬ 分别成立湛江市建设委员会和湛江市城

市建设局ꎮ 市建委由彭业荣任主任ꎬ 阁富有任党组书记ꎬ 陈德佳、 董尧富任副主任ꎬ
基建口党委副书记吴子奖ꎬ 建委主管三建 (城市、 村镇、 重点工程建设) 三业 (建
筑业、 房地产业、 公用事业) 以及环保、 市属五县的县城与村镇规划建设工作ꎬ 办

公地址在赤坎劳动路 １ 号ꎮ 市城建局由梁山任局长ꎬ 孙来秀任党委书记ꎬ 肖锟、 魏俊

任副局长ꎬ 城建局主管城市规划管理、 市政建设、 公用事业、 园林绿化、 勘察测量等

业务ꎬ 办公地址在霞山解放西路 ７ 号ꎮ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ꎬ 唐里仁任市城建局长ꎬ 孙来秀任党委书记ꎬ 办公地址霞山民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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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号ꎮ 同年ꎬ 进行职能调整ꎬ 将城市规划职能和规划科划分出去ꎬ 以此为基础成立

湛江市城市规划局ꎬ 吉广孝任局长ꎬ 邝伯里任副局长ꎬ 内设规划、 市政、 建管、 办公

室共四个科室ꎬ 下辖湛江市规划勘测设计院、 湛江城建档案馆ꎮ 湛江市城市建设局除

规划职能外ꎬ 其它职能不变ꎬ 唐里仁任局长ꎬ 孙来秀任党委书记ꎬ 魏俊、 陈洪兴任副

局长ꎬ 内设市政工程、 公用事业、 园林绿化、 环境卫生、 计划财务、 行政秘书、 武装

保卫共七个科室ꎮ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ꎬ 唐里仁调离ꎬ 湛江市城市建设局由黄德明任局长ꎬ 孙来秀任党委

书记ꎮ 办公地址不变ꎮ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ꎬ 孙来秀退休ꎬ 肖锟任党委书记ꎮ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ꎬ 肖锟退休ꎬ 廖文业任局长ꎬ 黄德明改任党委书记ꎮ 是年 １０ 月ꎬ 廖

文业被免职调离ꎬ 陈副任局长ꎬ 黄德明任党委书记至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办理退休ꎮ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机构改革ꎬ 湛江市城市建设局由副处级升格为正处级ꎬ 改称为湛江

市城建局ꎬ 陈副任局长兼任党委书记ꎬ 谢秀容、 陈洪兴、 冯章程任副局长ꎮ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ꎬ 市编委印发 (<关于印发市城建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ꎬ
湛机编 〔１９９７〕 １１２ 号)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ꎬ 湛组干 〔２００１〕 ２３５ 号文ꎬ 成立中共湛江市公用事业局委员

会ꎬ 王强任党委书记ꎬ 谢秀容任党委副书记ꎮ １０ 月ꎬ 王强任局长ꎬ 谢秀容、 吕冠荣

任副局长ꎬ 以原湛江市城建局为基础组建湛江市公用事业局ꎬ 是市政府下属参公管理

正处级事业单位ꎬ 为市政府管理市区城市公用事业的主管部门ꎮ 划出的职能: 编制城

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职能划转给湛江市建设局ꎬ 市区公共交通职能划转市交通局ꎻ 划入

的职能: 原市建委承担的市区燃气管理职能、 原市建委承担的市区计划用水的管理职

能ꎮ 增加的职能: 将 １９９８ 年下放给赤坎、 霞山、 坡头三区管理的市政维护站收回市

公用事业局统一管理ꎮ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ꎬ 湛机编 〔２００２〕 ０３ 号文ꎬ 印发 «关于印发湛江

市公用事业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ꎬ 王强任局长、 谢秀容、
吕冠嵘任副局长ꎬ 内设机构: 办公室、 市政管理科、 园林绿化管理科、 市容环卫管理

科、 公用事业管理科、 计划财务科、 人事科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ꎬ 湛江市公用事业局更名为湛江市市政园林局ꎬ 湛机编 〔２００３〕 ７２

号文ꎬ 市编委印发 «关于市公用事业局更改名称等问题的通知»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将其承担的市区燃气管理职能移交湛江市建设局承

担ꎬ 王强任局长ꎬ 谢秀容、 陈建华任副局长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ꎬ 湛人任免 〔２００５〕
４６ 号文ꎬ 孔令培为市市政园林局副局长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湛人任 〔２００６〕 ２４ 号文ꎬ 邸

海鹰任市市政园林局副局长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ꎬ 湛组干 〔２００９〕 １４０ 号文ꎬ 车斯文任市市政园林局党委书记、 局

长ꎮ 王强改任调研员至 ２０１０ 年办理退休ꎮ 是年 １２ 月ꎬ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改称湛江市

城市综合管理局ꎬ 车斯文任局长ꎬ 邸海鹰、 孔令培任副局长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 湛人社任免 〔２０１３〕 ４０ 号文决定车斯文调离ꎬ 江向阳任湛江市城

市综合管理局局长ꎬ 麦建丰、 陈勇任副局长ꎮ 下设办公室、 市政工程管理、 市政设施

管理、 园林绿化管理、 市容环卫管理、 城市亮化和户外广告管理、 财务、 工程计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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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总工程师室、 人事、 信息法规等 １１ 个科室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实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ꎬ 成立湛江市麻章市政维护站ꎬ 湛江市霞

湖公园划归湛江市海滨公园管理处ꎮ ９ 月ꎬ 湛江市森林公园划归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

管理局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 孔令培任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局长ꎬ 江向阳调离ꎮ ２ 月 ２８ 日ꎬ

湛江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ꎬ 正式任命孔令培为湛江市城市综合管

理局局长ꎮ ９ 月 ３０ 日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与湛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合并ꎬ
成立湛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ꎬ 整合市政公用、 市容环卫、 园林绿化、 城管执法

等 “３＋１” 职能ꎬ 并按照支队、 大队、 中队的队建制模式建设执法队伍ꎬ 完成体制改

革机构设置任务ꎬ 这是湛江市城市管理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ꎬ 标志着湛江市城

管执法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ꎮ 与此同时ꎬ 湛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正式挂

牌ꎬ 城管执法队伍统一换装ꎬ 统一规范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ꎬ 是全面加强城管队伍正

规化建设、 塑造城管队伍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ꎬ 对严肃城管执法人员仪容仪表及执法

风纪ꎬ 推进严格、 规范、 公正、 文明执法ꎬ 体现城管执法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具有重要

意义ꎮ

二、 机构设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定编为行政编制 ４３ 名ꎬ 后勤服务人员 ６
名ꎻ 截止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 该局定编为行政编制 ４８ 名ꎬ 后勤服务人员 ６ 名ꎬ 现实有在编

在岗人员 ５０ 人ꎮ 内设职能科室 １１ 个ꎬ 分别是办公室、 市政工程管理科、 市政设施管

理科、 园林绿化管理科、 市容环卫管理科、 城市亮化和户外广告管理科、 财务科、 工

程计划管理科、 总工程师室、 人事科、 信息法规科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 信息法规科加挂湛江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办公室 (湛机编办 〔２０１５〕

６ 号)ꎮ
２０１７ 年根据 « 关于印发<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规定>的通知» (湛机编 〔２０１０〕 ５１ 号) 所述职责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设 １１ 个

内设机构ꎬ 其职能如下:

(一) 办公室 (与监察室、 纪委合署办公)

综合协调机关各科 (室) 的工作关系及对外业务往来ꎬ 综合协调各科室的对外
联系工作ꎻ 负责文秘、 档案、 信访、 保密、 安全保卫以及车辆、 后勤等行政事务的管

理工作ꎻ 负责计生、 工青妇工作ꎻ 负责本系统纪检篮察、 党风廉政建设和违纪违法案

件的查处等工作ꎮ

(二) 市政工程管理科

负责编制和组织实施市政建设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ꎻ 负责市政设施建设工程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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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调和监督工作ꎻ 负责市政建设工程验收和移交协调管理工作ꎻ 负责市政设施档案管理

工作ꎻ 指导监督市辖区市政建设的实施ꎮ

(三) 市政设施管理科

负责编制市政设施 (道路、 排水、 桥涵等) 管理和维修养护年度计划以及大、
中修工程经费计划并组织实施ꎻ 负责市区市政排水许可审批和临时占用 (挖掘) 市

区道路、 市政设施申请审批并监督其修复工作ꎮ

(四) 园林绿化管理科

负责编制市区园林绿化发展规划和园林绿化建设年度计划ꎬ 并组织实施和管理ꎻ
负责市区园林绿化维护的管理ꎻ 负责市区占用绿地、 砍伐和移植树木的审批ꎻ 负责对

园林绿化企业资质的审批和管理ꎻ 负责对古树名木进行登记、 报批和建设工程项目配

套绿化的管理ꎻ 负责组织对全市园林绿化、 庭院绿化的评比以及达标验收工作ꎻ 指导

监督县 (市、 区) 的绿化规划的实施ꎮ

(五) 市容环卫管理科

负责编制市容发展规划和市容设施建设年度计划ꎬ 并组织实施和协调监督ꎻ 负责

对市区环境卫生工作的指导、 考核和监督ꎻ 负责建筑余泥渣土排放、 处置管理和垃圾

处理费收缴工作的管理与监督ꎻ 负责市区建设工程项目配套环卫设施的审核: 负责市

区环卫作业企业资质的审核、 审批和管理ꎻ 推广环卫作业服务市场化、 社会化、 专业

化、 产业化ꎻ 指导监督县 (市、 区) 的市容环卫工作的实施ꎮ

(六) 城市亮化与户外广告管理科

负责编制市区城市亮化建设规划和维修养护年度计划、 经费计划并组织实施ꎻ 负

责市区建设工程项目配套灯饰的审核、 验收、 管理工作ꎻ 负责市区户外广告设置审批

和管理工作ꎻ 负责市区建筑物、 构筑物立面美化管理工作ꎮ

(七) 财务科

负责编制市区市政建设、 维护经费和本系统行政经费计划ꎻ 做好资金的调拨、 使

用、 核算的管理和监督工作ꎻ 负责固定资产的变更、 报废审批工作ꎻ 负责统计和物价

核定及机关行政经费的使用管理工作ꎻ 负责本系统的内审、 财务管理监督及指导工

作ꎮ 负责各项建设、 维护计划的管理ꎬ 投融资项目前期工作等管理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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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计划管理科

负责各项建设、 维护计划的管理ꎬ 投融资项目前期工作等管理工作ꎮ 对计划的实

施进行协调和落实ꎻ 负责市政建设项目投融资过程中的项目可行性研究、 环境影响评

价、 水土保持方案和地质灾害评估等前期工作ꎮ

(九) 总工程师室

负责组织编制市区市政建设、 园林绿化、 市容的专项规划ꎻ 负责组织市区市政建

设、 园林绿化、 市容等新建、 扩建、 改造工程项目以及配套工程项目的设计工作ꎬ 并

对市政、 园林绿化、 进行技术监督和指导ꎻ 组织市区市政建设、 园林绿化、 市容等方

面科技项目的研究及探讨ꎬ 指导引进及推广新材料、 新技术ꎮ

(十) 人事科

负责本系统人事管理与服务工作ꎻ 负责本系统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ꎻ 负责本系

统的人员考核、 职务任免、 晋升、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评审、 人员编制、 职工调动、 劳

资等工作ꎻ 负责离退休人员服务工作ꎮ

(十一) 信息法规科 (行政执法管理科)

负责市区市政设施、 园林绿化、 市容信息化系统和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及安全保障

系统规划、 建设和管理ꎬ 建立健全数字城管系统ꎻ 负责 “湛江市便民服务热线” 的

监督管理ꎻ 负责制订市政、 园林绿化、 市容等方面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ꎻ 负责法制

宣传、 教育、 报道工作ꎻ 负责指导、 监督本行业法律、 法规、 规章的贯彻执行ꎮ
负责对行政执法活动规范化的指导、 监督ꎻ 协调组织专项的行政执法整治、 市区

集中统一的行政执法活动ꎻ 协调市区市政设施、 园林绿化、 市容和环境卫生方面的行

政执法工作ꎮ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主要职责:
１ 贯彻执行国家ꎬ 省、 市有关市政设施、 园林绿化、 市容和环境卫生、 城市综

合管理的法律、 法规、 规章和政策ꎮ
２ 根据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ꎬ 负责编制市区市政设施、 园林绿化、 市容环卫、

灯光照明等方面的专项规划ꎬ 并组织建设和实施管理ꎮ
３ 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市政、 园林绿化、 灯光照明、 市容和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管

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并组织实施ꎮ 组织相关科技项目的研究及探讨ꎬ 指导引进、 推广

新技术的应用ꎮ
４ 负责城市市政行业管理工作ꎮ 负责市区道路、 桥涵、 市政排水、 路灯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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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建设、 维护和管理ꎻ 负责临时占用和挖掘市区道路、 市政排水许可证的审批ꎻ
负责市区市政设施维护档案的收集、 整理、 归档ꎮ

５ 负责城市园林绿化行业管理工作ꎮ 负责市区园林绿化和风景名胜区的组织建

设、 维护和管理ꎻ 负责城市公园、 市区公共绿地和生产绿地、 防护绿地、 风景绿地、
广场绿化等建设、 维护和管理ꎻ 负责市区园林绿化行政审批工作ꎬ 对古树名木进行报

批和建设工程项目配套绿化的管理ꎻ 负责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的审核、 审批和管

理ꎮ
６ 负责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业管理工作ꎮ 负责市区建筑垃圾管理ꎬ 推广环卫

作业服务市场化、 社会化、 专业化、 产业化ꎻ 负责市区建设工程项目配套环卫设施的

审核ꎻ 负责市区环卫作业企业资质的审核、 审批和管理ꎮ
７ 负责市区市政设施、 园林绿化、 灯光照明、 市容信息化系统规划、 建设和管

理ꎬ 建立健全数字城管系统ꎻ 负责 “湛江市便民服务热线” 的监督管理ꎮ
８ 负责对市区户外广告设置的审批和管理工作ꎮ
９ 负责编制市政设施、 园林绿化、 灯光照明、 市容等建设、 维护资金的年度计

划ꎬ 并组织实施和监督ꎮ
１０ 承办市人民政府和省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ꎮ

三、 管辖基层

１９５０ 年ꎬ 成立湛江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局ꎬ 是市政府所属的公安、 财政、 民政、
粮食、 城建五个局机关之一ꎮ 之后ꎬ 机构改革ꎬ 分分合合ꎬ 机构名称多次变更ꎬ 先后

由湛江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局变更为湛江市城市建设局、 湛江市城建局、 湛江市城建

房管局、 湛江市城乡建设局、 湛江市公用事业局、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 湛江市城市综

合管理局、 湛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ꎮ
本局管理职能也经过多次调整ꎬ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７０ 年代末主要负责城市规划、 勘测

设计、 市政建设、 园林绿化、 环境卫生、 公用事业、 房地产业、 建筑业、 村镇建设、
地名管理等工作ꎮ １９８４ 年ꎬ 将房地产业、 建筑业、 村镇建设、 地名管理等管理职能

划归市建委ꎻ １９８９ 年ꎬ 将城市规划和勘测设计管理职能划归市城市规划局ꎻ ２００５ 年

起ꎬ 陆续将自来水、 公共交通、 燃气等公用事业管理职能划归市国资委ꎮ 至 ２０１６ 年

管理职能调整为: 市政设施建设ꎬ 亮化照明ꎬ 道路和排水等市政设施维护管理ꎻ 园林

绿化建设ꎬ 公园、 小游园和行道树维护管理ꎻ 环境卫生建设ꎬ 道路清扫、 垃圾清运和

处理ꎬ 公厕建设与维护管理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 并入湛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ꎬ 机构

名称变更为湛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ꎮ
随着本局管理职能的调整ꎬ 管辖基层单位也相应变动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ꎬ 管

辖基层单位有:
湛江市勘测规划设计院

湛江市自来水公司

湛江市公共汽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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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公共小汽车公司

湛江市 (麻斜渡口) 轮渡公司

湛江市煤气总公司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处

湛江市三岭山森林公园管理处

湛江市市政建设工程总公司

湛江市园林管理处

湛江市城建设计院

湛江市寸金桥公园管理处

湛江市海滨公园管理处

湛江市青少年公园管理处

湛江市儿童公园管理处

湛江市霞湖公园管理处

湛江市东坡荔园管理处

湛江市南国热带花园管理处

湛江市中澳友谊花园管理处

湛江市绿塘河湿地公园管理处

湛江市赤坎市政维护站

湛江市霞山市政维护站

湛江市坡头市政维护站

湛江市霞山环卫管理处

湛江市赤坎区环卫管理处

湛江市坡头区园林环卫管理处

湛江市路灯管理所

湛江市生活垃圾处理场

共 ２８ 个基层单位ꎮ
基层单位改革前的情况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经过多次职能调整后ꎬ 本局下辖基层单

位由 ２８ 个减少为 １６ 个ꎬ 分别是: 湛江市园林管理处、 湛江市东坡荔园管理处、 湛江

市市政建设工程总公司、 湛江市城建设计院、 湛江市森林公园、 湛江市海滨公园、 湛

江市霞湖公园、 湛江市寸金桥公园、 湛江市南国热带花园管理处、 湛江市中澳友谊花

园管理处、 湛江市绿塘河湿地公园管理处、 湛江市赤坎市政维护站、 湛江市霞山市政

维护站、 湛江市坡头市政维护站、 湛江市路灯管理所、 湛江市生活垃圾处理场ꎬ 湛江

市霞山湖光路立交桥管理所ꎮ
基层单位改革后的情况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实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后ꎬ 本局下辖一

些基层单位职能调整ꎬ 主要是: 湛江市园林管理处升格为副处级ꎬ 湛江市东坡荔园管

理处调整为科级作为下属单位ꎬ 划归其管辖ꎻ 湛江市霞湖公园并入湛江市海滨公园管

理处管辖ꎻ 湛江市霞山湖光路立交桥管理所并入湛江市霞山市政维护站管辖ꎻ ９ 月ꎬ
湛江市三岭山森林公园划归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管辖ꎻ 成立湛江市麻章市政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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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站ꎮ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本局管辖 １５ 个基层单位:
１ 湛江市市政建设工程总公司

２ 湛江市园林管理处

３ 湛江市东坡荔园管理处

４ 湛江市寸金桥公园管理处

５ 湛江市城建设计院

６ 湛江市海滨公园管理处

７ 湛江市南国热带花园管理处

８ 湛江市中澳友谊花园管理处

９ 湛江市绿塘河湿地公园管理处

１０ 湛江市赤坎市政维护站

１１ 湛江市霞山市政维护站

１２ 湛江市麻章市政维护站

１３ 湛江市坡头市政维护站

１４ 湛江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

１５ 湛江市生活垃圾处理场

(上述单位ꎬ 除湛江市园林管理处属副处级、 湛江市市政建设工程总公司属企业

外ꎬ 其余单位均是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ꎮ

第二节　 城市规划条件

城市既是有机体ꎬ 也是生命体ꎮ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ꎬ 是城市规划、 建设、 管理的

价值所在ꎮ 城市规划ꎬ 是对一定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在空间和时间上作出的安排ꎬ
体现维持公共生活的意志ꎬ 包括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ꎮ

一、 城市位置与自然概况

【城市位置】 湛江市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 广东省西南部ꎬ 东经 １０９°３１′ ~ １１０°
５５′ꎬ 北纬 ２０°１２′~２１°３５′ꎬ 含整个雷州半岛以及廉江、 吴川ꎬ 全市人口 ８３０ 多万ꎬ 面

积 １ ３２ 万平方千米ꎮ 东濒南海ꎬ 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省相望ꎻ 西临北部湾ꎬ 西北与

广西的合浦、 博白、 陆川县毗邻ꎬ 东北与茂名市的茂南区和电白、 化州市接壤ꎮ
湛江市区位于雷州半岛东北部ꎬ 东经 １１０°１０′~１１０°３９′ꎬ 北纬 ２０°５１′~２１°１２′ꎬ 人

口 １５１ ８ 万人ꎬ 面积 １４６０ ０ 平方千米ꎬ 由 “一湾两岸” 的赤坎、 霞山、 坡头、 麻章、
东海岛开发区和南三岛滨海旅游区六个组团构成ꎮ 其中ꎬ 海湾西岸以相距约 ８ 千米的

霞山、 赤坎构成海西城区ꎬ 又叫主城区ꎻ 海湾东岸以坡头、 南三、 海东新区构成海东

城区ꎬ 与霞山、 赤坎隔海相望ꎮ 东海岛经开区位于海西城区 (主城区) 的东南面ꎬ
距霞山约 ２０ 千米ꎻ 麻章区位于海西城区的北面ꎬ 距赤坎约 ６ 千米ꎮ



１５５　　

第
二
章
　
城
市
建
设
管
理

湛江是粤、 桂、 琼三省通衢的战略要地ꎬ 祖国大西南各省的主要出海口ꎬ 历史上

以古老的海滨商镇而著称ꎬ 徐闻港为汉代 “海上丝绸之路” 的始发港ꎮ 湛江港距离

香港 ２７４ 海里ꎬ 新加坡 １３０６ 海里ꎬ 也是中国大陆通往东南亚、 非洲、 欧洲和大洋洲

海上航道最短的重要口岸ꎬ 在北部湾经济圈、 亚太经济圈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ꎮ
【自然概况】 湛江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低

纬度地区ꎬ 划为 “北热带” 气候ꎬ 属热带的

北缘地区ꎮ 终年受两股典型的季风影响ꎬ 一

股寒冷而干燥的东北季风ꎬ 一个火热而潮湿

的西南季风 (热带季风)ꎮ 全世界仅亚洲有热

带季风气候ꎬ 主要代表城市为: 新德里 (印
度)、 孟买 (印度)、 加尔各答 (印度)、 乞

拉朋齐 (印度)、 达卡 (孟加拉国)、 拉合尔

(巴基斯坦)、 科伦坡 (斯里兰卡)、 仰光 (缅甸)、 曼谷 (泰国)、 万象 (老挝)、 金

边 (柬埔寨)、 河内 (越南)、 胡志明市 (越南)、 马尼拉 (菲律宾) 和中国海南省、
云南西双版纳、 广东湛江、 台湾高雄ꎮ 而西双版纳、 湛江、 高雄三地都同属 “北热

带”ꎬ 但在这三地中台湾是海岛ꎬ 版纳是内陆ꎬ 湛江是一个半岛ꎬ 属于大陆沿海地

区ꎮ 所以说ꎬ 湛江是中国大陆唯一的热带海岸地区ꎮ
在两股季风影响下ꎬ 气候包含两个明显的季节: 第一个季节从十一月延续到次年

三月底ꎬ 第二个季节则包括一年中剩下几个月ꎮ
这种季节划分是大致准确ꎬ 并非绝对ꎬ 其中还包括一些过渡性季节ꎮ 可以将一年

分为由一些短暂的过渡季节隔开的两大季节: 从四月到九月是夏季ꎬ 九月到十二月是

秋季 (十二月到三月是冬季ꎬ 三月一日到四月中旬是春季)ꎮ 春季的特点是气温变化

较大ꎬ 空气湿度也较大ꎮ 冬季的十二、 一、 二月是最冷的天气ꎬ 气温降得很低ꎬ 需要

穿厚衣服ꎬ 至少在两个月时间里还需要在房子里生火取暧ꎮ
夏季、 秋季两大季节ꎬ 几乎与雨季、 旱季相一致ꎮ 四到九月为雨季ꎬ 多吹东风及

东南风ꎬ 雷雨频繁ꎻ 九月到次年三月为旱季ꎬ 盛行北风及东北风ꎬ 雷雨则较为少见ꎮ
降水量充沛ꎬ 年降雨量达 １３００ ~ ２２００ 毫米ꎬ 降水多集中在五月至九月ꎬ 占年降水量

的 ８０％左右ꎮ 据百年气象资料记载ꎬ 热带风暴一般发生于五月至十一月ꎬ 以七月至九

月居多ꎬ 年均一次以上ꎮ
气温年平均约 ２２ ８℃ꎬ 最热月 (７ 月) 均温 ２９℃ꎬ 最冷月 (１ 月) 均温 １６℃ꎬ

极端高温 ３８ １℃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９ 日)ꎬ 极端低温 ２ ８℃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ꎬ 冬无严

寒、 夏无酷暑ꎬ 四季长青ꎬ 终年常绿ꎮ
潮汐是半日潮和全日潮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ꎮ 潮差可达到 ５ 米ꎬ 海面变化引起的

潮流速度为 ２ ５ 到 ３ 海里 /小时ꎮ
风力较大ꎬ 平均速度每秒 ３ 米到 ４ 米ꎬ 整个地区总是处于宜人的微风吹拂之下ꎬ

只在冬夏之间的过渡季节才有所减弱ꎮ 因此工业可以利用这些风ꎬ 安装风力发电机ꎮ
日照时数在 １９００ 时 /年以上ꎬ 年平均日照率 ４４％ꎮ 热带作物及海产资源丰富ꎮ 最

多雾天气是二月至三月份ꎬ 可达 １３~１５ 天ꎬ 占全年雾日一半以上ꎮ 年平均雾日 ２５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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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ꎬ 最多年份 ５２ 天ꎬ 最少年份 １１ 天ꎮ 在一个雾日中ꎬ 雾出现于凌晨ꎬ 至上午 １０ 时

后即自行消散ꎮ
地质构造ꎬ 湛江属雷琼坳陷之湛江地堑凹陷的东部和南部ꎬ 构造线方向 ＮＷ－ＳＥ

为主ꎮ 新构造运动ꎬ 是雷州半岛上升较明显地区ꎮ 地震基本烈度为 ６ 度ꎮ 湛江组

(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ｇ Ｆｍ) 的时代属更新世早期ꎬ 是 １９５４ 年李树勋在湛江进行地质调查时建立

的ꎬ 沉积厚度最大且典型ꎬ 命名剖面位于广东湛江地区ꎬ 原称 “湛江系”ꎬ 为浅黄或

灰白或紫红色等杂色砂砾石层、 砂层、 亚粘土及粘土ꎬ 厚 ２~２５０ 米ꎬ 向南逐渐变薄ꎬ
与下伏上新统的望楼港组呈假整合接触ꎮ 湛江组地层在湛江港区广泛出露ꎬ 至海滩及

海底埋藏于海相中粗沙、 砂砾及淤泥层之下ꎬ 局部基岩露出成礁ꎬ 为港区工程建筑物

主要下卧层ꎮ 湛江组地层总厚度在 ２００ 米以上ꎬ 为一套杂色三角洲相沉积ꎬ 岩性变化

大ꎬ 含水层规律性较差ꎮ
水文地质条件ꎬ 浅层潜水ꎬ 主要蓄于近代冲积层的砂层和北海组下部的粗砂层

中ꎬ 潜水水质为氯—硫酸—钠—钙型水ꎬ 在海滨阶地潜水面一般在地下 ３ 米左右ꎻ 承

压水ꎬ 主要蓄于湛江组的砂层和砂透镜体内ꎬ 水质对混凝土、 钢、 生铁、 铅具有一定

的侵蚀性ꎮ 湛江城市地基工程地质条件ꎬ 麻斜海河溺谷海湾两岸ꎬ 除海湾和浸滩为淤

泥质土、 软粘性土和少量砂性土分布外ꎬ 大部为湛江组粘、 砂土ꎮ 海相淤泥质土厚 １
~１２ 米不等ꎬ 属软细土ꎬ 下伏湛江组粘砂土是码头基础地基持力层的主要勘探对象ꎮ

地形地貌ꎬ 湛江的地形较平缓ꎬ 地势由内陆向海滨倾斜ꎬ 属于海滨台地ꎬ 分为三

级: 海拨 ５０~１００ 米的低矮丘陵占全市面积 １０％ꎬ 个别山岭如交椅岭等海拔超过 １００
米ꎻ 海拔 ４０~５０ 米的台地分布最广ꎬ 约占 ７０％ꎻ 海滨平原约占 ２０％ꎮ 城市呈现 “一
湾两岸” 架构ꎬ 海湾岸线曲折ꎬ 自大黄江口以内岸线长 ２４７ ７ 千米ꎬ 含深水岸线

(水深—１０ 米~—４１ 米ꎬ 距岸边 １ 千米) ９７ ４ 千米ꎮ 自大黄江口起ꎬ 包括广州湾

(今湛江港湾)、 麻斜海、 调顺港至五里山水域面积 １１３ ２９ 平方千米ꎬ 其中ꎬ 广州湾

水域 ７７ ７ 平方千米ꎮ 麻斜海长约 ８０ 千米ꎬ 宽约 ２ ５ 千米ꎬ 最窄处 １ ４ 千米ꎬ 航道水

深—１０ 米以上ꎬ 是中国南方天然深水良港ꎮ 港湾沿岸地势低平ꎬ 波浪起伏ꎬ 大多标

高在 ５~３０ 米之间ꎬ 西从海滩至交椅岭ꎬ 南至龙水岭ꎬ 分布有海滨浅滩、 河成阶地、
海成阶地、 河海湖沼低地、 剥蚀波状平原、 侵蚀构造地火山岩丘陵地形ꎬ 最高为交椅

岭火山锥 １６２ ２ 米、 湖光岩火山锥 (狮子岭) ８７ ７ 米、 东海岛龙水岭 １１０ ８ 米ꎮ 海

滨沿岸大多为低斜坡与海滩相接ꎮ 阶地直接与海相邻地段表现为陡崖海岸ꎮ 石头村、
霞海、 东头山岛北岸海蚀崖明显ꎬ 崩塌下的蜂窝状铁质砂砾岩块ꎬ 成为海滩上之礁

石ꎮ
因此ꎬ 城市规划建设要考虑这些自然因素ꎬ 建筑基础要牢固ꎬ 防风防潮ꎬ 排水顺

畅ꎬ 室内设置取暖、 通风等设施ꎬ 营造四季花开、 冬暧夏凉的宜居环境ꎮ

二、 地质勘察与城市测绘

【机构沿革】 １９５４ 年ꎬ 湛江开展城市规划地质勘察工作ꎬ 基本上是白手起家ꎬ 创

立地质勘察事业ꎮ 先成立测量组ꎬ ３６ 人ꎻ 后来又成立钻探组ꎬ １０ 人ꎮ 购置经纬仪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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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其中威特 ＪＺ－１ 型号 ２ 台ꎬ 意大利 ＪＧ－１ 型号 ３ 台)ꎬ 水准仪 ４ 台 (其中芬诺型号

２ 台ꎬ 蔡司Ⅱ２ 型号 １ 台ꎬ 威特 ０６０－１ 型号 １ 台)ꎬ 大平板仪 １ 台ꎬ １５０ 型地质钻机 １
台等仪器设备ꎮ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ꎬ 省里从湛江市建委抽调规划、 测量等 １４ 人上省建筑设

计院工作ꎬ 同年湛江组建勘测队ꎮ １９５７ 年ꎬ 市城建委与市建设局合并为市城建局ꎬ
勘测队归市城建局管理ꎮ １９６６ 年文革期间ꎬ 机关事业单位瘫痪ꎮ １９６９ 年勘测队与设

计室 (原属市计委) 合并ꎬ 改为湛江市勘测设计革委会ꎬ 随后又改为城建站ꎬ 先属

市城建革委会管辖ꎬ 后又属市革委会生产组管辖ꎮ １９７２ 年恢复市城建局后ꎬ 设计与

勘测分开ꎬ 成立设计室ꎬ 先后归市城建局、 市建委、 市计委管辖ꎻ 勘测部分改称湛江

市勘察测量队ꎬ 归市城建局下属事业单位ꎬ 经济上实行勘测业务收费ꎬ 自供自给ꎬ 部

分设备购置由主管局给予补贴ꎮ １９８２ 年ꎬ 市城建局成立规划设计室ꎬ 作为内设科室ꎬ
承担城市规划及部分建筑设计任务ꎮ １９８３ 年ꎬ 市城建局规划设计室与市勘测队合并ꎬ
改称湛江市规划勘测设计室ꎬ 归市城乡建设局领导ꎬ 下设三个股室: 政秘、 技术设

备、 规划设计ꎻ 工程地质、 测绘二个专业队ꎮ 职工 ９９ 人 (规划 ３ 人、 设计 １１ 人、 工

程勘察 ３４ 人、 测绘 ２４ 人ꎬ 后勤 ２７ 人)ꎬ 其中工程师 ５ 人ꎬ 助工 １１ 人ꎬ 技术员 ５ 人ꎮ
增添 ＰＣ－１５００ 型计算机 ２ 台ꎬ ＴＩ－５９ 型电子计算器 １ 台ꎬ ＤＩ－４ 型红外线测距仪 １ 台ꎬ
经纬仪 ７ 台ꎬ 各类工程钻机 １０ 台ꎬ 运输车 ３ 台ꎬ 固结仪、 应变剪力仪、 三轴剪力仪

等土工试验仪器和车床、 铣床、 刨床、 钻床等机修设备一批ꎮ １９８４ 年获得省建委发

给乙级勘测设计资格证书ꎮ １９８９ 年市城建局规划科划分出去ꎬ 成立市规划局ꎬ 湛江

市规划勘测设计室划归市规划局ꎮ
【地质勘察】 １９５４ 年组建钻探队ꎬ 由于当时设备尚未就绪ꎬ 着重选送人员到有关

勘察队培训学习ꎮ 是年春夏间ꎬ 交通部为商港建设工程的需要ꎬ 邀请海军工程部李树

勳工程师来湛江进行地质调查研究ꎬ 之后提交一份 «湛江市地质调查简述报告»ꎮ 同

期ꎬ 中央派出水利部土层探验队和交通部第三勘测队来湛江ꎬ 进行港口建设工程地质

勘察ꎬ 这是湛江市勘察工作的开端ꎮ
湛江市地表水源缺乏ꎮ 港口建设、 城市建设发展ꎬ 急需解决供水水源问题ꎮ １９５５

年初ꎬ 商请地质部组织 ９４３ 水文工程地质队来湛江ꎬ 进行供水水文地质勘察ꎬ 市城市

建设委员会调派 １５０ 型钻探机组 ２４ 人ꎬ 携带钻探设备参加这次水文地质钻探工作ꎮ
这次钻探同时为湛江培养地质勘察 (含供水钻井) 的专业技术力量ꎬ 其中后来培养

成为钻探技术人员 ５ 人ꎮ
１９５６ 年初ꎬ 跟随 ９４３ 队水文地质勘察任务基本完成后ꎬ 机组人员和市里外派学

习人员全部归队ꎬ 下半年投入城市规划区、 市委大楼工程勘察工作ꎮ 当时ꎬ 勘察设备

十分落后ꎬ 钻井、 取样用人力ꎬ 提取钻具用人力绞车ꎬ 在如此艰苦条件下ꎬ 湛江市勘

察队伍先后为湛江地区、 湛江港口建设、 南油勘探后勤基地、 湛江渔业基地、 国防建

设、 湛江堵海工程建设、 城市规划、 工业与民用建筑等工程ꎬ 提供地质勘察基础资

料ꎮ 这些基础资料ꎬ 涉及码头、 船坞、 堵海堤坝、 水闸、 市政桥梁、 道路工程、 工业

厂房、 仓库、 民用公共建筑、 工业选址等工程项目ꎬ 据统计ꎬ １９５６~１９８５ 年ꎬ 完成勘

测工程项目 ８０８ 项ꎬ 总进尺 ６５６９１ 米ꎮ
１９５７ 年ꎬ 承担省下达北海市供水水文地质勘察任务ꎬ 于 １９５８ 年上半年结束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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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地质测绘 ６２５ 平方千米ꎬ 勘探孔 ６ 个ꎬ 总进尺 ５０３ 米ꎬ 为北海市城市供水提供初步

依据ꎮ 此后ꎬ 相继开展湛江市供水钻井工作ꎬ 从废品公司购买一台 ２５０ 型回转钻机修

复使用ꎮ １９７０ 年增加上海 ＳＰＪ－３００ 型钻井机 ２ 台ꎮ 据统计 １９５７ ~ １９８１ 年ꎬ 完成钻井

８９８ 口ꎬ 总进尺 １６５１７ 米ꎮ 水文钻探与钻井队伍于 １９６２ 年归并湛江市自来水公司ꎬ 后

于 １９６４ 年又回归湛江市勘察测量队ꎬ １９８１ 年再次归入市自来水公司ꎬ 自此湛江市勘

察设计室不再承担水文勘察与钻井任务ꎮ
【城市测绘】 １９５３ 年ꎬ 市城建委正式组建测量队ꎬ 人员除广州招聘外ꎬ 主要由内

部培训ꎬ 边测量ꎬ 边学习ꎮ 至 １９５６ 年ꎬ 测量队拥有专业人员 ３６ 人ꎬ 其中工程师 １
人ꎬ 技术员 １４ 人ꎬ 测量员 ２１ 人ꎮ

当时ꎬ 北京座标系和黄海高程系统尚未铺设到湛江ꎬ 为适应城市规划建设需要ꎬ
１９５３ 年采用独立直角座标系ꎬ 测量首级控制Ⅳ等三角网ꎬ 高程系统则在霞山长桥码

头设验潮尺ꎬ 取湛江港平均海面为零点测量Ⅳ等水准网ꎬ 作为首级控制ꎮ 地形图测量

首先施测 １ / ５０００ 地形图ꎬ 采取小平板直接求等高线法测图ꎬ 先后共测得 ２９ 幅ꎬ 在霞

山、 赤坎两地市区中心施测比例 １ / １０００ 地形图ꎬ 为第一次 «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

(１９５５~１９７５ 年) » 及时提供地形图资料ꎮ １９５４ 年施测 １ / ２０００ 地形图ꎬ 先后共测得

１２８ 幅 (国际分幅)ꎬ 测区范围从霞山石头村到赤坎海关楼及至调顺ꎬ 面积达 １０６ 平

方千米ꎬ 为后来的小区规划建设提供地形图资料ꎮ
１９５６ 年ꎬ 省从湛江市抽调测量人员 ９ 人到省建筑设计院测量队工作ꎮ “大跃进”

后ꎬ 经济调整时期ꎬ 大批人员压缩下放ꎬ 至 １９６１ 年只剩下测量技术人员 ７ 人ꎬ 测量

工 ４ 人ꎮ 这期间又招收一批中学生加以培训补充人员ꎬ 继续进行 １ / ２０００ 地形图和 １ /
１００００ 地形图测量ꎬ 以及湛江市铺设的Ⅱ等三角网作为首级控制ꎬ 从东经 １１０°３’ 至

１１０°３７’ꎬ 北纬 ２０°５４’ 至 ２０°２４’ꎬ 共设Ⅱ等三角点 ３４ 点ꎬ Ⅲ等三角 ４ 点ꎬ 控制面积

达 １５００ 平方千米ꎮ Ⅱ等首级三角网请中央基线组来丈量基线———线长 ２ ２ 千米ꎬ 为

湛江市首级控制奠定基础ꎮ
文革期间ꎬ 测量队伍仍然保留ꎬ 并坚持进行一些测量业务ꎮ 文革后期ꎬ 完成南舰

油库区较大规模的选址地形测量ꎻ 湛江市 １ / ２０００ 地形图 １１ 幅ꎻ 南油勘探基地 １ / ５００
地形图 ４５ 幅ꎬ 面积 ２ ７ 平方千米ꎻ 湛茂输油管道全长 ４５ 千米ꎬ 湛江至遂溪段的选

线、 纵横剖面、 Ⅳ等水准、 Ⅱ等导线及线路带状地形图等项目测量ꎮ 改革开放后ꎬ 测

量队恢复正常发展ꎬ 至 １９８５ 年拥有测绘人员 ２４ 人ꎬ 其中工程师 ３ 人ꎬ 助工 ４ 人ꎬ 技

术员 ２ 人ꎬ 同时补充一批仪器设备ꎮ 完成新建人民大道中线定线、 纵横剖面ꎬ 带状地

形图ꎬ 全长 ８ 千米以及平乐路、 赤坎南桥河治理等项目测量任务ꎮ
【规划设计】 １９８０ 年以前ꎬ 城市规划由市城建委、 城建局的规划科组织编制设

计ꎮ １９８１ 至 １９８３ 年ꎬ 规划设计室根据 «湛江城市总体规划 (１９７６ ~ １９８５ 年) »ꎬ 编

制铁路南站、 新村、 赤坎沙湾、 保养场等小区详细规划ꎻ １９８４ 年设计室承担经开区

总体规划ꎻ １９８５ 年在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市城乡建设局规划科的支持协助下ꎬ
完成 «湛江市总体规划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 年) » 编制任务ꎮ 此外ꎬ 至 １９８６ 年ꎬ 完成赤坎

南桥河治理工程、 新建人民大道一、 二期全长 ７ ７６ 千米的设计任务ꎻ 平乐路长 ３ ６
千米、 湖光路长 ０ ４２ 千米设计工作ꎻ 雷达厂、 海军仓库、 海直公司机库和候机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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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任务ꎬ 建筑面积约 ６ 万平方米ꎮ
１９８９ 年湛江市勘察设计室由市城建局划出ꎬ 归入市规划局管辖ꎮ

第三节　 城市规划管理

一、 新中国成立前城市规划概况

【置县与筑城简况】 据出土文物考证ꎬ 远在 ８０００ 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 (约夏、
商之间)ꎬ 今湛江辖地已有人类居住ꎮ 自古以来ꎬ 今湛江便和华夏文明血脉一道跳

动ꎮ 始皇三十三年 (公元前 ２１４ 年) 在岭南设象郡ꎬ 统辖湛江ꎮ 自此以后ꎬ 湛江分

别归属象郡、 合浦郡ꎬ 统辖包括今天的徐闻、 雷州、 遂溪、 吴川、 廉江等地ꎮ 唐贞观

八年 (公元 ６３４ 年) 设雷州府ꎬ 统管雷州半岛南部三县ꎬ 北部二县归高州府统管ꎬ
沿袭到清末ꎮ 隋至唐初ꎬ 湛江旧县村先后为铁杷县、 遂溪县县治ꎻ 南宋景炎三年

(１２７８ 年)ꎬ 宋帝赵昺即位于市郊硇洲岛ꎬ 升硇洲为翔龙县ꎻ 大批闽浙等地商民移居

赤坎ꎬ 形成赤坎商埠ꎻ 明洪武至清雍正年间ꎬ 旧县村设湛川巡检司ꎬ 后迁东海岛ꎮ 近

代之前的湛江ꎬ 建有高州、 吴川、 信宜、 电白、 化州、 石城、 乐民、 雷州等多座古

城ꎬ 这些古城受到战乱和自然灾害的损毁ꎬ 没有被保存下来ꎮ 直至近代广州湾之前ꎬ
湛江也都没有形成一个上规模的城市ꎮ

自宋朝开始ꎬ 闽浙潮等地移民从海路迁徙到此ꎬ 经数百年聚居ꎬ 耕海种田ꎬ 驶船

摆渡ꎬ 使近代广州湾之前的海湾沿岸形成一大批渡口码头ꎬ 主要有:
麻斜 (东营) 有烟楼渡、 麻斜渡ꎻ
海头汛 (西营) 有避风塘、 海头港、 炮台仔港ꎻ
坡头官渡湾有石门渡、 肖坡渡、 莫村渡、 龙皇湾埠头仔ꎻ
南三 １０ 个岛屿ꎬ 南三河两岸有张屋渡、 新场渡、 塘尾渡、 三高渡、 南赛渡、 五

里渡、 新门口渡、 湖村渡ꎬ 东岸谓之南一ꎬ 北岸谓之南二ꎬ 河之南岸为南三ꎬ 东海、
硇洲沿岸谓之南四ꎻ

赤坎有鸭乸港、 陈屋港、 大埠以及 １０ 个渡口码头ꎮ
其时ꎬ 海上航运业非常发达ꎬ 坡头墟、 赤坎埠等商业贸易兴盛ꎮ
【广州湾城市建设简况】 １９ 世纪中叶ꎬ 法国人看中今湛江地理位置重要ꎬ １８９９

年强行占领后ꎬ 将今湛江辖下遂溪、 吴川两县属部分陆地、 岛屿以及两县间的麻斜海

湾划为法国租借地ꎬ 统称 “广州湾”ꎬ 总面积约 ２１３０ 平方千米ꎬ 其中陆地面积 ５１８ 平

方千米ꎮ 自此ꎬ 广州湾被法国纳入 “印度支那” 殖民版图ꎬ 归入西贡、 归仁、 芽庄、
岘港、 海防等港口城市体系ꎬ 定位为海军基地ꎬ 划给印度支那总督府管辖ꎮ 首府初设

麻斜市ꎬ １９０２ 年废麻斜市ꎬ 首府迁东营市ꎬ １９１２ 年迁西营市ꎮ 划为租借地的广州湾ꎬ
城市规划建设开始启动ꎬ 根据勘界范围内自然地理情况ꎬ 将广州湾划分赤坎镇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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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　　
划白雅特城)、 坡头镇 (规划麻斜) 和东海岛三个区ꎬ １９０１ 年制订麻斜地块分块租

售计划ꎬ 进行白雅特城军港规划和地籍测绘ꎮ １９０２ 年编制广州湾规划ꎬ 为进一步使

赤坎城及白雅特城符合近代港口条件ꎬ 投资建设码头工程ꎮ １９２５ 年填海造地ꎬ 向东

拓展ꎬ 规划者在赤坎城市空间原有肌理的基础上ꎬ 将西方城市空间布局与传统城市形

态直接叠加ꎬ 形成 “三民路” 商业码头空间ꎮ １９１１ 年完成西营总体规划ꎬ 用地规划

０ ６８ 平方千米ꎬ 城市空间划分为军事行政、 教育、 金融、 治安管理、 居住区等ꎬ 同

时在中心区南部地块填海造路ꎬ 形成 “海边街” 商业功能片区ꎮ
１９１５ 年ꎬ 当局对 “０２ 版规划” 进行调整ꎬ 广州湾划分为二城三区ꎬ 二城: 东

营、 西营ꎻ 三区: 坡头－南三岛、 赤坎、 淡水－东海岛及硇洲岛ꎬ 并进一步细化 “广
州湾辖区中心规划”ꎬ １９３９ 年完成广州湾管线规划ꎮ 规划者在重要建筑的选址、 网格

式街道布局及走向方面ꎬ 充分地考虑和利用地势的影响ꎬ 公使署、 警察楼、 天主教

堂、 汇理银行、 育婴堂以及兵营、 总督官邸的选址都是较为成功的例子ꎮ 广州湾与几

乎同期开始建设的青岛、 大连形成鲜明的对比ꎮ 在大连ꎬ 城市空间和重要建筑作为大

想法被确定下来ꎻ 在青岛ꎬ 城市空间则体现出规划者对地域特色的系统分析ꎮ 而在广

州湾ꎬ 城市空间分为两块: 赤坎老城向东西扩展ꎬ 新区与旧城直接叠加ꎻ 在距离赤坎

老城 １２ 千米的南面地区完全按照西方规划方法建设一座新城———白雅特城 (西营)ꎬ
是经过 １８９９~１９４５ 年 ４７ 年规划建设ꎬ 使广州湾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法国风情的海滨城

市ꎮ

广州湾相关规划法规条例

相关规划法规条例 内容

广州湾政府土地处置程序 (１９０１ ２ ４)
土地拍卖内容要求: 申请人、 面积规定ꎬ 价格分

区

广州湾城市道路管制 (１９０２ １１ ５)
土地开发建设规定: 建筑高度控制ꎬ 街道尺度ꎬ
街道建筑构件规定ꎬ 建筑材料规定

广州湾农村特许经营条例 (１９０３ ８ ６)
面积规定ꎬ 土地申请ꎬ 种植规定ꎬ 土地审查委员

会ꎬ 土地税ꎬ 行政当局保留土地最大权利ꎬ 城市

空间保留要素





广州湾重要城市布局图 (１８９９－１９１６)

«殖民性与在地性———基于规划史视角的广州湾租借地研究» 李百浩ꎬ 刘一ꎬ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ꎬ ２０１９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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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湾地区公路上树木种植的警察条例

(１９０８ ６ １)
树木种植种类、 树木种植位置

印 度 支 那  临 时 占 用 土 地 的 规 定

(１９０２ ４ １)
临时占用土地情况ꎬ 获得许可内容

保存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纪念碑和物品
印度支那的历史建筑和纪念碑: 分类要求ꎬ 分类

内容ꎬ 保护要求

印度支那领域监管 (１９０３１ １５)

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范围、 内容ꎬ 控制要求ꎬ 公

共领域中保留区域ꎬ 公共财产管理、 保存和维护ꎬ
临时占用公共领域的申请ꎮ
国家领域: 私人领域或殖民领地ꎮ
本地领域ꎮ

印度支那土地所有权制度 (１９１５) 有关土地拍卖程序和土地权属的具体内容、 要求

广州湾城市建设管理方面ꎬ 推行法规和管理条例ꎬ 综合决定城市开敝空间形式和

建设密度ꎬ «广州湾政府土地处置程序 (１９０１ ２ ４) » 规定ꎬ 用地申请要说明用地情

况、 规划地段大致容量ꎬ 绘制平面图等ꎻ «广州湾城市道路管制 (１９０２ １１ ５) » 规

定ꎬ 项目必须在规定的街道用地范围内建设ꎬ 任何与公共道路相邻的建筑高度要大于

４ 米ꎬ 地板与天花板之间高度不小于 ３ 米ꎬ 总高度不得超过 １０ 米ꎬ 除非在 １８ 米宽及

以上街道和林荫大道此类情况下建筑物方可达到 １５ 米ꎬ 街道立面应保持整齐ꎮ
上述这些规划、 法规条例的制定完善与实施ꎬ 以及在后来城市建设管理中被严格

执行和遵守ꎬ 加速了广州湾由西营 “村”、 赤坎 “市” 至 “城市” 的发展ꎬ 最终奠定

此后近半个世纪湛江组团式城市格局的基础ꎮ 而且ꎬ 这样一种严格的规划ꎬ 也使我们

在一百年后仍可以感受到这种城市文化积淀所焕发的无限生机ꎮ
【民国湛江城市建设简况】 １９４５ 年国民政府收回广州湾ꎬ 设省辖市ꎬ 定名 “湛江

市”ꎮ 新组建的湛江市政府ꎬ 根据孙中山 «实业计划» 内容ꎬ 制订 “三民主义新湛江

五年城市建设计划”ꎬ 拟在西营沿岸修建港口ꎬ 筑堤岸式码头 ７ 千米ꎬ 可泊 ３ 千吨船

只二十艘ꎻ 东营筑堤岸式码头 ４ ５ 千米ꎬ 可建 ２ 至 ５ 万吨级深水泊位 ６ 席ꎬ ３ 至 ５ 千

吨级泊位 ４ 席ꎻ 在伯打利尖角及北渡尖角附近建设液体燃料仓库、 煤库及露天堆栈用

地ꎻ 建设黎塘至西营铁路ꎬ 着手地质勘测工作ꎬ 但因战乱此计划落空ꎮ 其时ꎬ 湛江市

人口约 ５ 万人ꎬ 市区面积 ３ 平方千米ꎬ 仅有一些火柴、 炮竹、 纺织等手工业作坊ꎮ

«三民主义新湛江五年建设计划第一年实施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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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　　
(民国三十五年)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７ 月 １６ 日

项　 目 计划 ６ 月 １６ 日进度 附注

(一) 水井 ３０ (口) ４８ (口) 超计划

(二) 水塘鱼塘 ３０ (口) ３５ (口) 同上

(三) 植树 １０００ (株) １５００００ (株) 同上

(四) 垦荒地 １００ (亩) １５０ (亩) 同上

(五) 医务所 １０ (间) １０ (间)

(六) 公园 ２ (座) ２ (座)
一座已成ꎬ 另一座

已订合同

(七) 国父等铜像 ２ (座) １ (座)

(八) 平民住宅 ６ (座) ６ (座)

(九) 市立游泳池 ３ (座) １ (座)

(十) 公共厕所 １ (间) (建造中)

(十一) 市立银行 １ (间) (筹备中)

(十二) 民众教育馆 １ (间) (筹备中)

(十三) 科学博物馆 １ (间) (筹备中)

(十四) 平民食堂 １ (间) (筹备中)

(十五) 平民宿舍 １ (间) (筹备中)

(十六) 善后难民救济会分会 １０ (间) １０ (间)

(十七) 平民习艺所 １ (处) １ (处)

(十八) 设遂湛行政干训所 １ (处) １ (处)
训练各级候选及保

甲长

(十九) 设警察训练所训练警察 １ 所、 ２００ 名 １ 所、 ２５０ 名

(二○) 统一汽车管理所 １ (所) １ (所)

(二一) 布置全市长途电话网 ４ (线) ３ (线)

(二二) 计划自来水厂 (计划中)
联合国经济处代表

费贻福赠助机器及

水管

(二三) 筹设民用航空站 ２ (处) １ (处)

(二四) 消费合作社 ２ (间) ２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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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苗圃 ２ (处) ２ (处)

(二六) 林场 ５ (处) ５ (处)

(二七) 汽车修理厂 １ (间) １ (间)

(二八) 公共坟场 ２ (处) ２ (处)

(二九) 拟订各区市政计划 ９ (区) ９ (区)

(三○) 完成户籍调查 ６ 月 １６ 日止 完成 ８０％

(三一) 保甲 同上 完成 ８０％

(三二) 禁政 同上 完成 ８０％
娼妓 一 时 未 禁 绝ꎬ
已设 法 改 善 管 理、
改业

(三三) 模范工厂 １０ (间) 完成 ２ 间

一、 东海设模范精盐厂 １ (间) (筹备中)

二、 太平设模范花生油厂 １ (间) (筹备中)

三、 坡头设豆波模范厂 １ (间) (筹备中)

四、 硇洲设渔业改良所 １ (间) (完成)

五、 赤坎设糖厂 １ (间) (筹备中)

六、 西营设家具模范厂 １ (间) (筹备中)

七、 潮满设糖业模范厂 １ (间) (筹备中)

八、 东简设精盐厂 １ (间) (筹备中)

九、 新鹿设花生油厂 １ (间) (筹备中)

十、 北谓设平民工厂 １ (间) (完成)

(三四) 训练壮丁 ５０００ (名) (完成)

(三五) 训练保甲长各级候选人 ５００ (名) (完成)

(三六) 训练警长 ５０ (名) (完成)

(三七) 训练警察 １００ (名) (完成)

(三八) 市立中学改第一中学 改组中学 (完成)

西营中学改第二中学 ２ (校)

志诚中学停办改市立职业中学 １ (校) (筹备中)

(三九) 调整各区国民中心小学 １０ (校)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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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　　 (四○) 筹备师范班、 高级护士班、
电技班、 会计班及初级职业学校、 水

产讲习所

各 １ (筹备中)

(四一) 整修全市各公路交通 １０ (条) 进行中

(四二) 测量海港筹备筑港及加建码

头仓库
码头 ２ 仓库 ４ 进行中 完成仓库 ４

(四三) 丈测土地实行土地田粮登记 进行中

(四四) 扩大冬种 １００ (亩) (完成)

(四五) 改造避风港 １ (处) (完成)

(四六) 修建飞机场 ２ (处) 完成 １ 处 西赤间机场已完成

(四七) 其他 (修筑铁路线基地) 进行中

由于国内政局动荡ꎬ 这个计划没有完全实施ꎬ 国民政府败退台湾ꎮ
【新中国湛江城市规划简况】 新中国成立后ꎬ 从第 “一五” 计划起ꎬ 国家把湛江

列为中南区的重点建设城市ꎬ 拨款建设港口、 铁路、 飞机场和供水厂等ꎬ 把湛江建成

现代化的港口城市ꎮ 从 １９５０ 年开始ꎬ 进行城市规划编制工作ꎬ 成为国内最早开展规

划工作的城市ꎮ １９５９ 年湛江就获得了花园城市的称号ꎮ 后来又获得了许多赞誉ꎮ 邓

小平同志说湛江是 “北有青岛ꎬ 南有湛江”ꎮ 因而得名 “南方的青岛”ꎮ 周恩来总理

称赞湛江 “房子建在树林中ꎬ 既幽静ꎬ 又雅致”ꎬ 像个 “小巴黎”ꎮ 陈毅元帅赞美湛

江 “冬犹暖ꎬ 秋如夏ꎬ 凉风动ꎬ 炎氛化”ꎬ 是 “东方日内瓦”ꎮ 冰心大师ꎬ 诗人艾青

在湛江分别留下 «湛江十日»ꎬ «湛江ꎬ 夹竹桃» 等散文佳作ꎮ 世界第三大联盟邮轮

公司———丽星邮轮曾多次抵达湛江ꎮ
至 １９８９ 年ꎬ 湛江一共进行过 ５ 次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ꎮ １９８４ 年ꎬ 湛江被列入全

国第一批 １４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ꎬ 在省内同时列入这 １４ 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只有省城

广州市ꎮ 从此ꎬ 湛江启动新一轮的城市规划工作ꎬ 城市建设突飞猛进ꎬ 至 ２０１７ 年ꎬ
湛江成为广东省域副中心城市ꎬ 是粤西和北部湾城市群中心城市、 首批 “一带一路”
海上合作支点城市、 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中国特色魅力城市、 广东省卫生城市、 广东省文明

城市ꎮ

二、 新中国成立后五次总体规划回顾

城市总体规划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蓝图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市先后五次编制城

市总体规划ꎬ 分别是: «湛江市城市初步规划 (１９５５~１９７４) »、 «湛江市城市总体规

划 (１９７５~１９８５) »、 «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 (１９８６ ~ ２０００) »、 «湛江市城市总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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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１９９４~２０１０) » 和 «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０) »ꎮ 这五次规划的编

制、 修编和实施ꎬ 均由湛江市城建局负责ꎬ 基本情况如下:
● 【１９５５ ~ １９７４ 初步规划】 “一

五” 计划初期ꎬ 国家把湛江列为重点建

设城市之一ꎮ 因此ꎬ 湛江市也被列为国

家重点建设的城市之一ꎮ １９５４ 年ꎬ 国

家城建总局派出工作组 (其中有苏联专

家 ４ 人) 来湛指导总体规划的编制工

作ꎮ 其间ꎬ 国务院第十四次全体会议召

开ꎬ 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

于建设湛江港的决定»ꎬ 对湛江市总体

规划的原则、 市政建设的中心等作出明

确规定ꎬ 加速总体规划的制定ꎮ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ꎬ 国家建委正式批准湛江市的总

体规划ꎬ 即 １９５５ 年至 １９７５ 年 «湛江市

初步规划»ꎮ 这个规划确定城市建设以

港港口所在地西营 (霞山) 为主ꎬ 提

出 “发展西营ꎬ 利用赤坎” 的城市建

设方案ꎮ 规划的年限为 ２０ 年ꎬ 城市性

质为 “海港城市”ꎬ 城市人口规模为 １０ 万人 (指规划区霞山ꎬ 不包括赤坎)ꎬ 规划区

范围 ２２ ３ 平方千米ꎬ 并结合自然条件和城市现状拟定工业区、 铁路站场、 港口码头、
生活居住区、 仓库区、 道路广场、 河湖绿地以及高压线走向等城市布局ꎮ

重点建设项目有湛江港、 黎湛铁路、 湛江机场、 龙划水厂等ꎬ 许多建设单位纷纷

要求划给土地进行建设ꎮ １９５０ 年代ꎬ 中国与前苏联之间在天然橡胶问题上展开合作ꎬ
成为共和国建立后不久中苏之间进行经济合作的最早、 最大的项目之一ꎬ 国家要大规

模开垦海南、 雷州半岛发展橡胶种植业ꎬ 湛江市作为华南垦殖总局所在地ꎬ 成为华南

地区包括云桂等地橡胶种植业的指导中心和后勤基地ꎬ 湛江各项事业迅速发展ꎬ 迫切

需要有一个城市总体规划来指导建设ꎮ
１９５２ 年ꎬ 湛江到全国各地招聘人才ꎬ 当时广州等地先后有不少工程技术人员受

聘前来湛从事规划、 建设工作ꎮ １９５３ 年ꎬ 开始测绘地形图ꎬ 搜集规划基础资料ꎬ 作

规划的准备工作ꎮ １９５４ 年ꎬ 中南大区第二次城建工作会议后ꎬ 规划工作全面铺开ꎬ
国家建工部城建总局派出工作组来湛指导和帮助ꎮ 湛江市进行城市规划编制工作ꎬ ８
月编出初步方案ꎮ １２ 月国家建委城建局长曹言行带领苏联专家 ４ 人和国内工程技术

人员ꎬ 会同湛江规划组人员对初步方案进行评议ꎬ 苏联顾问克拉夫秋克建筑师动手画

个新的方案ꎬ 提出以霞山市委大楼为中心ꎬ 构建环形放射式的路网架构ꎮ １９５５ 年初ꎬ
制定出 «湛江市初步建设规划»ꎬ ５ 月送国家建委审批ꎬ 在北京召集国家建工部规划

处、 城市设计院、 国家建委等部门专家反复研究讨论ꎬ 历时两个多月最终定稿ꎮ 同年

９ 月ꎬ 原国家建委正式批准 «湛江市初步规划 (１９５５~１９７４ 年)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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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建设项目:
【湛江港】 是中国自行设计ꎬ 自行施工建造的第一座新型港口ꎮ 该港水域总面积

１４００ 平方千米ꎬ 海岸线长 ４６０ 多千米ꎬ 其中可建深水码头达 ９７ 千米ꎮ 港外有硇洲、
南三和东海三个岛屿作屏障ꎬ 中间一条长 ３５ 海里的航道与南海相连ꎮ 港内水深浪静ꎬ
万吨吨级轮船可自由进出ꎬ 五至七万吨级轮船也可可乘潮靠岸ꎬ 是中国西南各省出海

的主要门户ꎬ 也是中国通往欧洲、 非洲、 大洋洲和东南亚各国距离最近的重要要口

岸ꎬ 已与 ７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外贸运输关系ꎮ

５０ 年代湛江港

湛江海湾建港的自然条件如此优越ꎬ 但是ꎬ 新中国成立之前这里始终没有建成一

个上规模的现代化港口ꎮ 那时只有一条长 ３３０ 米ꎬ 可停靠 ３０ 吨以下木帆船的桟桥码

头ꎬ 大部分货船只能在远离陆岸的海上停泊抛锚ꎬ 再用小驳船把货物接驳上岸ꎮ 装卸

货物全靠码头工人一根扁担两条绳ꎬ 用肩挑、 手搬、 背驮ꎮ 码头最高年吞吐量只有 ８
万吨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ꎬ 国家就把湛江港列为重点建设项目ꎮ １９５５
年国务院第十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建设湛江港的决定»
指出: “湛江市总体规划的原则应首先满足军港需要ꎬ 其次满足商港需要ꎬ 然后才及

其他ꎮ”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ꎬ 商港建设分三期进行ꎮ 第一期 (１９５５~１９５７ 年) 计划吞

吐量 １６０ 万吨 (包括进口石油 ３０ 万吨)ꎻ 第二期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２ 年) 计划吞吐量 ２４０
万吨ꎻ 第三期 (１９６３ 年以后) 计划吞吐量 ４６０ 万吨ꎮ 大规模的建港工程于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正式开始ꎬ 到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ꎬ 建成两个万吨级深水码头泊位投入使用ꎬ 当年吞吐量

２９ 万吨ꎮ 接着完成 １ 个 ７ 千吨级、 ２ 个 ５ 千吨级码头泊位ꎬ 总长度为 ７３２ 米ꎮ １９５７ 年

兴建第一作业区ꎬ １９５８ 年又建成 ２ ５ 万吨级油码头泊位 １ 个ꎬ ５ 百吨级燃料泊位一个

和油库区ꎬ 形成第二作业区ꎮ 从 １９５５~１９６０ 年ꎬ 建港总投资额为 ７２３５ 万元ꎬ １９６０ 年

货物吞吐量已达到 ２２１ ５ 万吨ꎮ ６０ 年代中期ꎬ 为了适应援外军事物资迅速增长的需

要ꎬ 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ꎬ 于 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兴建第三作业区 (调顺码头)ꎬ
至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１ 日基本建成投产ꎮ 码头总长 ４４３ ３ 米ꎬ 其中 ２ 个万吨级泊位ꎬ １ 个工

作船码头泊位ꎬ １ 个登陆艇码头泊位ꎬ 以及仓库 ２ 万多平方米ꎬ 铁路 ２０ 多千米ꎬ 海

堤 ２８００ 米ꎬ 公路 １６ 千米ꎬ 堆场 ４ 万多平方米ꎬ 总投资 ３２５７ 万元ꎮ 调顺码头的建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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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调顺岛的面貌彻底改变ꎮ
特别是 １９７３ 年周总理提出 “三年改变港口面貌” 的指示后ꎬ 湛江港口得到进一

步的建设和发展ꎬ １９７３~１９７５ 年是湛江港建设高速发展的时期ꎮ 经过奋战ꎬ 共建成 ５
万吨级油码头泊位 １ 个ꎬ 万吨级矿砂码头泊位 ２ 个ꎬ 千吨级供油码头泊位 ２ 个ꎬ 使湛

江港成为中国华南石油进出口贸易的最大油港ꎮ 完成的投资额达 ８６９４ ４８ 万元ꎬ 等于

１９５５ 年建港至 １９７２ 年完成投资总额的 ８７％ꎻ 建成的港口通过能力达 ５２０ 万吨ꎬ 为

１９７２ 年实有能力的一倍以上ꎻ 新建生产及生活建筑面积 １０ 多万平方米ꎬ 其中竣工面

积 ５９３５８ 平方米ꎻ 新增装卸机械 １４５ 台ꎻ 还兴建铁路、 公路、 堆场、 供水和供电等配

套工程ꎬ 外航道也进行整治ꎮ 现已建成初具现代化规模的重要对外贸易港口ꎮ 全港拥

有三个装卸作业区ꎬ 共有职工 １１３００ 人ꎮ 生产性泊位 ２１ 个ꎬ 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 １５
个ꎬ 另有锚地泊位 ２０ 个ꎮ 有一条年输油能力为 １０００ 万吨的湛江至茂名输油管道ꎮ 可

以承担各种包装件、 杂货、 木材、 散粮、 矿石、 煤炭、 集装箱、 散装化肥和石油的装

卸、 灌包及中中转业务ꎬ 年吞吞吐量 １４１４ 万吨ꎬ 名列全国第八位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ꎬ 特别是湛江被列为进一步开放城市以后ꎬ 湛江港先后

进行 １０ 多项重大的技术改造ꎬ 增加年出口能力 ２５０ 多万吨ꎬ 增加万吨级以上泊位 ３０
个ꎬ 其中建设 ６ 个深水泊位、 ５ 个集装箱泊位和一区北 ２ 个杂货泊位ꎬ 及近 １０ 万平方

米的库场等配套设施ꎬ 还相应建立一批专业化经济实体和服务机构ꎬ 进一步提高港口

的综合效益ꎬ １９９８ 年后首次重返全国十大港口行列ꎮ
招商局集团对湛江港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及财务并表工作ꎬ 巩固提升湛江南方大港

的地位和作用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全市港口吞吐量达到 ２ ８ 亿吨ꎬ 增长 １０ ２％ꎬ 其中湛江港

集团完成货物吞吐量 １ ４５ 亿吨ꎬ 增长 １３ ８％ꎬ 重返全国沿海十大港口行列ꎮ

５０ 年代湛江火车站　

【黎湛铁路】 自湘桂铁路上的广西黎塘火车站至广东省湛江ꎬ 经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港、 兴业、 玉林、 陆川、 文地、 广东河唇、 遂溪ꎬ 全长运营里程 ３１８ ２ 千米ꎬ 是西

南地区与广西主要的出海通道、 南海和海南省地区联系华南腹地的交通要道ꎬ 是中国

“八纵八横” 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翻开旧中国的地图ꎬ 从广西黎塘到广东湛江有一条 “未成铁路” 的符号ꎮ 早在

１８９９ 年法国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

订租借广州湾的不平等条约时ꎬ
就夺得这条铁路修筑权ꎬ 但没有

付诸实施ꎮ １９１２ 年伟大先行者孙

中山提出修建二十万里铁路计

划ꎬ 于 １９１９ 年发表 «实业计划»
一书ꎬ 着重讲到关于修建铁路的

章节ꎬ 其中就包括黎湛铁ꎮ １９３８
年后国民政府断断续续地筹款建

设ꎬ 实施勘探测量工作ꎬ 但最终

没有建成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国家 “一



　
　
　
　
湛
江
市
城
建
志

１６８　　
五” 计划就把黎湛铁路列为重点建设项目ꎬ 纳入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ꎮ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ꎬ
衡阳铁路管理局成立黎湛铁路勘测队ꎬ 对沿线全面开展测量和规划设计ꎮ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ꎬ 国家建委将原计划中的黎 (塘) 海 (安) 铁路改为黎湛铁路ꎬ 并确定铁路

的主要走向为黎塘一贵县一玉林一陆川一廉江一遂溪一湛江ꎮ
据央视网 ２０１８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 “国家记忆” 栏目披露: １９５４ 年 ８ 月 １ 日ꎬ 毛泽东

主席在北京中南海召见王震司令员ꎬ 交谈间ꎬ 毛主席递给王震一本孙中山的 «实业

计划»ꎬ 着重嘱托修建铁路事宜ꎬ 其中就包括黎湛铁路、 鹰厦铁路等ꎮ 毛主席说:
“规划归规划ꎬ 实现不容易ꎬ 这回要不是洋鬼子逼迫ꎬ 还上不了马!” 王震回答: “知
道ꎬ 总理和我们讲了ꎮ” 是年 ９ 月ꎬ 成立粤西区委黎湛铁路筑路委员会ꎬ 组织中国人

民解放军铁道兵 ８５０４、 ８５１０ 部队ꎬ 同沿线 １０ 多万民工一道组成筑路大军ꎬ 在极少机

械设备的情况下ꎬ 靠人工劳动和改进作业技术ꎬ 于 １９５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完成全线铺轨任

务ꎮ ７ 月 １ 日在新落成的湛江车站广场隆重举行通车典礼ꎬ 铁道兵司令员、 国家副主

席王震参加通车典礼ꎬ 国务院副总理、 国防部长彭德怀发来贺电ꎮ 黎湛铁路整个工程

施工仅用 ９ 个月时间ꎬ 比原计划提前半年完成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ꎬ 铁路正线改用预制水泥枕墊铺ꎮ １９７８ 年完成更换长大钢轨

铺设工程ꎬ 还对沿线涵洞、 桥梁、 隧道进行安全养护和维修ꎬ 使列车通过速度由 ４５~
６０ 千米 /小时提高到 １００ 千米 /小时ꎮ 黎湛铁铁路运输的机车ꎬ 从 １９８５ 年以后ꎬ 客运

列车改用国产东风 ３ 型内燃机车牵引ꎬ 并装上自动报警停车装置ꎬ 提高铁路的质量和

运输效率ꎮ 黎湛铁路车辆绝大部分为中国自行设计制造ꎬ 在通讯、 信号、 电力、 给水

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的改造和完善ꎮ

９０ 年代湛江火车站　

黎湛铁璐在湛江境内正线全

长 ８７ ４２７ 千米ꎬ 设立 １４ 个车站ꎮ
湛江车站 (南站) 是黎湛铁路的

终点站ꎬ 占地面积 １２７８７ 平方米ꎬ
经过扩建和技术改造ꎬ 全面提高

运输能力ꎬ 日均接发列车 ２０ 对ꎬ
调动车辆 ８００ ~ １０００ 辆ꎮ １９８７ 年

输送旅客 ９７ ２ 万人次ꎬ 完成货物

发送 １９０ 万吨ꎮ ２００９ 年完成河唇

至湛江段复线改造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进行电气化改造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实现全线电气化运行ꎮ

２００９ 年开工建设茂湛铁路ꎬ 即深湛铁路茂名至湛江段ꎬ 起于茂名站ꎬ 途经茂名

市茂南区、 湛江市 (吴川市、 坡头区、 遂溪县、 麻章区)ꎬ 终于湛江西 (客) 站ꎬ 由

过去 “Ｗ” 形经由肇庆、 云浮ꎬ 变成 “一” 字形ꎬ 运行距离大幅縮短ꎬ 深圳与湛江

之间由原来近 ９ 小时缩短到 ３ ５ 小时左右ꎬ 广州与湛江之间铁路运行时间由原来 ６ 小

时以上縮短到 ３ 小时以内ꎮ 这条线的建设ꎬ 是深湛铁路乃至国家 “八纵八横” 高速

铁路网的 “第一纵” ———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连接珠三角核心城市与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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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第一条快速铁路ꎮ 东接深茂铁路、 广茂铁路ꎬ 北接洛湛铁路、 黎湛铁路ꎬ 西接

东海岛铁路、 粤海铁路ꎮ 线路全长 ９４ ３６ 千米ꎬ 按国铁Ⅰ级双线电气化规划ꎬ 设计时

速为 ２００ 千米 /小时ꎬ 预留 ２５０ 公时 /小时ꎻ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建成通车ꎬ 湛江乃至整个粤西

地区正式迈入 “高铁时代”ꎬ 与广州等珠三角地区实现快速通达ꎬ 对于湛江经济发展

将起到积极作用ꎮ
【湛江民航机场】 早在广州湾租借地时期的 １９３６ 年ꎬ 湛江已修建机场ꎬ 名叫西

厅机场ꎬ 占地 １８２３ ８ 亩ꎬ 两条跑道数百米长ꎬ 呈东西向和南北向 “剪刀叉” 型ꎬ 路

面用黄土夯实ꎬ 再铺上碎石、 河沙碾压而成ꎬ 只供军用小型飞机起降之用ꎮ 机场的通

航ꎬ 开辟广州一广州湾一河内航线ꎬ 成为中国南方最早的一条国际航空线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西厅机场由湛江市人民政府接管ꎬ 改名为湛江机场ꎮ 经修整后ꎬ

于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正式通航ꎬ 航线为广州—湛江一广州ꎮ 不久又因故于同年 １２ 月

停航ꎮ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ꎬ 成立湛江民航站ꎬ 该机场才正式定为永久性的民用型机场ꎬ
１９５５ 年 ８ 月复航ꎬ 每周四班ꎬ 使用安一二型飞机ꎬ 成为中国中南地区的一条重要航

空线ꎮ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ꎬ 该航线延至海口ꎬ 从此架起祖国大陆连接海南岛的空中桥梁ꎮ
１９５７ 年ꎬ 湛江机场进行扩建ꎬ 主要翻修和延长南北跑道至 １２００ 米ꎬ 作为主跑

道ꎬ 并建设候机楼、 油库、 通信导航设施等ꎬ 成为国家四级机场ꎮ １９６４ 年ꎬ 在主跑

道敷设 １６ 米宽的沥青道面ꎬ １９７０ 年又翻修并延长至 １５００ 米ꎮ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ꎬ 由国家

投资 １９２８ 万元ꎬ 扩建湛江机场ꎬ 主要改造机场跑道工程ꎬ 两头共延长 ２５０ 米ꎬ 总长

为 １７５０ 米ꎬ 宽 ４０ 米ꎬ 敷设混凝土道面ꎮ 同时建成航班和直升机坪 １６９２ 平方米ꎬ 滑

行联络道 ７４０４ 平方米ꎬ 以及完善排水系统ꎮ 该项工程由原湛江市建筑联合公司承建ꎬ
公司经理薛茂芬、 工程师励德坊分别负责施工管理和技术管理ꎬ 于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

动工ꎬ 翌年 ３ 月底完工ꎬ 工程质量达优良标准ꎮ 机场扩建完工后ꎬ 于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２
日复航ꎬ 接收具有 １２２ 座的波音一 ７３７ 型宽体客机起降ꎮ 同时机场安装助航灯光设备

和国产 Ｙ２１１ / １２ 米波仪表着着陆系统ꎬ 使其成为全天候多功能的标准中型机场ꎮ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投资 ５０ 万元ꎬ 在南油码头东边 ３ 千米处的新塘建起一个直升机场ꎬ

并成立湛江直升机中队ꎮ 湛江机场成为粤西地区的空中枢纽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
湛江一香港往返直达包机通航ꎬ 从此打开空中通往国际的大门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国家计委和民航总局批准湛江机场扩建项目ꎬ １９９５ 年正式动工ꎬ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验收并投入使用: 扩建后湛江机场的飞行区等级为 ４Ｄ 级ꎬ 跑道长 ２４００ 米ꎬ
能满足波音 ７５７ 以下飞机的起降要求ꎻ 站坪面积 ５ ８ 万平方米ꎬ 能同时停放 ７ 架飞机

(５ 大 ２ 小)ꎻ 候机楼面积 ６６００ 平方米ꎬ 设计旅客吞吐量为 １３０ 万人次ꎻ 货运中心总

面积 １２００ 平方米ꎬ 设计货物吞吐能力为每年 １０ 万吨ꎻ 另外ꎬ 通信网络配套工程和绿

化美化工程也相继完成ꎮ 湛江机场与与中国 ３０ 多个城市通航ꎬ 出港航线有 ２０ 多条ꎬ
有飞往北京、 广州、 深圳、 揭阳、 长沙、 海口、 三亚、 成都及贵阳等地往返航班ꎬ 高

峰期每周 １００ 多航班ꎬ 年旅客吞吐量历史最高记录为 ６１ ５ 万人次ꎬ 货邮行吞吐量为

４０００ 多吨ꎮ 在全国机场排名中名列第 ３４ 位ꎮ
２０１８ 年开始ꎬ 湛江民航机场迁址吴塘缀重建ꎮ
● 【１９７５~１９８５ 第二次总规】 １９７３ 年ꎬ 周恩来总理提出 “三年改变港口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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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ꎬ 湛江港列为全国重点建设项目

进行扩建ꎻ 国家根据远洋渔业的发展需

要ꎬ 要在湛江建立渔业基地ꎻ 南海石油

勘探要在湛江建设后勤基地ꎬ 湛茂输油

管道也列入在建项目等ꎬ 这些项目的选

址、 用地ꎬ 都超出初步规划原定的范

围ꎬ 城市发展需要一个新的总体规划进

行指导ꎮ 与此同时ꎬ 各单位争用海岸线

矛盾相当突出ꎬ 港口、 航运、 船舶修

造、 渔业、 军事等部门纷纷要求划拨岸

线进行建设ꎮ １９７４ 年ꎬ 湛江市城建部

门为统筹好海岸线的使用ꎬ 按照 “深水

深用ꎬ 浅水浅用” 的原则ꎬ 进行第二次

总规修编ꎮ 这次规划修编的重点ꎬ 是对

麻斜海东、 西两岸作出统筹安排ꎬ 规划

分配岸线ꎬ 经省委刘田夫同志亲自组织

会议协调后ꎬ 由省革委会报国务院港口

领导小组批准ꎮ 在海岸线规划的基础

上ꎬ 开展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ꎬ 中山大学和省规划设计院派出教授、 讲师、 工程

师等技术人员协助ꎮ 是年 １２ 月 ２０ ~ ２７ 日ꎬ 广东省基本建设委员会邀请省内高等院

校、 设计院及省内有关专业领导机关、 各市规划部门、 驻军代表 ９０ 人ꎬ 在湛江市评

审 «１９７６~１９８５ 年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 方案ꎮ １９７７ 年ꎬ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批

准 «１９７６~１９８５ 年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ꎬ 城市性质定为 “粤西与广西南部交通枢

纽” “粤西政治、 经济及文化中心”ꎬ 具有一定工业基础ꎬ 有亚热带风光的清洁的社

会主义港口城市ꎬ 人口规模为 ３０ 万人ꎬ 规划区面积 ３０ 平方千米ꎬ 以组团式布局ꎬ 各

组团之间用主干道连接ꎬ 有一定纵深的田野或绿林相隔ꎮ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２７ 日ꎬ 省建委邀请省内高校、 设计院及有关专家、 各市规划部

门、 驻军代表 ９０ 人ꎬ 对 «１９７５~１９８５ 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 进行评审ꎮ 该总规经过

反复修改后上报ꎬ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由广东省革委会以粤革建字 〔１９７７〕 ３０３ 号文批

准实施ꎮ 这个总规年限为 １０ 年ꎬ 城市性质为 “具有一定工业基础ꎬ 有亚热带风光

的清洁的社会主义港口城市”ꎬ 规划使用岸线 ３１ ５ 千米ꎬ 到 １９８５ 年规划城市人口 ３０
万人ꎬ 建成区面积 ３０ 平方千米ꎮ 城市呈组团式布局ꎬ 即霞山组团、 赤坎组团和调顺

岛组团ꎬ 组团之间用椹川大道、 海滨大道和人民大道 (拟筹建) ３ 条主干道连接ꎬ 以

一定纵深的田野或绿林分隔ꎮ
重点建设项目有:





应为热带ꎬ 编者注

同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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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西部石油公司湛江基】 在湛江市海湾东岸ꎬ 屹立起一个崭新的城区———南

海西部石油公司湛江基地ꎮ ４０ 多年前ꎬ 这里是一片荒凉的海滩ꎬ 只有一个小盐场和

几间农舍ꎬ 如今变成车水马龙、 热气腾腾的新油城ꎮ １９７３ 年ꎬ 中国为了勘探开发南

海石油资源ꎬ 在湛江成立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ꎬ 把基地定在市郊坡头区ꎬ １９８３ 年改

名为南海西部石油公司ꎮ 这个公司负责经营南海西部海域石油的勘探、 开发和生产ꎬ
全面执行与外国公司签订的石油合同ꎬ 承包整个南海的石油作业ꎮ １９７９ 年ꎬ 南海西

部石油公司开始实行对外合作ꎬ 先后与法、 美、 英、 日等国 １０ 多家石油公司集团签

订大规模的石油勘探作业合同ꎬ 南海西部海域石油勘探活动全面铺开ꎮ 经多方努力ꎬ
共同勘探开发南海第一个油田一涸 １０－３ 油田ꎮ 这个油田自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由法国道达尔

公司担任作业者正式投入为期两年的评价性生产以来ꎬ 至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底止ꎬ 共采出

原油 ６７ ６ 万吨ꎮ 从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起ꎬ 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取代法国道达尔为首的外国石

油集团ꎬ 以作业者身份挑起管理涠 １０－３ 油田的重担ꎬ 使这一油田打井作业有了新的

进展ꎮ
随着南海石油勘探开采作业的发展ꎬ 基地建设不断扩大ꎬ 建成区面积 ２ ６７ 平方

千米ꎬ 基地内建筑群采用现代建筑工艺ꎬ 设计新颖ꎬ 格调明朗ꎬ 布局合理ꎮ 现建有石

油专用码头ꎬ 海洋直升飞机和民航直升飞机场ꎬ 为海上勘探开发提供服务的各种工

厂、 海洋石油科学研究中培养石油技术人材的各类学校ꎬ 职工生活区及配套的商业文

化、 体育、 卫生等设施ꎬ 还修建主、 次交通干道ꎬ 种植各种路树ꎮ 至 １９８７ 年底ꎬ 基

本建设投资 １１３７ 亿元ꎬ 更新改造资金 １ ５５ 亿元ꎬ 房屋竣工面积 ６４ ２１ 万平方米ꎮ 除

生产办公区外ꎬ 还建成五个生活区ꎮ 生活区拥有中小学校、 幼儿园、 医院、 商店、 影

剧院、 公园、 邮电局、 银行等配套设施ꎮ 外宾住宅区内设有 １９ 幢中西合壁的别墅、
豪华别墅和单身公寓ꎬ 还有超级商场、 游泳池、 俱乐部、 学校和运动场等ꎮ 基地内的

绿化水平相当高ꎬ 各种花果树木 ３０ 多万株ꎬ 绿化覆盖率达 ３９ ５％ꎬ 人均绿地面积 ４３
平方米ꎬ 基本上实现 “黄土不露天”ꎬ 形成一个绿化、 美化、 香化的生活环ꎬ 被评为

“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单位”ꎮ
【湛江海洋渔业基】 １９７４ 年在调顺岛开始兴建ꎬ 规划海岸线 １９００ 多米ꎬ 占地面

积 ９８ ９ 公顷ꎬ 建成码头长 ６００ 米、 万吨冷库、 鱼品加工厂和绳网厂等ꎬ 并建有办公

楼、 生活区及文化、 教育、 娱乐、 医疗卫生配套设施ꎬ 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渔业生产

加工基地ꎮ
【湛茂输油管道】 为使各地汇集在湛江港第二作业区油码头的原油及时地转送ꎬ

１９７４ 年国家投资 ５７０ 万元兴建湛茂地下输油管道ꎬ １９７６ 年动工ꎬ 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正式投

产ꎮ 输油管道起于湛江港第二作业区油码头ꎬ 经遂溪县、 廉江县、 化州县到茂名石油

公司炼油厂止ꎬ 全长 １１５ ４９ 千米ꎬ 其中从二区油码头到三岭山首站复线长 ０ ５２ 千

米ꎬ 担负输送大庆、 胜利油田和中东等地各种原油任务ꎮ 到 １９８７ 年止ꎬ 共输送各种

原油 ３４２０ 万吨ꎬ 降低原油损耗量ꎬ 每年节约运输费 １１０ 多万元ꎮ
这个时期ꎬ 主要建设项目还有: 扩建湛江港、 湛江机场ꎬ 重修湖光岩风景区和寸

金桥公园ꎬ 建设 ２ 间水厂、 湛江电视台、 贮气供气站、 人民大道、 整治南桥河ꎬ 设置

湛江市坡头区ꎬ 使湛江城区从赤坎、 霞山向坡头拓展ꎬ 成为三个组团布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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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　　
●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 第三次总规】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ꎬ 国务院将湛江市列为中国沿海

１４ 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ꎬ 批准

设立经开区ꎮ 同意经开区位置在霞山、
赤坎之间ꎬ 并确定地域界限和首期开发

规模ꎮ 在新形势下ꎬ 为搞好开发区规

划ꎬ 市政府邀请北京、 上海、 广州、 武

汉、 长沙等地高校及省内专家、 工程师

来湛研讨ꎮ 后来请同济大学协助编制开

发区规划ꎮ 在开发区的规划布局、 主要

路网等基本确定后ꎬ 于 １９８５ 年下半年

开始编制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 年湛江市城市总

体规划»ꎬ 前后三年ꎬ 经过反复多次修

改ꎬ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ꎬ 湛江市人大常委会

会议原则上通过ꎬ 上报省政府审批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省政府正式批准实施ꎮ

这次总规ꎬ 是在前两次总体规划的基础上ꎬ 根据湛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

略ꎬ 以及改革开放形势的要求而制定的ꎮ 这次规划年限为 １５ 年ꎬ 城市性质为 “以发

展工业为中心ꎬ 贸易为导向ꎬ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第三产业ꎬ 努力实现城市功能的

多元化ꎬ 把湛江建设成为经济繁荣ꎬ 布局合理ꎬ 环境优美ꎬ 具有热带风光的现代化海

港城市”ꎮ 规划充分发挥铁路、 港口的优势ꎬ 提高经济辐射力ꎬ 以发展工业为中心ꎬ
贸易为导向ꎬ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ꎮ 规划区范围 ５８ ~ ６８ 平方千米ꎬ 城市人口规模 ５５
~６５ 万人ꎬ 社会总产值 １０５~１２０ 亿元ꎬ 其中工业总产值 ６０ ~ ８０ 亿元ꎮ 城市布局仍为

环海湾组团式布局ꎮ 在原霞山、 赤坎、 开发区三个组团基础上ꎬ 增加调顺岛组团和坡

头区组团ꎬ 规划确立以霞山区、 赤坎区、 开发区、 调顺岛和坡头区等五个组团布局ꎬ
各组团之间以绿化带隔离ꎬ 各组团的生产、 生活、 居住、 交通、 游憩等配套建设ꎬ 互

相联系ꎬ 路网骨架由主干道路三纵 (人民大道、 椹川大道、 海滨大道)、 三横 (乐山

大道、 龙潮路、 绿塘路) 架构组成ꎬ 辅以各条次干道ꎬ 形成城市路网的有机整体ꎮ
各组团的主要功能各有侧重: 霞山组团以商港和化工、 机械行业为主ꎻ 赤坎组团以轻

纺、 食品和家电工业为主ꎻ 开发区组团以技术知识密集型和外向型企业为主ꎻ 调顺组

团以港口运输、 电力工业和海洋渔业为主ꎻ 坡头组团以南海西部石油基地为主ꎮ 东海

岛具有发展深水港和钢铁、 石油化工等大型企业的条件ꎬ 未来将有较大发展ꎬ 远景规

划考虑作为湛江市的一个卫星工业城镇进行建设ꎮ 组团之间ꎬ 规划有一定宽度的山

坡、 农田或水面 (海面) 作隔离ꎬ 利用这些山坡、 农田逐步建成绿色地带ꎬ 以发挥

其调节城市气候、 防止工业有害气体污染、 吸水和减少城市噪音的作用ꎮ 此外ꎬ 这次

规划还对海岸线、 工业、 开发区、 港口、 环境保护、 园林绿化、 居住区、 公共建筑、
供水、 排水、 供电、 供气、 通讯、 道路、 交通等作出专题规划ꎮ

重点建设项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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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经济技术开发】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 ４ 日ꎬ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 “关于批转 «沿
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 的通知”ꎬ 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湛江在内的 １４ 个沿海港口

城市ꎬ 并指出有些城市可以办经开区ꎮ ５ 月 １１ 日ꎬ 湛江市委、 市政府根据这一通知

精神ꎬ 决定兴办经开区ꎬ 并成立以市委副书记陈斌为组长ꎬ 市科委主任何均发为副组

长的经开区筹备小组ꎮ

湛江市人民大道中 (２００５ 年)

为了办好经开区ꎬ 市里于同年 ７ 月召开专题规划研讨会ꎬ 邀请北京、 上海、 武

汉、 长沙、 广州等城市的 ３９ 名专家、 学者以及本市工程技术人员领导干部共 １３０ 多

人参加会议ꎮ 会议对湛江经开区的选址、 布局、 引进项目等问题进行研讨ꎮ 会后ꎬ 市

政府根据专家意见ꎬ 结合本市实际ꎬ 制定经开区规划大纲ꎬ 选址定在赤坎与霞山之间

的霞海ꎬ 其地域界限: 南起菉塘河ꎬ 北至文保河ꎬ 西沿新建人民大道 (含大道西 １５０
米)ꎬ 东临湛江内港ꎮ 规划面积 ９ ２ 平方千米ꎮ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ꎬ 省政府原则上同意湛江经开区规划大纲ꎮ ９ 月ꎬ 市政府组成赴京汇

报组ꎬ 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湛江经开区规划大纲ꎬ 谷牧副总理肯定这个规划大纲ꎬ 同意

经开区的兴办ꎬ 并指示要开发一片搞成一片ꎮ １０ 月 ６ 日ꎬ 成立湛江市经开区管理委

员会ꎮ 翌年 １ 月 ２９ 日ꎬ 国务院在 «关于湛江市对外开放工作报告的批复» 中ꎬ 批准

办经开区ꎮ
经开区首期开发面积为 ２ 平方千米ꎬ 起步片为 １ ２ 平方千米ꎮ 为了创造良好投资

环境ꎬ 在霞山至赤坎之间新建一条长 ７ ２ 千米、 宽 ６０ 米的人民大道ꎬ 贯穿整个经开

区ꎬ 并在大道两旁各征地 １５０ 米ꎬ 作为开发区首期工程起步片用地ꎮ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 ２
日ꎬ 开发区正式举行奠基典礼ꎮ 首期开发区面积 ２ ２ 平方千米ꎬ 起步片用地 １ ２ 平方

千米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ꎬ 人民大道建成后ꎬ 起步片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完成ꎬ 提供建设用



　
　
　
　
湛
江
市
城
建
志

１７４　　
地 ９０ 公顷ꎬ 均达到路通、 供水通、 排雨水通、 排污水通、 电通、 电讯通、 土地平整

等 “六通一平”ꎮ 到 １９９０ 年底ꎬ 完成建筑面积 １１ ９ 万平方米ꎮ 与此同时ꎬ 市政公用

基础设施建设也和生产建设相应发展ꎮ 区内已建成 ６ ４ 万千伏安的变电站一座ꎬ 日产

２ 万吨的供水厂一间ꎬ ２００ 门程控电话可直拨广州、 香港等地ꎬ 并有电传、 传真等ꎬ
还建了机关办公楼、 厂房、 银行、 商品住宅楼及配套设施ꎮ 建成投产工业、 工贸企业

２５ 家ꎬ 职工 ４６６０ 人ꎻ 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７６０２ ６ 万元ꎬ 出口创汇 ２５０４. ８８ 万美元ꎬ 利

用外资 ２２９０ 万美元ꎬ 实现利润 １９３５ 万元ꎮ
区内建成投产的生产性项目ꎬ 主要有机械、 电器、 塑胶穷织等近 ４０ 项ꎬ 产品的

８０％出口外销ꎮ 除了加工出口创汇的短平快” 项目外ꎬ 技术水平高、 规模较大ꎬ 开拓

国际市场前景较好的骨干项目有 １０ 家ꎮ 其中ꎬ 三得利橡塑工业公司引进国先进技术

软件消化吸收后ꎬ 生产的高效水除氧装置ꎬ 填补中国橡塑机械一项空白ꎮ 此外ꎬ 建成

投产 “三资” 企业有 １２ 家ꎬ 以外向型工业和加工出口创汇项目为主ꎮ “三来一补”
企业从 １９８６ 年开始接港商来料加工ꎬ 当年产值只有几十万美元ꎬ 到 １９８７ 年发展到

２００ 万美元ꎬ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较为显著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经国务院批准同意ꎬ 在东海岛中部设立延伸区 (新区) １０ 平方

千米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编制完成东海岛新区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规ꎬ 投入 ３５８ 亿元在

东海岛进行征地、 土地平整、 码头、 主干道、 管网、 供水、 供电及污水处理等基础设

施建设ꎬ 岛内 １９ 条主干道动工建设ꎬ 钢铁基地、 中科炼化、 德国巴斯夫、 中海油、
中电投、 双林药业等一批大项目陆续落户新区ꎮ 投资 ３１ ４３ 亿元的鉴江供水工程ꎬ 建

成后可向东海岛年供水量达 ２ ８ 亿立方米ꎻ 投资 １２ ５ 亿元建设东海岛跨海大桥 (通
明海特大桥) 为双向八车道ꎻ 投资 ５１ ７７３ 亿元连接东海岛与雷州市东雷高速ꎬ 设计

速度 １００ 千米 /小时ꎬ 确保东海岛交通顺畅ꎮ
【坡头区及海东新区】 作为城市总体组团之一ꎬ 是随着南海西部石油公司湛江基

地的建设而发展起来ꎮ 城区建设以坡头区政府办公大楼为起点ꎬ 沿南调路为中轴线向

东西两边延伸ꎬ １９８７ 年建成区面积 １７０ ６ 公顷 (包括南油生活区)ꎬ 建筑面积 ５ ８０
公顷ꎬ 先后建成灯塔路、 教育路、 南调路以及变电站、 发电站、 供水厂等市政公用设

施ꎮ 城区布局合理ꎬ 大街小巷笔直ꎬ 绿树成荫ꎬ 具有花园式城区的格局ꎬ 为广东省第

二个绿化达标的新城区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湛江市颁布 «海东新区发展总体规划 (２０１３ ~ ２０３０ 年) » 中ꎬ 给

海东新区定位是 “立足湛江、 服务粤西、 辐射北部湾、 面向世界ꎬ 把海东新区建设

成为 ‘拓展国际合作重要门户、 国家海洋战略重大平台、 大西南出海主通道服务基

地、 粤西中心城市新兴载体和南国热带生态海湾新城’ ”ꎮ 海东新区是湛江城市扩容

提质重大平台ꎬ 位于市区东北部ꎬ 其北起 ３２５ 国道、 南至南调河、 西起赤坎区滨湖、
东至省道 Ｓ２８６ 线往东 ２ 千米ꎬ 总规划面积约 ２２８ 平方千米 (其中陆地面积约 １８０ 平

方千米ꎬ 海域面积 ４８ 平方千米)ꎬ 包括坡头区南调街道、 官渡镇、 龙头镇、 坡头镇部

分ꎬ 赤坎区调顺街道ꎬ 吴川市黄坡镇及遂溪县黄略镇部分ꎮ 规划区控制范围 ２２８ 平方

千米ꎬ 其中核心区范围 ４９ ８ 平方千米ꎬ 起步区 １６ ８ 平方千米ꎮ ２０１７ 年开发建设起步

区和部分核心区 ２２ 平方千米ꎮ 新区的规划建设将推动广东深入实施国家海洋战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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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大西南地区的战略合作ꎬ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ꎬ 并力争在五年内建成为广东地级

城市扩容提质的崭新亮点ꎮ

湛江市体育中心

【湛江市体育中心】 位于人民大道东侧虎坑岭上ꎬ 第八届省运会闭幕式场馆ꎬ 占

地面积 １６ ６ 公顷ꎬ 建成于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ꎬ 是一座大型综合性体育设施ꎬ 体育场建筑面

积 ２５２３ 平方米ꎬ 可容纳 ２ 万名观众ꎻ 体育馆建筑面积 ９９９１ 平方米ꎬ 可容纳 ３５００ 名

观众ꎮ
为发展湛江市体育运动ꎬ 提高运动水平ꎬ 迎接第八届省运会在湛江举行闭幕式ꎬ

市政府于 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呈文省政府ꎬ 要求兴建一座体育场与体育馆以及附属设

施ꎮ 同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王屏山副省长批示支持ꎮ 市委市政府对兴建体育中心十分重视

视ꎬ 王治书记、 郑志辉市长亲自过问ꎬ 成立筹建领导小组ꎬ 由陈钧副市长担任组长ꎬ
李润华、 黄秀定担任副组长ꎬ 之后又指派韩保东、 彭业荣负责施工总指挥ꎬ 陈华生担

任筹建处办公室主任ꎮ 参加设计单位有: 华南工学院建筑设计院、 黑龙江省设计院深

圳分院和湛江市设计院ꎬ 负责总设计的是高级工程师郭恰淬、 尹再民、 方承恩和肖裕

琴副教授ꎮ 大门设计者是高级工程师陈德让ꎮ 担任土建施工单位是广东省第八建筑工

程公司司ꎻ 湛江市机电安装公司负责场、 馆的水电、 空调安装ꎻ 广州下渡船厂负责体

育馆屋顶网架施工ꎻ 徐州飞虹网架公司负责体育场主席台网架屋面的设计及施工ꎻ 湛

江市市政工程公司负责道路、 排水工程ꎻ 湛江市园林处园建公司负责绿化工程ꎮ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正式打桩动工ꎬ 体育场和体育馆于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基本竣工ꎬ 总投资

３０００ 万元ꎬ 配套项目还有训练馆、 食堂以及制冷系统等ꎮ
位于体育中心南面的体育场ꎬ 建筑面积 ２５２３０ 平方米ꎬ 建筑物高度为 ２２ 米ꎬ 主

席台顶棚为网架钢结构ꎬ 宽 ６０ 米ꎬ 向外飄出 １８ 米ꎮ 南面看台上设立一座由 ５７００ 盏

灯组成的 “满天星” 计时计分电子屏幕ꎬ 长 ２３ ５ 米ꎬ 宽 ６ ５ 米ꎬ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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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设有长 １０４ 米、 宽 ６８ 米的足球场和有 ８ 条跑道的田径场ꎮ 为解决夜间比赛照明ꎬ
在场内四角装有四条高达 ４１ 米的灯柱ꎬ 每条灯柱装有 ６３ 盏灯ꎬ 总照明度为 １１００ 勒

克斯ꎬ 达到国内比赛和电视转播的亮度要求ꎮ 整个体育场可容纳 ２００００ 人观看比赛ꎮ
看台底下建有一个长 ２１ ６ 米、 宽 ８０ 米的室内训练场ꎬ 设有带卫生间的客房 ９８ 套以

及大小会议室、 贵宾室、 健健身房等配套设施ꎬ 并装有空调、 闭路电视系统、 电话

等ꎮ
位于体育中心北面的体育馆ꎬ 建筑面积为 ９９９９１ 平方米ꎬ 高 ２２ ５ 米ꎬ 为四柱支

承的六边形混凝土框架结构ꎬ 屋顶为网架钢结构ꎮ 馆内按空调和自然通风两种形式设

计ꎬ 装配进口的高级音响设备和各种比赛灯光、 舞台灯光ꎬ 地面铺设优质木地板ꎮ 馆

内有座位 ３５００ 个ꎬ 为 ６ 种颜色组成的玻璃钢座椅ꎮ 馆内的比赛场长 ４６ 米ꎬ 宽 ２６ 米ꎬ
并备有活动舞台ꎬ 除可进行篮球、 排球、 乒乓球、 手球、 武术、 体操等各种体育比赛

外ꎬ 还可进行文艺演出ꎮ 馆的底层设有运动员休息室、 贵宾室、 会议室、 桌球室、 保

龄球室以及健身房等配套设施ꎮ
体育中心大门为大跨度拱桥和 “１” 字塔ꎬ 象征架起五洲四海友谊的桥梁、 为祖

国荣誉力争第一的拚搏精神ꎬ 造型新颖、 壮观ꎻ 体育中心的绿化工程与土建工程同步

进行ꎬ 在大门入口处以及周围通道铺上水泥方砖ꎬ 相应修建彩色灯光喷水池和花坛ꎮ
花坛里种上一排排高一米多的苏铁ꎬ 苏铁周围点缀着各色花卉灌木丛ꎮ 地上铺上一块

块翠绿的天门冬草、 台湾草、 大叶油草ꎬ 周围还按不同的要求种上大红花、 红花羊蹄

甲、 黄槐、 三月杜鹃、 鱼尾葵等 ７０ 多个品种的乔木和灌木ꎬ 使体育中心建筑雄伟壮

丽ꎬ 环境优美ꎮ
【湛江市环球商业中心大楼】 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的湛江ꎬ 是西南诸省贸易的重要

通道ꎬ 海陆空交通便利ꎬ 是理想的商品集散地ꎮ 为适应改革开放需要ꎬ 根据广东省商

业厅部署ꎬ １９８２ 年开始筹建商业贸易中心大楼ꎬ 总投资为 ２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和 ４００ 万

美元ꎮ 这一群体大楼包括一幢 １２ 层的商业贸易中心ꎬ 一幢 １１ 层的环球大酒店ꎬ 以三

层的餐厂襦楼把这两幢高楼连接起来ꎬ 成为当年湛江地标性建筑ꎬ 总占地面积为

１５ ４ 亩ꎬ 于 １９８３ 年初动工兴建ꎮ 该中心大楼是开放式、 多功能的商业贸易服务中

心ꎮ 由广东省建筑设计院负责设计ꎬ 总体设计是高级建筑师郭怡昌ꎮ 具体各项建筑、
结构、 给排水、 照明、 空调调等均由该院四室设计ꎮ 土建工程由吴川县建筑公司负责

施工ꎮ 水、 电、 空调等设施由湛江机电安装公司第三、 五分公司负责施工ꎮ 室内装修

工程由澳门宝丽、 湛江华昌和湛江市经开区等装饰公司负责装修ꎮ 中心大楼中 １２ 层

的商业贸易中心ꎬ 于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竣工投入使用ꎮ 楼内设有电梯两台、 自动扶梯一部

及火瞽自动报警系统ꎬ 全楼设中央空调ꎮ 地下一、 二层为新颖别致的购物中心ꎬ 中庭

高 １４ 米ꎬ 天棚为铝合金玻璃璃ꎬ 面积约 ３００ 平方米ꎮ ３ 至 １０ 层为办公楼和展销厅ꎬ
其中展销面积达 ４０ 平方米ꎮ １１ 层为会议厅ꎬ 分设三个大小会议厅ꎬ 共容纳八百多人

开会ꎮ 整个酒店分餐厅和旅业两部分ꎬ 是中外合资项目ꎬ 建筑面积共 １３２００ 平方米ꎬ
于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竣工交付使用ꎮ 旅业楼高达 ３７ ４ 米ꎬ 建筑面积为 ８５００ 平方米ꎬ 拥有

２００ 多间豪华客房ꎬ 房内设有空调、 闭路电视、 高级音响、 电冰箱、 直拨港澳和全国

的电话等全套设备ꎮ 楼内设有电梯两部和安全报警装置、 全自动烟慼报警、 自动喷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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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消防系统ꎮ 中间 ３ 层裙楼为餐厅部分ꎬ 内设有中西餐厅、 酒巴、 咖啡厅等ꎬ 可容纳

１０００ 多人就餐ꎬ 名厨主理ꎬ 风味独特ꎮ 酒店内还设有会议室、 美容室、 的士高舞厅

及银行、 邮电、 商场、 彩色摄影冲印等服务设施ꎮ 该中心大楼座落在赤坎区南侧ꎬ 椹

川大道 ３６６ 号 (百姓西五路和椹川大道交叉路口)ꎬ 与汽车保养场、 ５０３ 汽车站隔街

相望ꎮ
● 【１９９４~２０１０ 第四次总规】 “一港两岸三区六组团” 环海湾布局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广

东省人民政府批准ꎬ 建立湛江东海岛经济技术开发试验区ꎬ 同意在东海岛建设大型钢

铁厂ꎮ 本次规划修编ꎬ 将湛江东海岛经济技术试验区纳入湛江城市总体规划范围ꎬ 确

定湛江的城市性质为 “中国南方重要海港和粤西地区的中心城市”ꎬ “以发展钢铁和

汽车工业为重点ꎬ 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发达的现代化海滨城市”ꎮ 城市布局从原来的五

组团式结构ꎬ 变为 “一港两岸三区六组团” 的环海湾布局结构ꎮ
●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第五次总规】 规划确定湛江的城市性质为: 南中国海的门户城

市ꎬ 中国南方大港和重要海洋服务基地ꎬ 环北部湾地区中心城市之一ꎬ 广东省域副中

心城市ꎮ 规划明确城市发展的目标: 建成全国重要的沿海开放城市ꎬ 现代化的新兴港

口工业城市ꎬ 适宜人居、 创业、 旅游的生态型海湾城市ꎬ 更具集聚力、 辐射力、 引领

力的粤西地区中心城市ꎬ 代表广东参与环北部湾和东盟合作竞争的区域性中心城市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湛江市委、 市政府委托北京大学光华学院研究制定了湛江市新的经济发展

战略ꎬ 强调城市性质须作出相应调整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 «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０ 年) » 展开修编工作ꎬ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公示ꎬ 调整为 «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ꎮ

三、 五次城市总体规划综述

从 １９０１ 年广州湾时期编制的 “麻斜规划” “白雅特城规划” 至今ꎬ 湛江城市规

划已经走过一百余年的历程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市是国内最早编制总体规划的城市

之一ꎬ 至 ２０１７ 年止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和修编已进行五次ꎮ 湛江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ꎬ
与历次城市总体规划密切相关ꎮ

第一次是 １９５４ 年ꎬ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ꎬ 国家把湛江市列为重点建设城市ꎬ
安排湛江港、 黎湛铁路、 湛江民航机场等重点项目ꎬ 城市建设区限定在港口所在地的

霞山区ꎮ 编制实施 «１９５５~ １９７５ 年城市总体规划»ꎬ 城市性质为 “海港城市”ꎮ 这个

规划确定ꎬ 城市建设以港口所在地西营 (今霞山) 为中心ꎬ 城市人口规模 １０ 万人

(指霞山城区人口)ꎬ 规划区范围 ２２ ３ 平方千米ꎬ 提出 “发展西营ꎬ 利用赤坎” 的城

市建设方针ꎬ 在市中心设置城市广场 (今人民广场)ꎬ 确定霞山城区环型加放射状的

路网结构ꎬ 并形成解放大道和人民大道呈十字交叉的两条城市中轴线ꎮ
城市规划的重点ꎬ 安排军事和生产占用海岸线ꎮ 规划年限为 ２０ 年ꎬ 规划人口 １０

万人ꎬ 规划用地 １３ 平方千米ꎮ 在这个规划指导下ꎬ 经过 ２０ 年建设ꎬ １９７５ 年ꎬ 市区

建成区面积 １９ ３ 平方千米 (含赤坎)ꎬ 城市非农业人口 ２１ １５ 万人 (其中ꎬ 规划区

霞山城区人口 １１ ５８ 万人ꎬ 霞山建成区扩大 １ ０９ 平方千米)ꎬ 工业总产值 ２７０１１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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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ꎮ 港口、 铁路和城

区道路骨架ꎬ 以及码

头仓库区、 工业区及

生活居住区等规划目

标基本实现ꎮ 经过实

践检验ꎬ 这个规划所

规定的城市性质、 人

口规模是符合实际

的ꎬ 城市布局是合理

的ꎬ 对发展工农业生

产以及城市建设起到

积极的指导作用ꎮ 但

不足之处是ꎬ 市政设

施建设标准定得较

低ꎬ 如城市道路宽度

偏窄ꎬ 下水道污水直

接排入海湾ꎬ 且忽视

赤坎区的规划建设ꎮ
第二次是 １９７３

年ꎬ 周恩来总理提出

“三 年 改 变 港 口 面

貌”ꎬ 湛江港开展大

规模扩建改造ꎬ 湛茂

输油管道、 南海石油

湛江基地、 湛江远洋

渔业基地等重大项目

也相继列入建设计

划ꎬ 促使湛江市及坡

头区得到发展ꎬ 增加

以南油基地为主体的

坡头组团ꎮ 这些项目的选址ꎬ 都超出初步规划原定的范围ꎬ 于是编制第二个城市规划

«１９７５~１９８５ 年总体规划»ꎮ 这个规划的编制ꎬ 是以海岸线使用分配规划为基础础的ꎬ
规划的年限为 １０ 年ꎬ 城市性质依然定为 “海港城市”ꎬ 城市人口规模为 ３０ 万人ꎬ 根

据城市特点和重点项目的分布ꎬ 采用组团式布局形式ꎬ 各组团之间用干道相连ꎮ 这有

利于维护生态环境ꎬ 减少密集城市的交通压力ꎮ 经过 １０ 年的规划建设ꎬ 到 １９８５ 年市

区人口已达 ３３ ５５ 万人ꎬ 建成区面积达 ３１ ２０ 平方千米ꎬ 以南油基地为主的坡头组团

基本建成ꎬ 调顺组团已初具规模ꎬ 基本实现规划目标ꎮ ８０ 年代初ꎬ 珠江电影制片厂

拍摄电影片 «今日湛江»ꎬ 曾记录当时湛江市工农业、 城市建设的一派兴旺景象ꎬ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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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曲唱道: “湛江啊、 富绕美丽的好地方ꎮ” 此时的湛江令世人瞩目ꎮ 但是ꎬ 因经验

不足ꎬ 城市规划建设存在不少问题ꎬ 海岸线全部分配完ꎬ 没留有余地ꎬ 后续建设得不

到海岸线安排ꎻ 生活休闲用的海岸线不足ꎬ 组团内商业服务设施不配套ꎬ 居民住宅仍

挤在老城区ꎮ 此外ꎬ 将港湾东西两岸海岸线全部分完ꎬ 使确需海岸线使用的后续建设

项目无法安排ꎬ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建设与景观ꎮ
第三次是 １９８４ 年ꎬ 湛江市列为全国 １４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ꎬ 兴办经开区ꎻ 湛江

市与湛江地区合并升格为地级市ꎬ 市域面积扩大ꎻ 同时ꎬ 上一版 «湛江市 １９７５~１９８５
年城市总体规划» 的实施年限将至ꎮ 有鉴于此ꎬ 市政府决定开展第三次城市总体规

划 «湛江市 (１９８６~２０００ 年) 城市总体规划» 编制工作ꎮ 这次总规ꎬ 对于湛江城市

结构ꎬ 进行三个方面调整: 一是根据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及改革开放形势的

要求ꎬ 确定城市性质为 “以发展工业为中心ꎬ 贸易为导向ꎬ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

第三产业ꎬ 努力实现城市功能的多元化ꎬ 把湛江建设成为经济繁荣ꎬ 布局合理ꎬ 环境

净美ꎬ 具有热带风光的现代化海港城市”ꎮ 按照规划要求ꎬ 充分发挥铁路、 港口的优

势ꎬ 提高城市经济辐射力ꎮ 规划年限为 １５ 年ꎬ 规划区范围 ５８~６８ 平方千米ꎬ 城市人

口规模 ５５~６５ 万人ꎬ 社会总产值 １０５~１２０ 亿元ꎬ 其中工业总产值 ６０~８０ 亿元ꎮ 二是

从编制经开区规划入手ꎬ 要求在开发区的规划布局、 主要路网骨架基本确定后ꎬ 再开

展总体规划编制工作ꎬ 这对湛江

经济技术区的建设发展起到重要

指导作用ꎮ 三是在前两次总体规

划划的基础上ꎬ 规划重点安排环

海湾组团布局ꎬ 形成霞山、 赤

坎、 调顺、 开发区和坡头五个组

团ꎬ 环海湾分布ꎬ 互有城市干道

相连ꎬ 首次明确提出规划建设湛

江海湾过海通道 (考虑台风的影

响及海上通航要求ꎬ 当时规划中

提出过海隧道方案)ꎬ 并在规划

图中确定隧道位置及走向ꎬ 及与

之相连接的人民大道、 乐山大道

的位置及走向ꎬ 后来ꎬ 在原隧道

位置上采用跨海大桥方案ꎮ 开发

区与霞山、 赤坎组团之间分别有

两条沿绿塘河和文保河分布宽

３００ｍ ~ ８００ｍ 的绿带 (含农田、
林地) 相隔ꎬ 并规定这些绿带的

山坡造林ꎬ 农田仍种农作物ꎬ 保

留田园风光ꎬ 不得作建筑或作农

林业种植之外用途ꎬ 后来预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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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绿带被建设为东菊公园、 银帆公园、 南国热带花园和菉塘河国家湿地公园ꎮ 同时ꎬ
各组团都有各自侧重的功能ꎬ 以此组成城市有机整体ꎮ 对海岸线规划安排作适当调

整ꎬ 增加观海、 游览的生活岸线ꎬ 有利于改善城市沿海景观ꎮ 规划的路网骨架比较完

整ꎬ 城市主干道路形成三纵 (人民大道、 椹川大道、 海滨大道) 四横 (北站路接体

育南路、 乐山大道、 龙潮路、 菉塘路) 网络ꎬ 将开发区与霞山、 赤坎三个组团紧密

连接起来ꎮ 规划的主要特点ꎬ 是各个专项规划如道路交通、 园林绿化、 给水排水、 供

电、 通讯、 公共建筑等都制定得比较具体详细ꎬ 并首次制定环境保护规划ꎬ 为改善湛

江市的城市面貌和投资环境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ꎮ 这个规划到 １９９０ 年ꎬ 市区建成区

面积 ３３ ３５ 平方千米ꎬ 非农业人口 ４０ １ 万人ꎬ 初步成为布局合理、 经济繁荣、 环境

优美、 具有热带风光的现代化海港城市ꎮ 不足之处ꎬ 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ꎬ 依然是以

海湾西岸的主城区为主ꎬ 呈南北向单一轴线发展ꎬ 各组团发展不均衡ꎮ
第四次是 １９９４ 年ꎬ 鉴于 １９８９ 年成立市城市规划局ꎬ 总规修编工作由市城市规划

局负责ꎬ 市城建局协助配合ꎬ 主要是负责编制市政、 园林、 公用、 环卫的专项规划ꎮ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 １ 日ꎬ 新中国第一部城市规划专业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颁布施行ꎬ 标志着中国在城市规划法制建设上迈进一大步ꎮ 同时ꎬ 广东省政府批准建

立湛江东海岛经济技术开发试验区ꎬ 并将东海岛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范围ꎮ 为全面贯彻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ꎬ 市政府决定开展 «湛江市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 年城市总

体规划» 编制工作ꎮ 该规划年限为 １５ 年ꎬ 人口规模 １１０ 万人ꎬ 用地规模 １１０ 平方千

米ꎬ 从而确定 “以湛江港湾为中心的 ‘一港两岸三片’ 环海湾组团式结构”ꎮ 这个规

划的重点ꎬ 是建设湛江海湾大桥ꎬ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动工ꎬ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建成通车ꎬ
结束广东省最后一个地级市 “摆渡过海” 的历史ꎬ 也改变湛江市 “一湾两岸” 长期

分割式ꎬ 以海湾西岸主城区南北向单一轴线发展的状况ꎬ 使城市呈东南西北各方向均

衡协调发展ꎬ 有利于推动海湾东岸开发建设ꎬ 从而拉开城市发展空间架构ꎬ 实现

“一湾两岸” 城市空间布局战略ꎮ 然而ꎬ 这个规划最大不足ꎬ 是没有充分考虑进入汽

车时代的交通需求ꎬ 市区平面交叉路口规划落后ꎬ 把斜交交叉口的最小交叉角定为

４５°ꎬ 拟定得太小ꎬ 参考各国文献宜改为 ７０°ꎻ 交叉路口右转弯应提前设置辅道ꎬ 让车

流进入辅道顺利右转ꎬ 减少路口车辆拥堵、 停留ꎻ 特别是设置道路外侧规划用地建筑

物机动车出入口ꎬ 无异于在干路两侧增加交叉口ꎬ 多处大体量高层建筑占用主干道交

叉路口ꎬ 给人 “高楼压顶” 的压迫感ꎬ 不仅造成空间视角狭窄ꎬ 还是造成主干道交

通拥堵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第五次是 ２００５ 年ꎬ 编制 «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０５ ~ ２０２０ 年»ꎬ 实施至 ２０１３

年ꎬ 时间上调整为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２０ 年ꎬ 这次规划正在实施中ꎮ 依据本次总体规划:
１ 城市性质

湛江市是广东省域副中心ꎬ 粤西及环北部湾经济圈的中心城市ꎬ 其特殊的地理位

置及经济发展前景决定湛江市今后仍将保持省域副中心的地位ꎻ 湛江港是华南第三大

港ꎬ 是华南西部地区的主要枢纽港ꎬ 大西南的主要进出口岸ꎻ 湛江是广东省的新兴重

化工业基地ꎬ 是以发展钢铁、 石化、 轻工、 旅游和国际贸易为主的具有北热带风光的

现代化港口工业城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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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城市总体规划范围

调顺岛以北的海湾 (包括五里山港海岸线及陆域 ５００ 米———此地段属遂溪县管

辖)ꎬ 团结大堤、 双港、 陈村、 新坡、 赤岭、 新屋、 长布、 麻章镇区ꎬ 沿麻东大道以

东ꎬ 三岭山森林公园、 交椅岭、 湖屋村、 湖光岩、 下村岭、 塘北村、 黎屋村至海边ꎮ
坡头区龙王海湾 (柴埠江)、 龙王围、 扫广屋、 山芝澳、 老扬村、 兰妙村、 李丰村、
黄屋南、 南三河、 南三岛黄村至禾坡村以西ꎬ 南三岛线纵深 ５００ 米陆域ꎬ 特呈岛、 硇

洲岛和东海岛全部ꎮ 规划区面积 １５００ 平方千米ꎮ
３ 城市规模

城市人口规模

根据 «广东省城镇体系规划»ꎬ 湛江市作

为广东省西翼的中心城市ꎬ ２０１０ 年城市常住

人口规模在 １５０ 万人ꎬ 与东翼的中心城市汕

头的规模相当ꎬ 根据湛江市城镇体系规划ꎬ
２０１０ 年湛江市区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市城镇总

人口的 ３５％ꎬ 为 １５０ 万人ꎮ 因此本次总体规

划确定: 中心城区人口按近期 ８５ 万左右ꎬ 中

期 １００~１１０ 万ꎬ 远期按 １５０ ~ １７５ 万控制ꎮ 主

城地区远期按 ２００~２３０ 万人进行控制ꎮ
城市用地规模

城市用地现状ꎬ 湛江市城市建设用地

７１ ０２ 平方千米ꎮ
根据国家城市建设用地强制性标准ꎬ 确

定近期城市建设用地 １１４ ５ 平方千米ꎮ
远期城市建设用地 ２００ 平方千米ꎮ
４ 城市空间结构

城市空间以 “南拓、 东进、 北联、 西优” 为发展方向ꎬ 新区开发与旧城更新并

举ꎬ 推进城区扩容提质、 拥湾发展ꎬ 构建 “一湾、 两岸、 四轴、 五岛、 六中心、 七

组团” 的生态型海湾城市新格局ꎮ
(１) “一湾”: 环湛江湾城市核心功能区ꎬ 沿湾布局行政办公、 商务、 商业、 文

化、 体育、 教育和旅游服务等市级公共服务设施ꎬ 沿海湾打造连续的绿化休闲空间ꎬ
体现湛江海湾城市特色ꎮ

(２) “两岸”: 以湛江湾为界ꎬ 包括海湾西岸、 海湾东岸ꎮ
(３) “四轴”: 东进城市发展轴、 南拓产业发展轴、 西优综合发展轴和北联同城

化发展轴ꎮ
(４) “五岛”: 东海岛、 南三岛、 特呈岛、 硇洲岛和南屏岛等五个岛屿ꎬ 培育国

际滨海旅游示范区ꎮ
(５) “六中心”: 六大市级专类公共服务中心ꎬ 包括商务中心、 体育中心、 文化

中心、 教育中心、 行政中心和交通枢纽中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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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七组团”: 围绕湛江海湾形成七个城市功能组团ꎬ 包括海湾西岸的麻章－赤

坎组团、 霞山组团、 宝满港区产业组团ꎬ 海湾东岸的海东新区组团、 坡头功能组团、
南三岛旅游服务组团ꎬ 以及海湾南岸的东海岛工业新城组团ꎮ

这个规划ꎬ 布局城市七大组团结构ꎬ 虽然城市空间拓展了ꎬ 市区许多交叉路口也

作了渠化处理ꎬ 但主干道交通拥堵仍没有得到解决ꎮ
纵观湛江城市发展历程ꎬ 规划工作从无到有ꎬ 由小到大ꎬ 规划过程从单纯物质规

划转向综合规划ꎬ 从初期学习苏联、 波兰等国家的城市规划经验ꎬ 仅仅关注霞山中心

城区的规划转向关注区域、 市域统筹的规划ꎬ 从功能分区转向组团式发展ꎬ 从单边滨

海布局转向 “跨海环湾” 区域拓展ꎬ 湛江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逐步走向成熟ꎮ 历

次城市总体规划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ꎬ 顺应时代和形势发展需要而组织编制的ꎬ
曾为湛江市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建设提供服务ꎬ 对城市建设起到重要的指导作

用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在历次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ꎬ 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发建设ꎬ 湛江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ꎬ 市区道路、 绿化、 星级酒店、 写字楼、 房地产开发、 工业园区和

重大项目的建设ꎬ 都倾注湛江城市规划建设者的心血ꎬ 随着一幅幅的规划蓝图变成现

实ꎬ 使湛江从一个小渔村、 商埠发展成为一座工业港口城市ꎬ 建设成为一个美丽的海

滨城市ꎮ 到 ２０１７ 年末ꎬ 城市建成区面积约 １１０ ６９ 平方千米ꎬ 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取

得显著的成绩ꎬ 市容市貌大为改观ꎮ 人民大道改造工程荣获国家市政工程 “金杯

奖”ꎻ 绿塘河湿地公园成为省内首个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ꎻ 南国热带花园成为省内

宜居环境奖ꎻ 数字地理空间框架建设被国家批准为试点城市ꎮ
湛江百年规划史证明ꎬ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ꎬ 需要解决的城市问题也各不相同ꎬ 只

有与时俱进ꎬ 根据城市发展的现实态势ꎬ 不断调整和发展规划思想ꎬ 才能作出最佳的

规划选择ꎮ

第四节　 城市专项规划

１９８９ 年ꎬ 成立市城市规划局ꎬ 原市城建局负责城市总体规划职能和规划科全体

人员及办公室设备ꎬ 一并划转给市城市规划局ꎮ 市城建局只负责组织编制市政建设、
公用事业、 园林绿化、 环境卫生等专项规划ꎮ 从 ９０ 年代起ꎬ 组织编制 «湛江市环卫

规划» «湛江市公共交通规划» «湛江市园林绿化规划» 等三个专项规划ꎬ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由市规划评审委员会召开会议进行评审ꎬ 原则同意这三个专项规划和南调区、 麻斜

区两有个控制性详细规划ꎬ 并提出具体评审意见ꎬ 由各编制单位根据评审意见ꎬ 对规

划进行修改补充、 完善后ꎬ 按规定提交正式成果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后实施ꎮ
由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院编制的 «湛江市区环境卫生规划»ꎬ 基本达到规

划深度要求ꎮ 但是ꎬ 有关环卫管理方面的内容需进一步充实、 深化ꎬ 特别是对控制垃

圾源问题应提出具体方案ꎻ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其选址在该规划中应加以考虑ꎻ
近期环卫规划中应具体列出实施项目ꎬ 以增强规划的可操作性ꎮ

由武汉城市建设学院编制的 «湛江市公共交通规划» 内容丰富ꎬ 可操作性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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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家有关规范要求ꎮ 但是ꎬ 该项规划先于湛江江市市区道路交通规划编制ꎬ 应与

即将编制的湛江市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相协调后ꎬ 一起纳入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ꎻ 由于

湛江市是海港城市ꎬ 内港公共轮渡交通特别重要ꎬ 建议增加这方面的内容ꎻ 考虑到目

前湛江市公共交通尚不发达ꎬ 建议市政府将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纳入政府统一管理ꎬ 并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ꎮ
由广东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 «湛江市园林绿化规划»ꎬ 规划的结构、 布

局合理ꎬ 面上规划比较全面ꎬ 点上规划、 特色规划、 人口密集区规划以及主体规划、
树种选择方面需进一步深化、 完善ꎮ 建议用法定图则形式严格控制绿化岸线的长度和

宽度ꎻ 同时规划中应该恢复和控制城市组团之间的绿化隔离带ꎮ
经过 １０ 年规划建设ꎬ 湛江城市的市政、 公用、 园林、 环卫等专项规划建设得到

实施ꎬ 目标基本实现ꎮ 但由于城市专项规划工作在湛江市起步较晚ꎬ 各专项规划由哪

些方面构成ꎬ 包括哪些类型ꎬ 各类型、 各层次的规划其内容和深度要求如何ꎬ 虽然有

一定的实践和理论基础ꎬ 但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ꎬ 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ꎬ 市城建局

陆续组织多次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ꎮ

一、 «湛江市城市公共交通规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 »

城市公共交通ꎬ 是国民经济具有全局性、 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ꎮ 城市公共交通

运载量大ꎬ 占用道路面积少ꎬ 是效率最高的城市客运交通方式ꎮ 在 １９９５ 年中国城市

交通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发表的 “北京宣言” 中ꎬ 已进一步明确 “优先发展公共交

通” 的政策ꎮ 长期以来ꎬ 湛江市公共交通发展比较缓慢ꎬ 特别是 ８０ 年代后出现国营

与民营争抢客源的恶性竞争ꎬ 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萎缩现象ꎮ 公共交通效率的降低ꎬ
更进一步刺激摩托车搭客的迅猛发展ꎬ 造成道路拥塞ꎬ 事故频发ꎮ 这种状况与湛江市

沿海开放城市的形象ꎬ 与湛江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ꎬ 与城市居民

和外来流动人口急剧增加的交通需求ꎬ 与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地位相距甚远ꎮ 因此ꎬ 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ꎬ 从湛江市的实际情况出发ꎬ 编

制好公共交通规划ꎬ 指导湛江市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ꎬ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ꎮ
基于以上考虑ꎬ 市城建局于 １９９３ 年经报市政府批准ꎬ 立项编制湛江市公共交通

规划ꎬ 于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正式委托武汉城市建设学院规划设计院交通工程研究所和湛江

市城建设计室共同承担这一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ꎮ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完成编制 «湛江市城

市公共交通规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 评审稿ꎬ 这是湛江市第一次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ꎮ
１ 规划年限: １０ 年ꎬ 至 ２０１０ 年ꎮ
２ 规划目标: 市区公共交通实施 “纵向贯通ꎬ 横向包络” 的运营线路架构ꎮ

(一) 线网布局方面

沿城市主要客运交通走廊ꎬ 在道路条件允许的主干道上ꎬ 开辟公交专用道ꎬ 布设

大容量快速公交专用线ꎬ 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来满足城市组团间的主要客运需求ꎮ 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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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应依据道路通行能力合理地安排客运能力ꎬ 并力求各条线路的客运能力与沿线客

流量相协调ꎬ 以充分发挥公交设施的运输效率在公交线路经过的路段、 路口ꎬ 应尽量

消除非交通因 (如占道停车、 摆摊等) 的干扰ꎬ 提高道路行车速度ꎻ 在无信号灯控

制的次要路口ꎬ 尽量实行公交车优先通行ꎮ
线网布局应着重于市区公交线路的调整ꎬ 提高市区线网密度ꎬ 降低线路非直线系

数ꎬ 缩短公交出行时耗ꎬ 同时兼顾与市郊集镇之间的公交线路 (包括海上轮渡线)
联系ꎮ

线网布局的主要目标是: 形成以联系组团间快速线为主千ꎬ 市区线为基本网络ꎬ
市郊线紧密衔接的层次合理的公交线网ꎮ

(二) 场站规划方面

停靠站应布置合理ꎬ 实用美观ꎮ 主要干道上尽量采用港湾式停靠站ꎬ 尤其在道路

平交口布置停靠站时ꎬ 应避免设在进口排队车道长度之内ꎮ
综合场站、 首末站或枢纽站应分片布局ꎬ 方便生产与管理ꎬ 规划用地应在分期建

设的原则下ꎬ 留有充分的发展余地ꎮ
３ 主要技术指标

在城市主要客运交通走廊上布设公交专用道ꎬ 行驶车速提高到 ３０~４０ｋｍ / ｈꎻ
市区平均线网密度ꎬ 近期达到 ３. ０ ~ ３. ５ｋｍ / ｋｍ２ꎬ 远期接近 ４. ０ｋｍ / ｋｍ２ꎬ 城市

边缘郊区不低于 ２. ０ｋｍ / ｋｍ２
市区公交最大出行时耗ꎬ 近期不超过 ４０ 分钟ꎬ 远期不超过 ３５ 分钟

公交线路非直线系数不大于 １. ４
公交停靠站服务半径按 ３００~５００ｍ 考虑ꎬ 相应的公交停靠站服务半径覆盖面积率

(以下简称覆盖率) 分别达到 ５０~９０％
换乘集中的平交口停靠站间ꎬ 换乘步行距离控制在 ５０ｍ 以内ꎬ 立体交叉口停靠

站间ꎬ 换乘步行距离控制在 １５０ｍ 以内ꎻ
大容量快速公交线路的停靠站ꎬ 平均站距为 １００ ~ １５００ｍꎬ 少量站距允许达到

２０００ｍꎻ 其它线路停靠站平均站距为 ５００~８０ｍꎬ 市中心区不小于 ４００ｍꎮ
４ 规划成果要求

湛江市公共交通规划的编制ꎬ 应吸收国内外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的成功经验ꎬ 依据

国家公交行业技术规范、 标准、 方针、 政策ꎬ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ꎬ 按照城市公

共交通规划编制的通用程序和格式ꎬ 适当引进最新科研成果ꎬ 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和

规划ꎮ 采用的技术经济指标ꎬ 政策描施应具有先进性和可操作性ꎬ 提供的规划成果力

求内容完整ꎬ 图纸齐全ꎮ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ꎬ 经湛江市规划评审委员会召开专家评审会议ꎬ 作出评审意见: 该

规划内容丰富ꎬ 可操作性强ꎬ 符合国家有关规范要求ꎮ 但是ꎬ 该项规划先于湛江江市

道路交通规划编制ꎬ 应与即将编制的湛江市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相协调后ꎬ 一起纳入湛

江市城市总体规划ꎻ 由于湛江市是海港城市ꎬ 内港公共轮渡交通特别重要ꎬ 建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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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内容ꎻ 考虑到目前湛江市公共交通尚不发达ꎬ 建议市政府理顺管理体制ꎬ 将城

市公共交通规划纳入政府统一管理ꎬ 并优先发展公共交通ꎮ
这个规划的实施ꎬ 虽然受到当时道路建设滞后的影响ꎬ 但为后来城市建设和公共

交通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理论指引ꎬ 如首次提出湛江主城区道路 “纵向贯通ꎬ 横向

包络” 的概念ꎻ 开辟公交专用道ꎻ 公交车优先通行ꎻ 港湾式侯车站等ꎬ 如今在人民

大道、 椹川大道、 海滨大道 “白改黑” 工程和乐山大道、 体育南路等横向疏通拓展

道路改造中ꎬ 都有比较好的借鉴运用和体现上述规划原理ꎮ

二、 «湛江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年) »

湛江是一座 “临海而建” “因绿而兴” 的热带海滨城市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历届

市政府都很重视城市园林绿化建设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掀起过园林绿化建设高潮ꎬ 城

市绿化工作取得骄人成绩ꎬ 在全国城市中脱颖而出ꎬ 最早获得 “花园城市” 的美誉ꎬ
得到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ꎮ 文革后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ꎬ 城市园林绿化建设长期停

滞不前ꎮ 至改革开放后ꎬ 湛江城市绿化才被重新摆上日程ꎬ 加强全民义务植树ꎬ 成为

全省首个 “绿化达标城市”ꎬ 基本完成 ９０ 版 «湛江市园林绿化规划» 的目标任务ꎮ
但这个绿化规划ꎬ 在实施管理中存在着依据不足、 有效性差和绿化规划没能与城市规

划和具它相关规划有效协调与衔接好ꎬ 需要从规划编制、 严格控制用地范围、 规范规

划审批程序、 完善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加强调整ꎬ 以此来建立法制化、 系统化、 信息

化以及公众参与的绿化规划实施管理新机制ꎬ 急需编制新的绿化发展规划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市政府提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目标ꎬ 为全面贯彻国务院 «城市绿化

条例» 和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

例»ꎬ 科学指导城市园林绿化建

设ꎬ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ꎬ 市规划

国土资源局和市市政园林局委托

湛江市规划勘测设计院、 中山大

学规划设计研究院、 安徽省城乡

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合作编制

«湛江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ꎬ 并

与 «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 修编

工作同步推进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ꎬ
市政府批准实施这个绿地系统规

划ꎮ
规划期限: ２００２ ~ ２０２０ 年ꎮ

其中近期为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 年ꎬ 中期

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ꎬ 远期为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ꎮ 规划范围: 城市规划建

设用地近期为 ８７ 平方千米ꎬ 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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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　　
为 ２４５ 平方千米ꎻ 城市规划区总面积为 １６００ 平方千米ꎮ

规划目标: 因地制宜保护自然生态环境ꎬ 努力提高城市绿地建设水平ꎬ 以生物多

样性保护为基础ꎬ 以地带性植物为特征ꎬ 形成以乔木为主体ꎬ 乔、 灌、 藤、 草相结合

的多层次群落结构ꎬ 构建生态健全ꎬ 景观优美、 舒适宜人、 城乡一体化的生态绿地系

统ꎬ 使湛江成为中国大陆最南端的热带园林城市ꎮ
规划指标: 近期 ２００５ 年ꎬ 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３５％以上ꎬ 绿化覆盖率达到 ４０％以

上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１０ 平方米以上ꎬ 城市中心区人均公园绿地达到 ６ 平方米

以上ꎻ 创建 “国家园林城市” 和 “环保模范城市”ꎮ 中期 ２０１０ 年ꎬ 建成区绿地率达

到 ３８％以上ꎬ 绿化覆盖率达到 ４３％以上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１２ 平方米以上ꎬ 城

市中心区人均公园绿地达到 ８ 平方米以上ꎻ 建成完善的城市绿地系统ꎮ 远期 ２０２０ 年ꎬ
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４０％以上ꎬ 绿化覆盖率达到 ４５％以上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１５
平方米以上ꎬ 城市中心区人均公园绿地达到 １０ 平方米以上ꎻ 形成功能完善、 景观优

美的生态城市格局ꎮ
这个规划的实施ꎬ 市政府加大对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力度ꎬ 近期每年新增绿地 １００

公顷ꎬ 使城市景观面貌焕然一新ꎬ 全市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ꎬ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也因此得到有效促进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湛江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３７ ８４％以上ꎬ 绿化覆盖率

达到 ４１ ８２％以上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１３ ９４ 平方米ꎬ 以上三项指标及附加要求ꎬ
均符合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ꎬ 成功摘取 “国家园林城市” 金牌ꎮ 由于城市总体规划

调整ꎬ 市政府适时提出创建生态园林城市的目标ꎬ 从 ２０１１ 年起ꎬ 湛江市城市绿地系

统规划进行修编调整ꎬ 务求使绿化规划实施进展顺利ꎮ

三、 «湛江市市区环境卫生专项规划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

环境卫生是衡量城市文明程度与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ꎬ 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组

成部分ꎮ “十五” 期间ꎬ 基本实现 ９０ 版 «湛江市环卫规划» 的目标ꎬ 先后创建 “广
东省卫生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ꎬ 市区环境卫生状况明显改

善ꎮ 但市区环境卫生仍有许多死角ꎬ 管理工作不尽人意ꎬ 加上 ９０ 版环卫规划存在许

多不足ꎬ 在编制层次和编制深度、 规划技术标准指导性不够、 缺少规划编制纲要性文

件、 规划缺少操作性和弹性、 规划实施时序与城市建设不协调等现状问题ꎬ 需要重新

编制规划ꎬ 指导环卫开展工作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国家建设部、 环保总局和科学技术部联合颁发 «全国城镇环境卫生

“十一五” 规划»ꎬ 湛江市适时启动、 部署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ꎮ 为全面贯彻落实

«全国城镇环境卫生 “十一五” 规划» «城市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ꎬ
确保创卫工作顺利进行ꎬ 改善人居环境ꎬ 市城建局委托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和湛

江市规划勘测设计院合作ꎬ 共同编制 «湛江市市区环境卫生专项规划 ( ２００９ ~
２０２０) »ꎮ 在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指导下ꎬ 制订与垃圾处理相关的专业规

划ꎬ 以确定不同时期环境卫生发展战略目标、 控制性指标和具体实施措施ꎬ 明确湛江

市环境卫生发展方向和步骤ꎬ 合理确定垃圾设施布局和规模ꎬ 以便在全市范围内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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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规范、 有序地开展环境卫生工作ꎬ 提高环境卫生整体水平ꎬ 提升环境品质、 城市

文明形象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 市政府批准实施 «湛江市市区环境卫生专项规划 (２００９ ~
２０２０) »ꎮ 该规划重点区域为湛江市中心城区ꎬ 对市区内其他区域 (乡镇) 进行指导

性规划ꎮ 规划期限为近期: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ꎬ 中期: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ꎬ 远期: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ꎮ

规划目标及指标:
１ 总体目标

以保障城市居民生活环境为目的ꎬ 以建设 “大西南的南中国门户城市、 环北部

湾中心城区” 为动力ꎬ 完善湛江市市区环境卫生行业管理体制ꎬ 强化环境卫生社会

化服务功能ꎬ 创造一个清洁、 卫生、 健康、 安全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ꎬ 力争用 ３~５
年时间ꎬ 使湛江市市区环境卫生水平领先广东省平均水平ꎬ 中远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ꎮ

２ 具体指标

(１) 近期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中心城区 ９５％的城市化区域和 ８０％的乡镇地区实现垃圾密闭化运输ꎻ 生活垃圾

中转运输系统科学先进ꎬ 中心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１００％ꎬ 乡镇生活垃圾

集中处理率达 ５０％ꎻ 环境卫生设施满足需求ꎻ 各类不达标垃圾场得到治理ꎻ 其它固废

收集、 再生利用系统逐步建立ꎮ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覆盖率达到 １００％ꎬ 城市道路机械

化清扫率达 ６０％ꎬ 乡镇和农村地区道路保洁管理逐步规范ꎮ 中心城区组团的公共厕所

布局合理ꎬ 数量达到国家标准ꎻ 乡镇地区公共厕所布局基本合理ꎮ 中心城区粪便集中

处理率达到 ９８％ꎮ
(２) 中期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
实现生活垃圾密闭化运输ꎬ 完成生活垃圾收运城乡一体化进程ꎻ 完善生活垃圾转

运体系ꎻ 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 ４０％ꎻ 建成餐厨垃圾、 建筑垃圾的处理

处置体系ꎮ 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 ７０％以上ꎻ 已建区域补建设、 新建区域配建公

厕ꎬ 使之达标ꎻ 更新补充环卫装备ꎬ 提高环卫水平ꎮ
(３) 远期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城市化区域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 ８０％ꎻ 基本建立乡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体

系ꎮ 生活垃圾和粪便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１００％ꎬ 实现垃圾和粪便处理密闭化、 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ꎻ 全面建立特种固废收运处理体系ꎻ 公共厕所布局合理、 文明卫生、
方便适用ꎮ 完善环境卫生法律、 法规、 标准体系ꎬ 全面开放环境卫生作业和设施运营

市场化ꎬ 健全社会依法监督机制ꎮ
这个规划实施 ６ 年ꎬ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通过高起点、 高标准、 高质量的创卫活动ꎬ

使湛江提高城市管理水平ꎬ 在爱国卫生组织管理、 健康教育、 市容环境卫生、 环境保

护、 公共场所和生活饮用水卫生、 食品安全、 传染病防治、 病媒生物防制、 单位和居

民区卫生、 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卫生等 １０ 个方面基本达到 «国家卫生城市标准»ꎬ
成功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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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　　 四、 «湛江市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专项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

为提升湛江市市区生活垃圾资源化、 减量化、 无害化管理水平ꎬ 加快推进循环和

低碳经济发展ꎬ 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湛江市市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要求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委托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ꎬ 编制 «湛江市市区生活

垃圾分类专项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 及 «湛江市市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ꎮ 经过

多方调研、 借鉴先进城市的做法ꎬ 并征求各方意见ꎬ 草拟形成技术研究文稿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顺利通过专家评审会ꎮ 评审会由局党委委员、 副调研员张献红主持ꎬ 由

来自上海、 广州和本市 ５ 位专家 (高级职称) 组成评审小组进行评审ꎬ 各区政府

(管委会)、 市直相关职能单位和本局相关业务科室ꎬ 以及规划编制单位上海环境卫

生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共 ３０ 余人参加ꎮ
规划地域范围包含湛江市区及各县 (市) 城乡规划区ꎬ 规划年限到 ２０３０ 年ꎮ 该

«规划» 目标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全市初步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运输、 处理系统ꎬ 设

施建设配置基本完备ꎬ 达到省内较高水平ꎬ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１００％ꎬ
农村生活垃圾有效处理率达到 ９０％以上ꎮ 基本形成政府宏观调控、 分层实施的环卫行

政管理体系与有序、 有效竞争的作业 (服务) 市场体系ꎮ 建立环境卫生管理信息系

统ꎬ 完善环境卫生管理服务水平ꎻ 建立比较完善的应急处理系统ꎬ 能应对环境卫生突

发事件ꎮ 为今后全市市域城乡环境卫生快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ꎮ
专家组通过认真评审ꎬ 认为该 «规划» 内容比较全面ꎬ 达到国家有关专项规划

深度要求ꎬ 并就有关内容提出修改、 补充意见ꎬ 专家组原则上通过该 «规划»ꎬ 修改

完善后ꎬ 上报市政府审批实施ꎮ

五、 «湛江市中心城区排水工程专项规划»

城市排水ꎬ 是一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基础设施工程ꎬ 是城市现代化的具体

体现ꎬ 对提高人民生活质量ꎬ 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ꎮ 为

应对湛江更长远的发展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组织编制 «湛江市中心城区排水工程专

项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３０ 年) »ꎮ 本次规划是湛江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以总体规

划为基础ꎬ 对城区现有雨、 污水状况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ꎬ 对排水系统做更深入全

面的专项规划ꎬ 满足湛江市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ꎬ 该规划项目组经过认真详尽的现场踏勘和资料收集整理ꎬ 组织多

次项目方案筛选和论证ꎬ 同时与市住建局、 规划局、 环保局、 污水处理厂等部门多次

沟通ꎬ 完成本次规划成果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市政府批准实施这个专项规划ꎮ
规划范围: 本排水规划编制范围重点为湛江市中心城区ꎬ 包括湛江市辖区行政管

辖范围内的 ２２ 个街道办事处ꎬ 以及麻章、 湖光、 东山、 东简、 南三、 坡头等镇

(街) 的部分地区ꎬ 总面积约 ５６１ ４ 平方千米ꎬ 其中陆域面积 ３８８ ９ 平方千米ꎬ 海域

面积 １７２ ５ 平方千米ꎮ 同时兼顾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已编制或正在编制的总体规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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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区域ꎮ
规划期限: 近期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ꎻ 远期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ꎻ
规划目标

(一) 雨水工程目标

１ 近期目标 (２０２０ 年)
◆新区开发后综合径流系数不高于 ０ ５ꎻ 旧城改造后不高于 ０ ６ꎻ
◆开展地表径流控制和雨水资源化综合利用试点工程ꎻ
◆完成现状内涝黑点整治工程ꎻ
◆完成内河水系治理工程ꎬ 使其防涝能力达到 ３０ 年一遇标准ꎮ
◆完善内涝预警系统ꎬ 提高应急抢险能力ꎮ
２ 远期目标 (２０３０ 年)
◆新开发区综合径流系数不高于 ０ ５ꎻ 旧城区综合径流系数不高于 ０ ７ꎻ
◆逐步实现地表径流控制和雨水资源化综合利用ꎻ
◆进一步强化内涝预警及联运机制ꎬ 完善防涝防汛应急体系ꎻ
◆新建地区的硬化地面中ꎬ 透水性地面的比例不应小于 ４０％ꎻ 有条件的片区应对

现有硬化地面进行透水性改建ꎮ

(二) 污水工程目标

１ 近期目标: ２０２０ 年

◆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９０％以上ꎻ
◆建设截污干管ꎬ 加大雨污混接管道的普查及改造力度ꎬ 提高污水收集率ꎻ
２ 远期目标: ２０３０ 年

◆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９５％以上ꎻ
◆进一步完善雨污分流管道建设ꎬ 河涌截污率达到 １００％ꎬ 增强景观河涌水体的

生态功能ꎬ 改善城乡水环境ꎮ
这个规划的实施ꎬ 不仅能够满足城市生活的需要ꎬ 而且有适度超前的规划考虑ꎬ

为城市未来发展提供充分的支撑ꎮ 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市区建成赤坎、 霞山、 麻章和坡头

四个污水处理厂ꎬ 铺设接纳污水的管网 ２３ ７６ 千米ꎬ 日处理污水能力达到 ４３ 万吨ꎮ
下一步ꎬ 将加快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建设步伐ꎬ 根据管网现状ꎬ 将湛江市地形图、 行政

图、 排污井、 管井、 雨水管线、 污水管线及各种相关设施等建立系统的电子档案ꎬ 实

行信息化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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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　　
第三章　 市政建设

市政建设ꎬ 是指城市道路、 桥梁、 给排水、 污水处理、 城市防洪、 园林、 道路绿

化、 路灯、 环境卫生等城市公用事业工程建设ꎮ 重点是解决道路交通问题ꎮ

第一节　 城市道路

城市道路可以通达城市的各地区ꎬ 供城市内交通运输及行人使用ꎬ 便于居民生

活、 工作及文化娱乐活动ꎬ 并与市外公路连接负担着对外交通需要ꎬ 是一座城市的

“命脉”ꎬ 是城市活力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支撑ꎮ 区别于公路ꎬ 是解决城市与城市之

间、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交通问题ꎬ 一般缺少市政建设ꎮ

一、 古代道路

(一) 湛江古驿道

古代湛江地处偏僻ꎬ 人烟稀少ꎬ 交通落后ꎬ 墟集、 埠头、 村落之间都是乡间小

道ꎬ 刮风尘土飞扬ꎬ 下雨湿滑泥泞ꎮ 随着农耕和商贸的发展ꎬ 经历漫长的肩挑、 手推

车、 牛车运输时代ꎬ 才逐渐形成公路ꎬ 但仍然是凹凸不平的土路ꎮ 至宋朝ꎬ 谪贬到高

雷琼者更是接连不断ꎬ 被称为 “炎荒” “南蛮” “不毛之地” “日日熏风卷癉烟”ꎬ 是

封建王朝流放谪臣贬官的异域ꎮ 于是出现驿道ꎬ 上贯中原ꎬ 下通琼崖ꎬ 伴随驿道而建

的水陆驿站ꎬ 如赤坎鸡岭、 坡头林胡、 城月调丰等粤西著名的驿站ꎮ
唐宋以后ꎬ 广州到海南岛ꎬ 湛江是陆上的必经之地ꎬ 形成多条水陆交通联运的古

驿道: 广州、 梅菉—坡头麻斜至海头讯—海康、 徐闻ꎬ 乘船渡过海南岛ꎻ 广州、 梧州

—廉江、 遂溪东坡岭、 志满、 库竹—海康、 徐闻ꎬ 相传当年 (公元 １０９７ 年) 苏东坡

从惠州再谪海南岛ꎬ 就是走过这条路线ꎮ 其中ꎬ 赤坎—西营 (今霞山) 是南粤古驿

道中最重要的一段ꎬ 两地相隔 １０ 多千米ꎬ 沿途野岭荒坡ꎬ １９１０ 年广州湾当局将此牛

车路扩建为马车路ꎬ 叫西赤路ꎮ １９１３ 年ꎬ 西赤路扩建为汽车路ꎬ 吴川商人从香港购

回四辆 “脚踏佛” 汽车ꎬ 代替原来的山兜小轿和欧式马车ꎬ 载客往来于西赤两地之

间ꎬ 成为广东南路最早的一条公路ꎬ 也是广州湾进入汽车时代的开端ꎮ 至抗战前期ꎬ
广州湾形成多条陆路交通要道ꎬ 市内已有西营至赤坎ꎬ 西营至太平ꎬ 东营至高岭、 黄

坡ꎬ 赤坎至麻章、 志满ꎬ 以及东海岛内的那简至那河等简易公路ꎮ
【调丰村千年古官道】 南起庄家渡ꎬ 北至调丰村ꎬ 是古代官方军需物资运输、 军

队调防、 官员谪迁、 信件传送等的古驿道ꎬ 它是高脚牛车在长年累月的运输中ꎬ 车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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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古官道

(土话ꎬ 指轮) 在坚硬石头上碾磨过

的 “牛车辙” 痕迹ꎬ 长约 ６０ 米ꎬ 宽

约 ２ １ 米ꎬ 最深处达 ６０ 厘米ꎬ 车辙间

距 １８０ 厘米ꎮ 唐代以来ꎬ 南下雷州ꎬ
北上遂溪的必经路段ꎬ 被称为遂溪南

北要塞 “三十里官道” 中的一段ꎬ
«雷州府志» «遂溪县志» 均有记载ꎮ
相传ꎬ 北宋末年苏东坡 (公元 １０９７
年) 从广州乘船到太平镇通明村港内

海河道ꎬ 就从这里登岸ꎬ 也就是人们

所说的 “千年官道”ꎮ 也有传说苏东

坡走陆路ꎬ 在惠州再贬海南时从广州

乘船到梧州ꎬ 入腾县登陆ꎬ 经容县、
玉林、 陆川进入廉江石角ꎬ 麻章的东

坡岭、 志满ꎬ 下雷城、 徐闻ꎬ 再坐渡

船去海南岛ꎮ 调丰村内现今保存 “东
坡井”ꎬ 附近有 “苏二村”ꎬ 有两种说

法: 一说苏轼两次光临的荔枝村ꎻ 另

一说法ꎬ 苏轼、 苏辙两兄弟会合后一

同走进荔枝村ꎬ 而后得名ꎮ
【赤坎至志满古驿道】 从今南华市场起ꎬ 经鸡岭 (今军分区)、 后何村、 谢家、

坡塘、 英豪到达志满ꎬ 鸡岭是必经之地ꎬ 人来人往ꎬ 逐渐由人迹罕至的荒岭变成热闹

的驿站ꎮ 志满圩建于康熙年间ꎬ 清同治元年 «二圣宫规条碑» 有记载ꎮ 由于志满距

离租借地仅余百米ꎬ 地处偏僻的租界外ꎬ 距离海关比较远ꎬ 私货在此交易又易于隐

蔽ꎬ 走私商人聚集在这里走私漏税ꎬ 使志满逐步形成为热闹墟镇ꎮ １９１６ 年ꎬ 广州湾

租借地当局为沟通赤坎与志满贸易往来ꎬ 沿着旧有的牛车路稍加修整而成公路 (今
南方路)ꎬ 全长 １６ 千米ꎬ 是赤坎出城的主要公路ꎮ

接着ꎬ 广州湾当局兴建从西营绿塘起ꎬ 经新村、 飞机场、 西厅、 岑擎、 东村、 调

熟至帮家塘 １４ ６ 千米公路ꎻ 铺仔圩从后高村起ꎬ 经山狗吼、 玻璃园 (现拱桥)、 东

寮、 谭高至志满 １０ 千米的公路ꎻ 酉营至铺仔公路通车后ꎬ 又修筑铺仔经库竹至太平

蓝带兵营 (今太平圩附近) 公路ꎬ 后来又延至洋村ꎮ 二十世纪 ２２ 年代前期ꎬ 又修筑

东营 (今麻斜) 经坡头镇、 高岭村至海关楼公路ꎮ 寮西、 城百、 东牛、 简河、 坡博、
东山岛等公路亦相继建成ꎮ １９３６ 年ꎬ 广州湾时期共有公路 ９６ ５ 千米ꎮ

【西赤路】 最早是牛车路 (今椹川大道)ꎬ １９０１ 年广州湾当局铺以碎石ꎬ 平整路

面ꎮ １９１０ 年ꎬ 扩建为马车路ꎬ 在今南桥河建起临时木桥ꎬ 进口 ４ 辆欧式马车乘载客

商ꎬ 每辆可坐 ６ 至 ７ 人ꎬ 马车毕竟比牛车或山兜小轿进了一步ꎬ 日益发展ꎬ 高峰期达

３０ 余辆ꎮ １９１３ 年将马车道再扩大改建成汽车道ꎬ 是南路地区最早的一条汽车公路ꎮ
吴川杨姓商人ꎬ 集资成立永泰行车公司ꎬ 从香港购进 ４ 台美产脚踏佛古老旧车ꎬ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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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４ 年春节营运ꎬ 是湛江首次出现的行车公司ꎬ 一般每小时一班ꎬ 客货混合ꎬ 车辆

残旧ꎬ 常要停车修理或乘客帮手推车ꎬ 西营至赤坎行车要 ２ 个多小时ꎮ 汽车总站设在

今赤坎建设旅店对面ꎬ 故此路段过去叫 “汽车街”ꎮ 这些公路ꎬ 都是沙泥结构ꎬ 粗糙

低劣ꎬ 路面凹凸不平ꎬ 九曲十三弯ꎬ 晴天勉强可以通车ꎬ 雨天绝对不能行车ꎬ 汽车以

烧木炭为燃料ꎬ 上坡要人工拨水鼓风ꎬ 经常走走停停ꎬ 正如打油诗所描写 “一去二

三里ꎬ 停车四五回ꎬ 死火六七次ꎬ 八九十人推” 的景象ꎮ
至抗战前ꎬ 湛江市内交通公路主要有西营至赤坎、 西营至太平、 东营至高岭、 赤

坎至志满、 东海岛的那简至那河ꎬ 都是简易土路ꎮ
【文章村至大埠公路】 大埠村ꎬ 今属赤坎北桥街道办管辖ꎬ 历史上它不叫村ꎬ 叫

大埠ꎬ 寓意大的商埠ꎬ 始建于清光绪 ２４ 年 (１８９８ 年)ꎬ 曾是一个繁华商埠ꎮ 由于港

口宽阔ꎬ 海陆交通较为便利ꎬ 民国三年 (１９１４ 年) 粤海总关 «厘定海关常关名称编

纂地址道里表» 明确规定ꎬ 大埠是四等常关分口ꎬ 归雷州总口管ꎮ １９３７ 年按 “缉私

警戒线” 部署ꎬ 设大埠分卡和大埠趸船分卡ꎬ 是从台山到饮廉长达 ４００ 多千米海域ꎬ
唯一同地设立两个分卡ꎬ 足见其当年商运贸易地位的显赫ꎮ 广州湾时期ꎬ 大埠是最靠

近租界的出海口ꎬ 遂溪、 廉江等地盛产的糖、 油、 盐和麻布等农副产品ꎬ 大多由此转

运外地ꎬ 其中糖货最大宗ꎬ 年出品额 ５０ 余万担ꎮ 民国 ３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日本军队

侵占广州湾后ꎬ 在大埠修筑军用港口ꎬ 同时开辟文章村经东山至大埠的简易公路ꎬ 全

长约 ５ 千米ꎬ 筑路时ꎬ 取泥填土ꎬ 挖中泉眼ꎬ 路基变成池塘ꎬ 民众戏称为 “日本

塘”ꎮ 后因日本战败ꎬ 此工程被搁置ꎬ 军港码头随之弃置ꎮ
【广湛公路】 往广州方向ꎬ ４２０ 多千米ꎬ 行程十分复杂ꎬ 先从西营坐船到麻斜上

车ꎬ 到阳江住宿一夜ꎮ 由于公路狭窄ꎬ 路面坑坑洼洼ꎬ 汽车破旧ꎬ 走走停停ꎬ 湛江至

阳江 ２３０ 千米ꎬ 要走二天ꎮ 阳江到开平长沙埠后ꎬ 再转搭船往广州ꎬ 前后要 ４ 天ꎬ 遇

上雨天时间更长ꎮ 之后ꎬ 路面有所改观ꎬ 上车改在赤坎ꎬ 但仍要过平乐、 九江、 龙

江、 澜石四个渡口ꎬ 汽车上落过渡非常麻烦ꎬ 常常车辆阻塞ꎬ 行车无法确定所需时

间ꎮ
【西海公路】 西营往海康方向ꎬ 路面崎岖ꎬ 许多呈 “之” “弓” 字形弯道的路段ꎬ

没有排水涵洞ꎬ 桥梁是木料结构ꎬ 载重能力很低ꎮ 最早行车是 １９３５ 年ꎬ 要带上雇工

铲锄ꎬ 遇到路碍ꎬ 挑挑铲铲才勉强过车ꎮ 车过通明河 (库竹渡)、 南渡河等ꎬ 都是靠

仅有一、 二个车位的渡船ꎬ 用人力撑船摆渡ꎮ 海康至徐闻 ８０ 千米ꎬ 要走 ２ 天ꎬ 中间

在英利过夜ꎮ

(二) 湛江古代街道

【古老渡街】 赤坎埠最古老码头之一ꎬ 此地原是一座小山岗ꎬ 东临大海湾ꎬ 宋之

前已是小埠头ꎬ 出口处是今民主路 １４６ 号ꎬ 经木桥街连通鸭乸港ꎮ 沿石级而上至平安

街口ꎬ 与大通街北端连接ꎬ 此街巷全长 １８０ 米ꎮ 该码头有 ２ 个斜坡ꎬ 斜坡呈丁字型ꎬ
总长 ６３ ４ 米ꎬ 其中长斜坡 ３９ ５ 米ꎬ 石级台阶已被水泥覆盖ꎮ 通道宽度ꎬ 出口处 ３ ６
米ꎬ 斜坡处 ３ ２ 米ꎮ 与丁字出口处相对ꎬ 另有一短斜坡ꎬ 长约 １０ 米ꎬ 有青石台阶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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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街】 在赤坎老城区北部ꎬ 北起民主路ꎬ 南止九二一路ꎬ 呈曲尺形ꎬ 长 ３７０

米ꎬ 宽 ５ 米ꎬ 是赤坎古老街道之一ꎮ 南宋以后ꎬ 赤坎开埠之初ꎬ 多有福建商人来此经

商ꎬ 聚籍而居ꎬ 形成福建街ꎮ 因前有大成油行在此设店ꎬ 别称大成行ꎬ １９６８ 年改名

朝阳街ꎬ １９８０ 年复今名ꎮ 从民主路至平安街口路段ꎬ 尚保留有两侧石砖和明沟、 中

铺红条砖的老街痕迹ꎬ 两旁多为二层砖木结构的骑楼屋ꎮ 昔日此街以割胶辘、 废品回

收为主ꎬ 形成行业街道ꎮ 今已成为居民住宅区ꎮ 街口有 “八角水井”ꎬ 清乾隆年间来

此经商的潮州人士所建ꎬ 井水清冽ꎬ 味甘ꎮ

大通街景观

【大通街】 赤坎最古老的商业街之一ꎬ 长约 ２００ 米ꎬ 宽 ３~４ 米ꎬ 北起与最古老的

古老渡街相接ꎬ 南至南兴街、 井街、 水仙街交汇ꎮ 此地原是一座小山岗ꎬ 东临大海

湾ꎬ 宋末已具小商埠雏形ꎬ 也是中国著名的盐埠之一ꎮ 到清康熙年ꎬ 随着 “海禁”
解除ꎬ 海上贸易繁荣ꎬ 到乾隆 １７３６ 年间已有 ４００ 多艘船只在此埠头注册ꎮ 渔船进出

商埠ꎬ 通过鸭乸港可到达这片海岸斜坡装载货物ꎮ 最早闽潮商人在此搞开发建设ꎬ 建

有樟铺港、 绍安港等码头ꎮ 随后浙、 广、 高、 雷等地商贾争先恐后ꎬ 陆续建起码头共

１０ 处ꎬ 每处码头依斜坡地势ꎬ 用青石砌筑踏跺式石级阶梯ꎬ 高程 ５~１０ 米ꎬ 踏跺 ２０~
５０ 级不等ꎬ 码头通道长 ３０~８０ 米ꎬ 宽 ２~３ 米ꎬ 两旁砖墙高耸ꎬ 设枪眼、 灯笼、 门洞

等ꎮ 各地商会在筹资修筑码头的同时ꎬ 在山岗顶上营建一条与 １０ 处码头垂直相连的

街巷ꎬ 青石铺设街面ꎬ 长 ２０９ 米ꎬ 宽 ３~４ 米ꎬ 沿街置地建屋ꎬ 砖木结构ꎬ 二层楼房ꎬ
有高有低ꎬ 门庭有进有出ꎬ 屋檐下木雕龙飞凤舞ꎬ 尤其潮州、 闽浙、 广府、 高州、 雷

阳等五大会馆ꎬ 颇具欣赏价值ꎮ 沿街开设百货、 日杂、 药店、 客栈、 商铺共 １５５ 间ꎬ
商业以批发为主ꎬ 兼有零售ꎬ 外地客商小贩来此进货分销ꎬ 著名 “祥胜隆” 经营花

纱、 布料、 文具等ꎻ “福隆号” 和 “大昌号”
以京果、 海味、 土产、 副食品等ꎻ “保太和”
“仅发行” 则专营药材和紧俏药品ꎮ 码头繁盛

之后引致商业兴旺ꎬ 人口拥挤ꎬ 街巷民宅向

南北西三面拓展ꎬ 与福建、 潮州、 盐埠、 中

兴、 泥水等街巷相连ꎬ 纵横穿插ꎬ 呈现 “鱼
骨状” 布局ꎬ 九街十八巷ꎬ 外地人如走 “谜
宫” 般难以进出ꎬ 正如人们起名 “大通街”ꎬ
寓意 “路通八方财通四海”ꎮ 因而商客络绎不

绝ꎬ 行人熙攘ꎬ 热闹非凡ꎬ 被粤港澳人誉为

“小金山”ꎬ 当年有 “到广州湾非到大通街不

可” 之说ꎮ
由于没有统一规划ꎬ 街巷过于狭窄ꎬ

１９２５ 年广州湾当局调整商业布局ꎬ 市政建设

向北推移ꎬ 建中山路、 中华路等ꎬ 随即南华、
大中、 宝石、 中南百货、 六国大酒店、 胜利

大酒店等大型建筑楼宇拔地而起ꎻ 向东拓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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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造地ꎬ 建 “三民路” 港埠商业区ꎮ 原商埠 １０ 处码头功能消失ꎬ 大通街走向衰

落ꎬ 但仍扮演特殊行业角色ꎬ 在小街窄巷中隐藏鸦片、 烟馆 １００ 多家ꎬ 妓馆 １７０ 多

家ꎬ 赌馆不计其数ꎮ
大通街也有过革命的光环ꎮ 清末ꎬ 孙中山胞兄孙眉赴广州湾ꎬ 在大通街商人杨益

三的 “荣兴号” 商铺ꎬ 筹建同盟会广州湾支部ꎮ 其后一大批国民党元老黄兴、 薛岳、
张发奎、 林树巍、 林直勉、 李汉魂等赴广州湾ꎬ 在大通街成立讨袁驱龙总指挥机关ꎮ
后遭告密ꎬ “荣兴号” 被广州湾法军包围ꎬ 广州湾商会出面筹款ꎬ 革命党人获得保

释ꎮ 现大通街还有孙眉旧居ꎬ 旁有永安街 ４５ 号闽浙会馆 ４５ 号当铺碑记见证 “讨袁驱

龙” 总指挥机关旧址ꎮ
【永安街】 清康熙 ２３ 年 (１６８４ 年) 就有此街ꎬ 全长不过百米ꎬ 宽 ２ 至 ３ 米ꎬ 文

革时改称永红路ꎮ 清末民初ꎬ 此小街内有 “长安” “合和” 等客栈ꎬ 国父孙中山发动

辛亥革命ꎬ 曾以广州湾为根据地ꎬ 他指派胞兄孙眉从美国返回中国ꎬ 在此地成立同盟

会广州湾支部ꎮ 袁世凯称帝ꎬ 激起全国民愤ꎬ 南路革命党人在永安街成立 “高雷讨

袁驱龙” 指挥总机关ꎮ 后遭叛徒告密ꎬ 广州湾法军镇压围捕南路革命志士ꎬ 孙中山

立即打电报给法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ꎮ 现永安街有见证 “讨袁驱龙” 总指挥机关旧

址ꎬ 即闽浙会馆 ４５ 号当铺碑记ꎮ
【中兴街】 在赤坎老城区中部ꎬ 南起中华路ꎬ 连接南方路出城通往志满ꎬ 北止平

安街ꎬ 长 ３８９ 米ꎬ 宽 ５ 米ꎮ 在法国强占广州湾之前ꎬ 赤坎商埠已小有规模ꎬ 外地客商

多在大通街一带经商居住ꎮ 由麦那街至新街口一带 (今中兴街) 原属一片空旷地ꎬ
至民国 １８ 年间始陆续修路建铺ꎬ 与大通街平行发展ꎬ 这一带的新街尾、 新街头、 南

兴街等均有酒店、 餐室、 金铺、 银器、 洋服店、 钟表店等ꎬ 商业兴旺ꎮ 从今中华路至

中山二路段称新街尾ꎬ 从中山二路至平安街路段称新街头ꎬ 民国 ３５ 年命名为中兴街ꎬ
１９６８ 年改名新兴街ꎬ １９８０ 年复今名ꎮ １９８４ 年改建水泥路面ꎮ 处在新街尾的原大中酒

店ꎬ 巨绅陈文波的别墅ꎬ 为当时最宏伟的建筑物ꎮ 南边有南更楼ꎬ 为法国驻兵警戒之

碉堡ꎮ 这条街原为商业繁盛区ꎬ 现在除有 １０ 多户个体商户外ꎬ 余均为居民住宅ꎮ 这

一片区街巷较为狭窄ꎬ 如蛛网纵横交错ꎮ

二、 近代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湛江市区道路只有 １１ ４９ 千米 (不包括郊区)ꎬ 主要是赤坎区

中山路、 民主路、 九二一路ꎬ 霞山区逸仙路、 汉口路、 绿荫路、 东堤路等ꎬ 其余均是

小街小巷ꎮ
下水道只有 ３ １ 千米ꎬ 多为瓦通管、 明沟或砖石方渠ꎬ 口径小ꎬ 排水不畅ꎬ 遇上

暴雨积水成灾ꎮ
桥梁 ６ 座、 总长 １００ 多米ꎬ 主要有沙湾一号桥ꎬ 长约 ３０ 米ꎬ 宽 ４ 米ꎻ 二号桥长

约 １２ 米ꎬ 宽 ４ 米ꎻ 鸭乸港桥ꎬ 长约 ３０ 米ꎬ 宽 ３ ５ 米ꎻ 南桥长约 ３０ 米ꎬ 宽 ４ 米ꎻ 菉

(绿) 塘桥长约 １０ 米ꎬ 宽 ４ 米ꎻ 寸金桥长约 ６ 米ꎬ 宽 ４ 米ꎮ 寸金桥是抗法纪念标志ꎬ
１８９９ 年法帝企图把广州湾租界划至万年桥 (今遂溪县青年运河大渡槽附近)ꎬ 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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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拿起武器ꎬ 奋勇抵抗ꎬ “寸土当金与伊打” 的口号响彻云霄ꎬ 迫使法帝把租界

西线退至如今的寸金桥ꎬ 大大缩小租借范围ꎮ
路灯只有 ４００ 多盏ꎬ 均为 １５ 至 ２５ 瓦的普通白炽灯ꎬ 分布在霞山、 赤坎主要街

道ꎮ
民国时期赤坎主要道路:

　 寸金路

【寸金 路 】 建 于 民 国 ５ 年

(１９１６ 年)ꎬ 是赤坎城区西出入口

主干道路ꎬ 起点寸金桥ꎬ 终点黎

湛铁路麻章道口ꎬ 全长 １４４８ 米ꎬ
宽 ２５~３０ 米ꎬ 因起始于寸金桥而

得名ꎮ １８９８ 年法帝向赤坎外围侵

略ꎬ 妄图扩大租借地范围ꎬ 遭到

麻章、 黄略等处民众强烈反抗ꎬ
与侵略者展开激烈斗争ꎬ 高呼

“一寸河山一寸金” 的爱国口号ꎮ
法帝遭到沉重打击ꎬ 不得已缩小

租借地范围ꎬ 划定以赤坎文章河

为界ꎮ 后在此新建石桥ꎬ 定名为

“寸金桥”ꎬ 以纪念抗法斗争胜

利ꎮ １９６８ 年改为反帝路ꎬ １９８０ 年

恢复现名ꎮ 经 １９８７ 年扩建后ꎬ 全

长 １４４８ 米ꎬ 车道宽 １５ 米ꎬ 人行

道各宽 ５ ５ 米ꎬ 中间有两道各宽

０ ５ 米的绿化带ꎬ 接近旧海关楼

市场路段最宽处 ３２ 米ꎬ 人行道各宽 ８ ５ 米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建金康路跨越黎湛铁路ꎬ 与寸

金路直线连接ꎮ 沿路有原市中心人民医院、 岭南 (湛江) 师范学院、 湛江教育学院、
湛江卫生学校、 湛师附中、 培才中学、 市水利电力局、 海军陆战旅、 市卫生防疫站、
湛江水利电力局、 湛江供电局等单位ꎮ

【中山一路】 形成于民国初期ꎬ 全长 ６８０ 米ꎬ 宽 ２２~２４ 米ꎬ 起点南桥ꎬ 终点建设

旅店ꎮ 抗战胜利后更名为中山路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改名为中山一路ꎬ 沿用至今ꎮ 广州

湾时期ꎬ 该路两侧建有兵营ꎬ 国民党军队曾在此地驻扎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 ４２ 军于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从朝鲜回国进驻此兵营休整ꎬ 成立军队营房建筑委员

会ꎬ 就在赤坎中山一路 ６ 号挂牌办公ꎮ 原汽车总站设在今赤坎建设旅店对面ꎬ 是西赤

路的起点站ꎬ 故此路段过去叫 “汽车街”ꎬ 附近总称赤坎车站ꎮ 围绕这个交通枢纽ꎬ
广州湾当局在今赤坎建设旅店斜对面建赤坎市政厅 (位于今市政法委)、 赤坎体育

场ꎬ １９３７ 年建六国大酒店ꎬ 外形酷似客轮俗称 “船屋”ꎬ 夜晚灯火通明亦称 “不夜

天”ꎬ 这一区域历史上曾是赤坎政治、 文化、 交通、 商贸集市的中心ꎮ 建设旅店于

１９４５ 年竣工营业ꎬ 适逢抗战胜利ꎬ 驻广州湾日本投降仪式在此酒店举行ꎬ 而起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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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大酒店ꎬ 新中国成立后改为现名ꎮ 这座酒店位于湛江市赤坎中山一路中与创业路交

汇处ꎬ 三层西式建筑ꎬ 占地面积约 ５６０ 平方米ꎬ 大门入口处呈凸孤形ꎬ 七根方柱与大

门门廓形成转角骑楼ꎬ 宏伟壮观ꎬ 窗檐、 女儿墙装饰精致ꎬ 交接点以蝙蝠动物图案联

接ꎬ 美观大方ꎬ 构思独特ꎮ 以胜利大酒店为轴心ꎬ 该酒店以 “堂皇佈置ꎬ 平民价格ꎬ
交通据点ꎬ 来往至便ꎬ 是湛江唯一幽雅的居停” 为品牌ꎬ 一度与当时 “南华大酒店”
“大中酒店” 以及 “宝石大酒店” 齐名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湛江中级人民法院、 人民

检察院、 湛江公安局、 广州军区政治部湛江文化工作站、 赤坎体育场、 中国工商银行

和广东发展银行湛江分行、 世贸大厦、 广东书城赤坎购书中心等单位坐落在路两旁ꎮ

　 中山二路

【中山二路】 起

点建设旅店ꎬ 呈 Ｓ 型

弯曲ꎬ 终点止于九二

一与新华路交汇处ꎬ
全长 ７５２ 米ꎬ 宽 １６~
１７ 米ꎮ 始建于清光

绪三年 (１８７７)ꎬ 因

沿路有众多中小学

校ꎬ 初时称 “ 学 堂

街”ꎮ １９２６ 年ꎬ 由青

石街面扩改为柏油路

面ꎬ 安装路灯ꎬ 改称

“ 法 国 大 马 路 ”ꎬ
１９３８ 年开发为商业

繁华街ꎮ 抗日战争胜

利后ꎬ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ꎬ 将 “法国大马路” 易名为中山二路ꎬ １９４８ 年与中山一路

合并改称为中山路ꎬ 由南桥起点至九二一路终点ꎬ 成了 “之” 字形道路ꎬ 全长增至

１３３２ 米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将中山路划分为一路、 二路ꎮ 法华学校 (今工人文化宫)、
中南百货公司旧址 (今邮政楼)、 六国大酒店、 南华大酒店、 胜记饭店、 9 5 3 4 C 8 3 8记鸡饭

店、 人民电影院、 红旗电影院、 群众剧院、 中山百货商店等单位坐落在路两侧ꎮ １９９７
年改造为商业步行街ꎮ

【九二一路】 原是城区外土路ꎬ 凹凸不平ꎬ 西边一片农田ꎬ 故名 “田基边”ꎮ
１９３８ 年ꎬ 沿城区外田基边开辟一条马车路ꎬ 称为 “中国大马路”ꎬ 起点在寸金桥公园

门前ꎬ 终点为北桥ꎬ 全长 ６８０ 米ꎬ 宽约 １０ 米ꎮ 后来ꎬ 外来移民便在马路两侧建起商

铺、 酒店、 烟馆、 赌馆、 客栈等ꎮ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抗战胜利ꎬ ９ 月 ２１ 日举行日军受

降仪式ꎬ 中国国民政府先头部队从这条路开进广州湾市区ꎬ 收回被法帝租占 ４６ 年、
日军侵占 ３ 年的神圣国土ꎬ 因而被命名为 “九二一路”ꎬ 以纪念广州湾光复ꎮ 文革时

期ꎬ 改为 “东方红路”ꎮ １９８０ 年修建混凝土路面ꎬ 恢复现名ꎮ 沿路两侧为商铺ꎬ 新华

书店设在路南段ꎬ 是赤坎繁华商业街之一ꎮ
【大德路】 形成于民国初期ꎬ 位于老城区北部ꎬ 南起跃进路ꎬ 北止拥军路ꎬ 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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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８ 米ꎬ 宽 ８ 米ꎬ 沥青路面ꎬ 后改为水泥路面ꎮ 二十世纪初为商贩走私聚居之地ꎬ 湛

江建市后发展为居民住宅区ꎮ 初名大德路ꎬ １９６８ 年改为 “反修路”ꎬ １９８０ 年复今名ꎮ
两则多为民宅楼房ꎬ 南北两侧有公共汽车赤坎分站、 供销公司赤坎营业部、 佳能复印

机工业公司等大型建筑ꎬ 来往车辆较多ꎬ 是赤坎区南北走向骨干街道之一ꎮ
【民主路】 全长 ６４０ 米ꎬ 宽 １４ 米ꎬ 沥青路面ꎬ 东段起点中山二路ꎬ 西段终点与九

二一路相接ꎮ 原是一条行船海沟ꎬ 是赤坎古商埠海陆相接的主要航道ꎬ 直通鸭乸港出

海口ꎬ 西面陡峭岸坡排列有 １０ 个踏垛式石级码头ꎬ 东面是一片海滩ꎮ 民国 １４ 年

(１９２５ 年) 填海造地ꎬ 修筑仓库ꎬ 铺设道路ꎬ 初名 “海边街”ꎬ 后改名 “克兰满索

街”ꎮ 之后ꎬ 陆续兴建和平、 民族、 民权、 民生路ꎬ 港口码头迁移到与鸭乸港并列的

海边 (民生路)ꎮ 民国 ３４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ꎬ 以蒋介石字名改为 “中正路”ꎬ 新中国

成立后改称 “民主大道”ꎬ １９７０ 年改为今名ꎮ 是赤坎仅次于中山二路的繁华商业街

道ꎬ 沿路铺店林立ꎬ 鳞次栉比ꎬ 有广州湾商会馆、 闽浙会馆原址 (赤坎人民医院)、
粤西医药贸易中心、 曙光旅店、 湛江市工商联赤坎办事处等单位ꎮ 此路有过一段革命

史ꎬ 在民国 １９２７~１９２９ 年间ꎬ １６５ 号至 １６７ 号陈其辉住宅为中共南路特委地下交通

站ꎮ 改革开放后ꎬ 赤坎商业街区移向南桥河外的沙湾地区ꎬ “三民路” 走向衰落ꎮ 从

２０１２ 年起ꎬ 赤坎区政府开展修缮改造工作ꎬ 将此区域打造成 “三民路” 历史文化街

区ꎮ
【和平路】 南起幸福路ꎬ 北止九二一路ꎬ 中间与大同路、 大众路交汇ꎬ 水泥路

面ꎬ 全长 ４８０ 米ꎬ 宽 １６ 米ꎮ 此地原为海沟ꎬ 多是停靠装运竹子船只ꎬ 民国 １４ 年

(１９２５) 填海造地ꎬ 修路建屋ꎬ 初名 “竹栏街”ꎬ 后改名 “总督街”ꎮ 国民党陆军中将

邓龙光在赤坎接受日军投降时ꎬ 改名 “龙光路”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改为 “向阳路”ꎬ
１９８０ 年改现名ꎮ 中共南路特委成立初期曾在和平路设机关办公ꎬ 并在此路开设 “广
汇行”ꎬ 以经商名义筹款支援南路人民武装斗争ꎮ 沿路有广州湾民俗文化馆、 光裕堂

旧址、 三友公司旧址、 湛江市第一中医院护老院等单位ꎮ
【民族路】 在赤坎老城区东部ꎬ 南起幸福路ꎬ 北止大众路ꎬ 长 ２３０ 米ꎬ 宽 １０ 米ꎬ

南北走向ꎮ 此地原是海边冲积沙滩ꎬ 民国 １４ 年 (１９２５ 年) 填海造地ꎬ 建成街道ꎮ 初

名 “杜美街”ꎬ 民国 ３５ 年改名为 “民族路”ꎮ １９５６~ １９６６ 年ꎬ 中国人民解放军湛江军

分区司政后机关驻扎在许爱周位于民族路 ３９ 号的洋楼别墅和邻近二层楼房ꎮ １９６８ 年

改名 “东升路”ꎬ １９８０ 年修复沥青路面ꎬ 恢复今名ꎮ 沿路有广州湾古玩城 (许爱周旧

居)、 纺织品公司批发部、 土产公司和平商店、 赤坎粮食局等单位ꎮ
【民权路】 与民族路同期填海而成ꎬ 南起幸福路ꎬ 北止大众路ꎬ 长 ２３０ 米ꎬ 宽 １０

米ꎬ 南北走向ꎮ 初名 “文英街”ꎬ 后改现名ꎮ １９５６ ~ １９６６ 年ꎬ 军分区警通连队驻在陈

学谈位于民权路 ８~１２ 号的二层联排楼宇ꎮ
【民生路】 在赤坎老城区东部ꎬ 南起幸福路ꎬ 北止鸭乸港桥头ꎬ 全长 ３００ 米ꎬ 宽

１７ 米ꎮ 原为海滩ꎬ 附近并无屋字ꎬ 民国 １４ 年 (１９２５) 填海造地建成街道ꎬ 初称 “第
二马路”ꎮ 抗战胜利后改今名ꎬ １９６８ 年改称 “群众路”ꎬ １９８０ 年复现名ꎮ 原西侧有进

出口庄及货栈ꎬ 东侧为港口码头ꎬ 广州湾海关楼建于海边ꎮ １９７０ 年军民大堤建成后ꎬ
码头随之废弃ꎮ 后市二十一小学等单位在此填海建房ꎬ 逐渐形成街道ꎮ 原为沙泥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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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　　
面ꎬ １９８３ 年北段用作临时市场ꎬ 改为水泥路面ꎬ １９８６ 年南段改沥青路面ꎮ 沿路两旁

有赤坎环卫处、 民主彩印厂、 赤坎粮食局等单位ꎬ 是赤坎区东北向交通主要街道ꎮ
【拥军路】 在赤坎老城区北隅ꎮ 东起九二一路ꎬ 西止劳动路ꎬ 长 ５３０ 米ꎬ 宽 ７ ５

米ꎮ 九二一路至大德路路段ꎬ 原为潮州塘堤基ꎬ 为渔民、 贫民及苦力聚居之所ꎬ 后有

人在此经商ꎬ 二十世纪 ３０ 年代形成街道ꎮ 大德路口至劳动路段ꎬ ３０ 年代末期形成居

民点ꎮ 全路处于赤坎北端ꎬ 曾名 “环市路”ꎬ １９６８ 年改今名ꎬ 沥青路面ꎮ 沿路有日杂

商店ꎬ 住宅多为双层楼房ꎮ 从海滨北桥线开来的车辆多经此路ꎮ
【中华路】 原名 “药行街”ꎬ 始建于民国 ６ 年 (１９１７ 年)ꎬ 起点双忠庙 (今南华

广场)ꎬ 终点至九二一路西段ꎬ 水泥路面ꎬ 全长 ５８６ 米ꎬ 宽 １３ ~ １５ 米ꎮ 民国 ３４ 年 １０
月ꎬ 国民党湛江市政府以抗日战争时期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的别名向华ꎬ 定名为

“向华路”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只改了第一个字ꎬ 叫中华路ꎮ １９１９ 年ꎬ 在双忠庙后兴建

法国医院ꎬ 由广州湾当局拨资筹建ꎬ １９２２ 开诊ꎬ 是湛江最早采用西医治疗的综合性

医院ꎬ １９４６ 年易名为湛江市立赤坎医院ꎬ １９５２ 年改为湛江市妇幼保健院ꎮ
【南方路】 旧称 “赤志公路”ꎬ 是赤坎通往志满墟的公路ꎬ 民国 ７ 年 (１９１８ 年)

广州湾当局组织民工修建土路ꎬ 在赤坎水库 (今瑞云公园) 北边兴建一座 “赤志

桥”ꎬ 人们习惯称这一路段为 “水库边”ꎬ 但实际上只是一条简易通道ꎬ 窄小、 坑洼

不平ꎮ 此路经过鸡岭ꎬ 又叫 “鸡岭路”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将赤志桥至跃进路段改称南

方路ꎬ 位于赤坎老城区南部ꎬ 东西走向ꎬ 长 １２００ 米ꎬ 宽 １２ ~ １８ 米ꎮ 民国 １２ 年

(１９２３ 年) 至 １９５７ 年ꎬ 赤坎通往郊外志满的班车由此路经过ꎮ 沿路两侧驻有湛江市

政府 (北门)、 寸金桥公园、 湛江一中、 湛江博物馆、 湛江军分区等单位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ꎬ 南方路改扩建工程动工ꎬ 全长约 １７４０ 米ꎬ 起于赤坎区南方六横路ꎬ

横跨黎湛铁路及在建 “湛江大道”ꎬ 与麻章区南通路对接ꎬ 终点止于瑞云南路ꎮ 其

中ꎬ 南方六横路口至黎湛铁路跨线高架桥 (原赤志桥)ꎬ 长约 ７５７ 米ꎬ 道路及桥梁宽

度 ４２ 米ꎬ 采用双向四车道ꎻ 而连接铁路跨线高架桥的南通路ꎬ 则是从黎湛铁路至瑞

云南路ꎬ 长 ９８３ 米ꎬ 宽 ５０ 米ꎬ 双向六车道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年建成通车后ꎬ 成为连接赤

坎、 麻章的主要通道之一ꎮ
【光复路】 建于民国 １３ 年 (１９２４ 年)ꎬ 初时广州湾当局起名 “巴士基街”ꎬ 民国

３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为纪念广州湾光复回归祖国ꎬ 改为今名ꎮ 该路西北走向ꎬ 西连

跃进路ꎬ 北接中山二路ꎬ 全长 ２３０ 米ꎬ 宽 １８ 米ꎬ 水泥路面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该路成

为行政商业街ꎬ 中共湛江地委、 湛江专署曾设于此路ꎬ 茂名市驻湛办事处、 建设银

行、 工商银行、 赤坎国税分局、 湛江市第十九小学等单位设于路两侧ꎮ
【胜利路】 建于民国 １５ 年 (１９２６ 年)ꎬ 初名 “汽车街”ꎬ 长 ２１５ 米ꎬ 宽 １２ 米ꎬ 水

泥路面ꎬ 南北走向ꎬ 北接幸福路ꎬ 南起创业路口 “胜利大酒店” (今建设旅店)ꎮ 抗

战胜利后ꎬ 民国政府收回广州湾ꎬ 在 “胜利大酒店” 举行日军受降签字仪式ꎬ 此路

改名为胜利路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该路成为商住街ꎬ 沿街商铺 ３０ 多间ꎮ
【南京路】 民国 １７ 年 (１９２８ 年)ꎬ 富商陈学谈投资兴建ꎬ 长约 １００ 米ꎬ 宽 ７ ５

米ꎮ 同时ꎬ 在南京路东面推土填水塘ꎬ 建成新菜市场 (今南华农贸市场前身)ꎬ 群众

称为 “新鱼街”ꎬ 这个菜市场盖顶ꎬ 设有固定摊位ꎬ 居民早晚趁市ꎬ 生意相当兴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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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西赤路开通ꎬ 市场东出入口右侧建成 “赤坎车站” 后ꎬ 人流、 车流增多ꎻ
１９３８ 年在此路北出入口左侧兴建南华大酒店ꎬ 中山二路拐弯经过这个市场两处出入

口ꎬ 这里便成为赤坎最繁华的地段ꎬ 最大规模农副产品集散地ꎬ 亦是今天赤坎交通最

繁忙的地方ꎬ 多条公交线经过此地段ꎮ
【新华路】 在赤坎老城区西端ꎬ 东起中山二路与九二一路交接处ꎬ 西止寸金桥东

端ꎮ 长 ３１０ 米ꎬ 宽 １０ 米ꎮ 东西走向ꎬ 沥青路面ꎮ 民国 １９ 年 (１９３０) 年代辟建时叫

“木桥街”ꎬ １９４５ 年以国民政府广东省主席罗卓英命名 “卓英路”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此

地建新华书店ꎬ 改称 “新华路”ꎮ 因此路连接中山二路ꎬ １９６８ 易名 “中山二路”ꎬ
１９８０ 年复今名ꎮ 旧时赤坎的汽车从此处西出寸金桥ꎬ 直通高、 雷、 廉、 琼等地ꎮ

【北桥路】 位于赤坎区东北部ꎬ 西北走向ꎬ 西起民主路与拥军路交汇处ꎬ 北至黄

略村ꎬ 长 ５ ６ 千米ꎬ 中间穿越国道 ３２５ 线ꎮ 新中国成立后的 １９５７ 年修建北桥ꎬ 便以

桥定名为北桥路ꎬ 初长 ８６５ 米ꎬ 宽 ６ 米ꎬ 沙泥质土路ꎬ 经过多次改扩建ꎬ 今为水泥混

凝土路面ꎬ 宽 １８~２６ 米ꎮ 二十世纪 ７０ 年代中后期为国道 ３２５ 线的一段ꎬ 广湛客运班

车经此路ꎮ 现为市政道路ꎬ 市区公交车经过ꎬ 中共湛江市委机关、 市水产局、 解放军

第 １９６ 医院、 北桥市场、 爱周中学等单位在路两侧ꎮ
民国时期西营主要道路:
【洪屋路】 因洪屋村而得名ꎬ 形成于明清ꎬ 早期南来北往的渔贩客商从村中间穿

行而过ꎬ 熙熙攘攘ꎬ 渐成街道ꎮ 该路东西走向ꎬ 东起海边避风塘ꎬ 与东堤路、 民治路

交汇ꎬ 西至建新路与人民大道南交汇处ꎬ 长 ６４１ 米ꎬ 总宽 ２６ ５ 米ꎬ 机动车道宽 ９ 米ꎬ
沥青路面ꎬ 人车混行ꎬ 路面坑洼不平ꎬ 常年需要维修ꎬ 是东堤码头南向主要出入通

道ꎮ 初时叫洪屋街ꎬ 文革时期曾改名 “移山路”ꎬ 今恢复现名ꎮ 沿路房屋除中国银行

湛江分行、 湛江航运集团公司、 霞山骨伤科医院、 洪屋大厦等高层楼房外ꎬ 其余为 ２
层旧楼和平房ꎬ 房屋质量低劣ꎬ 多为危房ꎮ 两旁商店以经营家私、 土杂商品为主ꎮ 南

北两侧多横巷ꎬ 巷道狭窄ꎬ 住宅拥挤ꎬ 是霞山区人口密集的旧街区之一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已列为旧城区改造规划ꎬ 但至今仍未动工ꎮ

【逸仙路】 建于清末ꎬ 在霞山区东部ꎬ 是霞山区最早道路之一ꎬ 呈 “Ｌ” 形走向ꎬ
北起解放东路 (今海大霞山校区门前)ꎬ 东止汉口路与东堤路交接处 (今湛江航运水

道)ꎬ 全长 ９００ 米ꎬ 总宽 １８ 米ꎬ 机动车道宽 ８ ３ 米ꎮ 广州湾时期西营称为 “贝丁路”ꎬ
民国 ３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抗战胜利后为纪念孙中山改为今名ꎮ 因路边种植枝叶繁盛的枇

杷树ꎬ 也叫 “枇杷街”ꎬ 文革时期曾改名为 “红旗路”ꎮ 沿路有市第一小学、 市第二

幼几园ꎬ 百货、 纺织、 钟表、 药品、 文具、 土产、 五金电等各类商店ꎬ 鳞次栉比ꎬ 向

为霞山繁华商业区和集市贸易中心ꎮ 与此路垂直相连的 “逸仙南六路”ꎬ 亦称 “叮当

街”ꎬ 白天人们行走其间ꎬ 叮叮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ꎬ 原来这条小街两边都是铁皮用

具的手工加工场ꎬ 加工马口铁皮的箱子、 烟囱、 方盘等物品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由于

街道狭窄ꎬ 店铺陈旧ꎬ 较大的商场逐渐向新兴起的人民大道南商业区转移ꎬ 此街道商

业走向衰落ꎮ
【延安路】 源于附近天主教堂ꎬ 原名 “教堂路”ꎬ 广州湾光复后曾称 “剑泉路”ꎬ

新中国成立后更改为现名ꎮ 在霞山城区东部ꎬ 东起海滨大道南端ꎬ 西端拐弯至解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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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路与民享路交汇处ꎬ 呈 “Ｌ” 形走向ꎬ 全长 ７８０ 米ꎬ 宽 １０ 米ꎬ 与逸仙路、 民治路、
民有路、 绿荫路、 青岛路相交ꎬ 两侧种有龙眼树ꎮ 清末民初ꎬ 这里曾作为租借地核心

地带ꎬ 现今仍遗留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 法军广州湾指挥部、 邮政楼、 维多尔天主

教堂、 东方汇理银行广州湾分行、 霞山福音堂等都ꎬ 是法式建筑保留最多的一条街

道ꎬ 充满浓郁的欧陆风情ꎮ 沿路有工商银行、 天主教堂、 基督教福音堂、 新华书店、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等单位ꎮ 二十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ꎬ 该片区是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区ꎬ
主要经营唱片录音影像ꎬ 被市民称为 “音像街”ꎮ 如今ꎬ 这里依然是霞山区文化气息

最浓厚的街道ꎬ 除了新华书店、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ꎬ 还有很多文化用品商店、 旧书

摊ꎬ 是市民买书看书的最佳地方ꎮ
【民治路】 民国初年所建ꎬ 广州湾时期曾称 “吉祥路”ꎬ 民国 ３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抗战胜利后改为现名ꎮ 位于霞山区东部ꎬ 北接文明东路ꎬ 南通洪屋路、 东堤路ꎬ 长

１５７３ 米ꎬ 总宽 １７~２２ 米ꎬ 机动车道宽 １０ 米ꎬ 是贯穿霞山区南北的街道ꎬ 与逸仙路相

交ꎬ 成为霞山区繁华商业中心地带ꎮ 沿线有霞湖医院、 体育场、 市教师进修学校、 市

二中、 市七小、 农业银行营业所、 工商银行分理处、 翠园饭店、 海帆大厦、 东风肉菜

市场等单位ꎮ １９８４ 年后ꎬ 随着城区的扩建ꎬ 商贸中心转移ꎬ 该路段也随之失去繁荣

商业中心的地位ꎮ
【民享路】 位于霞山区东部ꎬ 南起解放东路ꎬ 北止南航某部营房门口ꎬ 与文体

路、 民享西一路、 文明东路相交ꎬ 全长 ７３０ 米ꎬ 总宽 ２５ 米ꎬ 机动车道笔 ８ 米ꎮ １９６６
年改称 “军民路”ꎬ １９８１ 年恢复原名ꎮ 沿路有市第一建筑公司、 市工人电影院、 广东

省第八建筑公司、 海军干休所、 市城建档案馆、 民享肉菜市场等单位ꎮ ２０００ 年动工

改建为商业步行街ꎬ 于 ２００２ 年中秋建成ꎬ 拥有国内其他城市步行街少有的大面积园

林绿化、 休闲小筑和精美的建筑小品ꎬ 其按照人性化、 组团化、 园林化的要求ꎬ 以美

人蕉、 晃伞枫为主ꎬ 间种木棉树、 凤凰树、 花叶榕、 大王椰等名贵树种ꎬ 使步行街一

路花团锦簇ꎬ 绿树葱茏ꎬ 让其成为市民购物、 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ꎮ 尤其是该路南端

街口处ꎬ 还特别设计一个长约 ６０ 米、 宽 １２ 米的大型喷泉平台ꎬ 泉眼有 ４０ 多个ꎬ 中

间是新颖别致的跑式喷泉ꎬ 吸引众多市民玩水嬉戏ꎬ 乐也融融ꎮ
【民有路】 曾名 “大福路”ꎬ 位于霞山区东部ꎬ 民国时期改为民有路ꎬ 文革时期

改称为民路ꎬ 文革后恢复原名ꎮ 北起文明东路 (广东医科大学正门)ꎬ 向南穿越解放

东路至延安路与绿荫路交汇处ꎬ 与文体路、 海滨西一、 二路相交ꎬ 全长 ８７０ 米ꎬ 总宽

１９ ４ 米ꎬ 机动车道 １４ 米ꎬ 呈南北走向ꎮ 沿路有湛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南疆宾馆、 明

扬住宅小区、 霞山体育场、 霞山收容送站、 湛立大厦等单位ꎮ
【汉口路】 曾名 “丹社路”ꎬ 是霞山城区老街道之一ꎬ 位于霞山区东部ꎬ 南起东

堤路与逸仙路交汇处ꎬ 连接东堤路ꎬ 北止海滨大道南与青岛路交汇处ꎬ 连接海滨大

道ꎬ 长 １９０ ６ 米ꎬ 总宽 １２ ６ 米ꎬ 机动车道宽 ８ 米ꎬ 呈南北走向ꎮ １９２５ 年广州湾时期

填海造路的产物ꎬ 沿路两侧建有二层连体式骑楼ꎬ ２０１４ 年扩路时被拆除ꎮ
【青岛路】 曾名 “金鸡路”ꎬ 以法国的国鸟高卢鸡创作 «金鸡» 雕塑而起名ꎬ 位

于霞山区东部ꎬ 东起海滨大道南与汉口路交汇处ꎬ 西北与延安路相接ꎬ 长 ４０８ 米ꎬ 总

宽 ２０ ７ 米ꎬ 机动车道宽 １０ 米ꎬ 呈西北向东南走向ꎮ 街道两旁种有大叶榄仁树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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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堤路

枇杷树)ꎬ 多为二层连体式

骑楼住宅ꎬ 是霞山老街道

之一ꎮ
【东堤路】 位于霞山区

东部ꎬ 是霞山最早临海而

建道路ꎮ 这里原是海边沙

滩ꎬ 渔船归来时云集于此ꎬ
就近摆地摊交易ꎬ 一时人

声鼎沸ꎬ 渔贩便搭建几间

茅棚ꎬ 成为渔汛期买卖场

地ꎬ 人 们 称 “ 海 边 街 ”ꎮ
１９０１ 年ꎬ 修建堆石防波堤ꎬ
建一段栈桥ꎬ 长 １８０ 米ꎬ
宽 １６ ５ 米ꎮ １９２５ 年填海造

路ꎬ 建路呈 “Ｌ” 形走向ꎬ 北起逸仙路与汉口路交汇处ꎬ 南向拐弯至洪屋路与民治路

交汇处ꎬ 全长 ５３０ 米ꎬ 宽 ２６ 米ꎬ 连绵数间简约欧式风格的连体式骑楼群ꎬ 法式廊柱

衬托的圆柱型窗台ꎬ 华丽的女儿墙装饰ꎬ 显出浓郁的西洋风貌ꎮ 同时ꎬ 修建延长防波

堤至避风塘ꎬ 堤岸东临海湾ꎬ 故名 “东堤路”ꎮ １９３２ 年在码头邻近加建海堤 ２３２ ７
米ꎬ 修筑 “避风塘”ꎬ 以碎石建成防浪堤 １１７ 米ꎬ 顶宽 ２ 米ꎬ 高 ２ ８ 米ꎮ 广州湾当局

为方便税收ꎬ 在东堤一横路修建一个 “八角肉菜市场”ꎮ 该路西北面是贫民区ꎬ 几条

横街窄巷ꎬ “咕喱” (码头搬运工)、 小贩、 手工业作坊者居多ꎬ 木屋和铁皮、 瓦面屋

参半ꎮ 因地势低ꎬ 终年受潮汐侵扰ꎬ 当地人称海潮为 “刮流”ꎬ 有 “十七十八ꎬ 大流

大刮” 之说ꎬ 故东堤一横路旧称 “刮流街”ꎮ 还有遇到大潮时楼下民居遭到水淹的

“水浸街”ꎬ 茅草竹棚和木屋混杂、 经常发生火灾的 “火烧街”ꎬ 补锅打铁皮的 “叮噹

街” 等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成立 “水上公社”ꎬ 这一带贫苦劳工入社后生活得到改善ꎮ
人们站在东堤路能吹海风、 看海水、 亲近到泊岸船只ꎮ 潮涨时ꎬ 海浪近在咫尺ꎻ 退潮

时ꎬ 露出一片白沙滩ꎮ 当时有台风预告ꎬ 出海归航的船只汇集于此ꎬ 好一派严阵以

待、 躲避台风的阵势ꎮ 沿路有供销、 果菜、 水产、 轮机、 渔需等商店以及市交通局码

头指挥所、 东堤汽车客运站、 水上派出所、 海富大酒店等单位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该

路向东南面拓展ꎬ 填海造地ꎬ 建起商住楼房ꎬ 避风塘及海边风光一去不复返ꎮ 如今海

生宫庙和海富大酒店均已拆除ꎮ

三、 现代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市政府加强市政道路建设ꎮ 从 １９５０ 年起ꎬ 国家在湛江投资

兴建港口、 铁路和民航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ꎬ 西赤路多次扩建改造ꎬ 全线铺设沥青路

面ꎬ 市民将西赤路叫 “旧线”ꎮ １９５４ 年开辟第二条西营至赤坎的海滨路ꎬ 建成两车道

沥青路ꎬ 全长 １４ 千米ꎬ 市民习惯叫 “新线”ꎮ １９５８ 年ꎬ 西营改名为霞山ꎬ 西赤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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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更名为霞赤路ꎮ

１９８４ 年开辟兴建第三条霞山至赤坎的人民大道ꎬ 全长 １０ ７ 千米ꎬ 宽 ６０ 米ꎬ 将霞

山区、 经开区、 赤坎区联结起来ꎬ 湛江海湾西岸的主城区构成三条南北纵向贯通、 呈

“川” 字型的主干道路ꎮ
１９９１ 年ꎬ 霞赤路扩建后改称椹川大道ꎮ １９９３ 年市区同时拓宽椹川大道、 海滨大

道等七条道路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湛江加快城市建设步伐ꎬ 在市政道路建设和改造上ꎬ 可

谓是使出 “洪荒之力”ꎬ 不断升级改造ꎬ 一年一小变ꎬ 五年一大变ꎬ 重点实施 “横向

包络” 战略ꎬ 打通 “断头路” “瓶颈路”ꎬ 形成便捷通畅的城市道路系统ꎮ 通过数据

和项目可以看到ꎬ 湛江城区市政道路日新月异的变化:
２０１２ 年ꎬ 全年市政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约 ５ ２ 亿元ꎬ 主要完成奋勇大道、 疏

港大道二期、 海北路改造、 绿塘路改造等市政工程项目的建设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全年实际完成投资 ４ ６ 亿元ꎬ 先后建成 ２０ 多个大小项目ꎬ 动工建设广

州湾大道ꎬ 建成百金路东段等新建工程和海滨大道、 社坛路等改扩建工程ꎻ 先后实施

并完成机场路、 赤坎观海路、 康宁路、 康顺路及椹川大道南等 ８ 条道路的 “白改黑”
工程ꎬ 改造小街小巷 １１７ 条ꎮ 改建后的海滨大道主干道全线无障碍通车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实际完成市政基础设施投资约 １５ 亿元ꎬ 按时完成新湖大道等 ７ 条道路

改扩建和市区 １５ 条道路 “白改黑” 工程ꎬ 建成市政府和市人大重点督办的新湖大

道ꎬ 拖了五年的 “胡子” 工程得以全面完成ꎮ 椹川大道南北段、 海北路、 乐山路、
体育北路、 军民路等路段焕然一新ꎬ 原本的水泥路面全部成为黝黑沥青路面ꎬ 道路拓

宽ꎬ 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合理划分ꎬ 人行道、 绿化带、 路灯、 交通标线与设施、 栏

杆等进行全面升级ꎬ 鲜花艳丽绽放ꎬ 车辆驶过舒适平坦的路面ꎬ 不见半点尘土、 不闻

恼人噪声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建成广州湾大道中澳友谊花园路段、 新湖大道、 振兴路和柏西南路等ꎬ

正式通车使用ꎻ 完成寸金路、 海湾路和海光路等 “白改黑” 改造工程ꎮ
２０１６ 新建成体育北路、 源珠路、 广州湾大道南段和绿民路ꎻ 完成解放西路、 圆

岭路、 百金路和海滨三、 四路 “白改黑” 改造工程ꎬ 改善市民出行的交通条件ꎮ
２０１７ 年ꎬ 随着高铁、 高速公路、 机场和港口扩建等一大批对外大通道建设项目

陆续启动ꎬ 高效交通枢纽的地位已经确立ꎬ 当务之急ꎬ 是研究解决中心城区路网问

题ꎬ 重点是加快城区道路内循环改造ꎬ 完成 ２４ 条道路改造建设任务ꎬ 打通停工多年

的明政路、 康强路和南方路等 “断头路” “瓶颈路” 交通壁垒ꎬ 完成静宁路、 源珠路

和世贸人行天桥建设ꎬ 升级改造人民大道南等 ９ 个地段人行道及海湾路等 ７ 条道路ꎬ
加快建设银帆路等 ５ 条道路ꎬ 推进海川大道扩建等 ＰＰＰ 项目以及上坡路等一批项目

前期工作ꎻ 疏通城市交通的 “微循环”ꎬ 改造一批小街小巷ꎬ 修通一批道路交通堵塞

点ꎬ 完善城市路网结构ꎬ 提高车辆通行效率ꎬ 缓解主干道交通拥堵的压力ꎮ 如今ꎬ 全

市城区道路面貌焕然一新ꎬ 城区居民出行环境得到改善ꎮ
道路就像城市的 “血脉”ꎬ 对改善城市投资环境ꎬ 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具有基础

性、 先导性的作用ꎮ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７ 年ꎬ 湛江市区道路建设突出三个重点: 通过对主

城区三条纵向主干道 “白改黑” 工程ꎬ 扩容提速ꎬ 疏通 “主动脉”ꎻ 通过打通拓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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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小巷等改造工程ꎬ 疏通 “微循环”ꎻ 通过打通 “断头路” “瓶颈路”ꎬ 开通湖光快

线、 体育北路、 百金路、 北站路、 海丰路、 源珠路、 广州湾大道等新路ꎬ 这一批市区

新建道路亮相城市版图ꎬ 完善城区道路交通网络ꎬ 形成 “纵向贯通ꎬ 横向包络” 四

通八达的城市路网ꎬ 使市民出行环境更优质、 更便利ꎮ
【１５ 条市政道路白改黑工程】 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中旬起ꎬ 历时 ６ 个月ꎬ 实施城市扩

容提质工程ꎬ 先后完成椹川大道、 海滨大道、 乐山路、 中山一路、 跃进路、 北桥路、
百园路、 湾南路、 军民大道等 １５ 条市政道路 “白改黑” 项目升级改造工程ꎬ 完成改

造道路长 ２６ １ 千米ꎬ 面积约 １２５ 万平方米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这次 “白改黑” 改造的

乐山路ꎬ 它一头连着海湾大桥ꎬ 一头连着湖光快线ꎬ 与椹川大道、 人民大道和海滨大

道交叉ꎬ 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ꎬ 改造后的乐山路ꎬ 建有专属绿道长 ２ ８ 千米ꎬ
也是首次在湛江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铺设专属绿道ꎮ 市民和游客可以骑自行车沿着乐山

路绿道ꎬ 从椹川大道路口一直到海滨大道旁的中澳友谊花园ꎬ 用绿色低碳出行方式横

穿开发区ꎬ 轻松惬意地感受现代港城的独特风光和魅力ꎮ
【新湖大道工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动工ꎬ 位于霞山区南部ꎬ 与建设路、 建设一横路交

汇ꎬ 横跨铁路港区专用线、 南柳河及南柳河一、 二排水渠ꎬ 与百蓬路、 以及规划中的

南洋路、 南柳东路、 南柳西路、 百儒路、 蓬光路和正在动工建设的湛江大道相交ꎬ 全

长 ４９０２ 米ꎬ 宽度 ３４~７０ 米ꎮ 其中还有铁路跨线桥 ４３９ 米、 南柳河中桥 ４６ 米ꎬ 铁路跨

线桥主桥桥面宽度 ３０ 米ꎬ 最大跨度 ５５ 米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建成通车ꎬ 霞山城区增加多一

个南向出入口ꎬ 缓解通往东海岛、 湖光岩风景区以及雷州、 徐闻、 海南方向的车流压

力ꎬ 对于改善湖光立交桥的交通瓶颈和湛江市交通状况起到决定性作用ꎮ
湛江ꎬ 是 ４５ 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之一ꎬ 建成水路、 公路、 铁路、 民航、

管道五种运输方式齐全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ꎮ 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ꎬ 地处粤桂琼三

省交汇处ꎬ 三面环海ꎬ 是 “一带一路” 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城市、 在亚太经济圈中具

有极为重要的地缘经济战略位置ꎬ 连年被 «福布斯» 杂志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

市之一ꎬ 被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和中国商业联合会评为 “中国百佳投资城市”ꎮ 此外ꎬ
湛江也正积极 “用开放促发展”ꎬ 不断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 发展ꎬ 从服务国家战略

的高度谋划湛江的大开放、 大开发ꎬ 内联 “三南”ꎬ 外连五洲ꎬ 呈现国际大都市的气

势与城市品位ꎮ 市区道路按规划逐步进行建设和改造ꎮ 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湛江市建成区

拥有城市道路道路 １２５３ 条ꎬ 长度 ５９１ ９４ 公里ꎬ 面积 １３２４ ６０ 万平方米ꎻ 桥梁 ５１ 座ꎬ
总长 ２８７８ 千米ꎬ 总面积 ６ ４４９ 万平方米ꎻ 排水管道长 ６１２ ０２ 千米ꎮ

(一) 霞赤老城区三条主干道简介

【椹川大道】 旧称西 (营) 赤 (坎) 路ꎬ 简称西赤路ꎮ 因此路最早通行公交汽

车ꎬ 当地人习惯称为 “旧线”ꎮ 呈南北走向ꎬ 南起霞山人大大楼ꎬ 北止赤坎南桥ꎬ 全

长约 １２ 千米ꎬ 自南至北分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路段ꎬ 原为较窄的牛车土路ꎮ １９０１ 年

平整拓宽ꎬ 铺以碎石ꎮ １９１０ 年在南桥河建起临时木桥ꎬ 此路扩建为马车道ꎮ １９１３ 年ꎬ
南桥木桥改建为红砖水泥混合结构桥ꎬ 并将马车道再扩改建成汽车道ꎬ 是广东南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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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椹川大道

早的一条公路ꎮ 新中国成

立后ꎬ 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动工扩建ꎬ 土路拓宽至 １５
米ꎬ 市区各界群众近万人

参加义务劳动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ꎬ 改造原碎石土路ꎬ 全

线铺设沥青路面ꎮ １９６４ 年

西营 改 名 为 霞 山ꎬ 随 即

“西赤路” 更名为 “霞赤

路”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针

对霞赤六路———汽车保养

场至今康顺路口坡度较为

陡峭的路段ꎬ 市里发动机

关干部、 学校、 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群众义务劳动ꎬ 分段包干ꎬ 依靠人工挖掘ꎬ 降低

三、 四米高的土坡ꎮ 沿路是湛江的一条工业大道ꎬ 除了所在村庄之外ꎬ 两旁分布许多

工厂ꎬ 基本汇集湛江工业的骨干企业ꎬ 有外加剂厂、 通用机械厂、 工业机械研究所、
高压电器厂、 电冰箱厂、 复印机厂、 强力塑料包装公司、 棉纺厂、 汽车保养场、 微波

局、 物资局、 湛江长途汽车站、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和 ５０１ 车队、 ５０３ 车队等单

位ꎬ 每逢上下班时间ꎬ 沿路上下班的工人自行车流成为一道抢眼的风景线ꎮ 文革后相

当长时间ꎬ 此路没有进行大维修ꎬ 路面及路基严重老化损坏ꎬ 造成相当多的路段龟

裂、 松散、 坑洼不平———老百姓长期抱怨的 “烂路”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进行全线扩

改建工程ꎬ 拓宽至 ４２ 米ꎬ 铺设沥青路面ꎬ １２ 月竣工后更名为 “椹川大道”ꎬ 自南至

北分别称之为椹川大道南、 中、 北三段ꎮ “椹川” 源自于湛江市区历史上曾是 “椹川

县” 辖地ꎬ 境内东海岛曾设 “椹川巡检司”ꎮ 然而ꎬ 时过境迁ꎬ 从最初牛马车道、 土

路到柏油路ꎬ 再到现代的椹川大道ꎬ 其众多的往事旧闻ꎬ 成为这代人饭后茶余的聊天

话题ꎮ 这些记载着一个时代辉煌的一个个工厂都基本完成历史使命ꎬ 正是湛江不断演

绎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ꎮ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开始进行征地改扩建工程ꎬ 全长约 ９ 千米ꎬ 工

程建设分为三段: 从机场路口至赤坎康顺路口长 ４ ６ 千米ꎬ 按城市主干道一级标准设

计ꎬ 宽为 ６０ 米ꎬ 双向 ６ 车道ꎻ 东新路长 ４ ４ 千米ꎬ 按原宽度 ４２ 米进行人行道、 非机

动车道、 绿化和路灯改造ꎬ ２００４ 年动工ꎮ 以上两路段改造工程于 ２００５ 年完工ꎮ 而椹

川大道南从东新路口至江霞广场路段长 ２ ６ 千米ꎬ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动工ꎬ 宽 ４２ 米ꎬ
总投资 ４６８２ 万元ꎬ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完工ꎮ 改造项目包括: 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路面

铣刨加铺ꎬ 新建港湾式公交站ꎬ 人行道、 路缘石、 树池翻新改造ꎬ 各个路口的渠化拓

宽和相应的交通信号灯及监控改造ꎬ 全线路灯改造及雨水井、 污水井的挪移、 提升和

新建等ꎬ 将原水泥路面进行 “白改黑” 沥清罩面改造ꎬ 在人行道、 沿线单位出入口、
道路交叉口、 人行过街设施等位置ꎬ 均进行盲道设计铺装ꎮ 道路空间更多向行人和公

交倾斜ꎬ 通过人性化的标线、 标志重新分配路权ꎬ 设置公交专用道、 港湾式上落站ꎬ
划出独立电动车道、 自行车道和人行道ꎬ 把超过 ４０％的路权赋予公交车、 自行车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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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ꎮ 同时ꎬ 缩小机动车车道宽度ꎬ 由原来 ３ ７ 米设置到 ３ ２５ 米ꎬ 只留一条 ３ ７ 米

宽的车道用于大车通行ꎮ 经过多次升级改造后ꎬ 使椹川大道交通更为顺畅ꎬ 成为湛江

老城区 “交通主动脉” 之一ꎮ

海滨大道　

【海滨大道】 因与海湾岸线

并行ꎬ 旧称海滨路ꎮ １９０３ 年兴建

广州湾法国公署馆ꎬ 门前修建碎

石土路ꎬ 即海滨一路ꎬ 宽 １０ 米ꎬ
后来在该路旁修建邮政楼、 爱民

医院和海滨小花园等ꎮ １９５４ 年开

通为第二条霞山连通赤坎的道

路ꎬ 市民习惯称为 “新线”ꎬ 把

早期的霞赤路称为 “旧线”ꎮ 在

霞赤主城区东部沿海ꎬ 湛江海湾

西岸ꎬ 呈南北走向ꎬ 南起霞山汉

口路与青岛路交汇处ꎬ 北止赤坎

创业路 (赤坎游泳场)ꎬ 全长 １４
千米ꎬ 宽 ９ 米ꎮ 限于当时经济水

平ꎬ 道路建设标准低ꎬ 路况极

差ꎬ 但两旁种有挺拔高大的木麻

黄树ꎬ 遮荫防风ꎬ 素有 “绿色走

廊” 之称ꎮ １９６５ 年铺设沥青路

面ꎬ 路面拓宽为 １２ 米ꎬ 自南至北

分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路段ꎮ
在平乐、 沙湾两处ꎬ 分别与平乐渡口、 广湛公路 (今海田路) 相交ꎬ 使该路不但是

联系霞赤两区的重要干线ꎬ 而且也是湛江向东通往广州等地的重要通道ꎮ 其中海滨一

路 (原称霞飞大马路) 是霞山最富有历史文化和欧陆风情的街道ꎬ 全路由挺拔的椰

林覆盖ꎬ 两旁遍植木麻黄树和簕杜鹃ꎬ 风景秀丽ꎬ ２０ 世纪 ５０、 ６０ 年代很多影视镜头

均在此拍摄外境ꎮ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ꎬ 扩建海滨七路ꎬ 拓宽至 ４２ 米ꎬ 机动车道为双向四车

道ꎬ 宽 １４ 米ꎬ 无中央分隔带ꎬ 沥青路面 １１４９５ 平方米ꎬ 此路段扩建后改称为 “海北

路”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第一次全线改扩建ꎬ １９９２ 年底完工ꎬ 南起霞山青岛路口ꎬ 北

止赤坎广湛路口与海北路交汇处ꎬ 长 １２ 千米ꎬ 总宽 ５８ 米ꎬ 机动车道宽 １６ 米ꎬ 两侧

非机动车道各宽 ５ 米ꎬ 绿化带各宽 ２ 米ꎬ 人行道各宽 ６ 米ꎬ 改铺水泥混凝土路面ꎮ 特

别是原向阳制药厂路段 (今喜来登酒店至体育南路) 是弯度较大的一个小山岗ꎬ 被

裁弯取直ꎬ 从该厂中间通过ꎬ 工程完成后更名为海滨大道ꎬ 自南至北分别称之为海滨

大道南、 中、 北三段ꎬ 全路两旁种植椰子树 (今改种大叶、 小叶榄仁)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再次改扩建ꎬ 北起赤坎区海田路口 (原广湛路口)ꎬ 南至霞山海滨宾

馆门口ꎬ 全长 ７ ９ 千米ꎬ 总投资 ３ ５ 亿元ꎬ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完工ꎮ 改造项目包括:
路面、 排水、 截污、 排污、 路灯、 绿化景观、 交通设施等ꎬ 起点和终点两个环岛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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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改为渠化路口ꎬ 取消原道路隔车带ꎬ 路面按双向六车道设计ꎬ 使用高等级沥青混凝

土结构ꎻ 排水系统实现雨污分流ꎬ 增设 ３ 条共 ２３ 千米污水管道ꎬ 解决道路沿线 “水
浸街” 老大难问题ꎻ 弃用原水泥供水管道ꎬ 全线改建成 ２ 条 １６ 千米球磨铸铁供水管

道ꎬ 解决老城区供水联网问题ꎬ 提高水质和供水管网安全性ꎻ 使用改性沥青路面ꎬ 有

效降低汽车行驶噪音和扬尘的影响ꎬ 提高市政道路标准等级ꎻ 完善交通智能监管设

施ꎬ 与体育北路、 体育南路、 龙潮东路、 乐山大道、 乐金路等交汇路口ꎬ 均实施拓宽

路口的渠化方式ꎬ 增大路口通行能力ꎬ 全线 ２０ 多个路口中只有百金路、 体育北路、
体育南路、 龙潮路、 乐金路、 乐山路、 园岭路等 ７ 个路口设置断口ꎬ 并实行信号灯管

制ꎻ 设置公交专用通道ꎬ 港湾式候车站ꎬ 实现全线无障碍通车ꎬ 成为与椹川大道并行

为湛江市区 “交通主动脉” 之一ꎮ 沿路在靠近赤坎北段有海洋国际酒店、 喜来登酒

店、 万达广场、 中澳友谊花园、 澳海城等单位ꎻ 靠近霞山南段有海滨船厂、 南部战区

海军第一医院、 湛江市特殊教育学校、 广东海洋大学海滨校区、 国家体育总局湛江潜

水运动学校、 海滨宾馆、 湛江供电局、 广州航运局湛江三公司、 壹香酒家、 昌大昌购

物广场、 鑫海华庭、 海滨公园、 法国广州湾公署馆旧址等单位均在此路段ꎮ 中段有沙

湾、 梧阔、 龙潮、 霞海、 平乐、 海滨等 “城中村”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此路中段通过对海湾大桥西桥头两侧绿化进行 “透绿见海” 的

改造ꎬ 最大限度地展现海滨景观ꎬ 勾起市民对 “海滨路ꎬ 不见海” 的历史追思ꎮ
【人民大道】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始建ꎬ 南起霞山菉 (绿) 塘路口ꎬ 北止广湛路 (今海

田路) 与海北路交汇处ꎬ 全长 ７ ３７６ 千米ꎬ 宽 ６０ 米ꎬ 为 ６ 车道ꎬ 湛江市规划勘察设

计室负责设计ꎬ 湛江市城建局组织施工ꎮ 建国初期ꎬ 湛江主城区分为霞山和赤坎ꎬ 两

地之间直线距离约 ７ 千米ꎬ 中间隔着荒山野岭ꎬ 只有两条相当狭窄的牛车路ꎬ 也就是

现今的椹川大道 (旧线) 和海滨大道 (新线)ꎮ 过去ꎬ 当地流行一句戏言 “一个城市

分两块ꎮ” 这句戏言ꎬ 比较形象地说出当时湛江城市结构的现状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虽

然政府对 “旧线” 和 “新线” 进行多次改扩建ꎬ 但由于条件有限ꎬ 主城区的交通已

经成为制约湛江城市发展的瓶颈ꎮ １９８３ 年湛江地区与湛江市合并ꎬ 湛江市委市政府

决定建设主城区的中轴线———人民大道ꎬ 并成立工程指挥部ꎬ 时任市长腾义发同志亲

自担任总指挥ꎮ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正式动工ꎬ 经过历时两年的建设ꎬ 贯穿主城区的中

轴线终于建成ꎬ 不单使主城区霞赤两地之间增加一条距离最近的主干道ꎬ 成为主城区

路网骨架中的 “腰骨” (意即脊椎)ꎬ 而且标志着 “一个城市分两块” 的历史结束ꎮ
当年在人民大道动工前ꎬ 时任市长滕义发亲自带队ꎬ 多次带领筹备组及工程技术人员

去勘察地形ꎮ 哪时道路走向的范围全是坡岭荒地ꎬ 只能徒步ꎬ 一走就是一天ꎬ 来回行

程十多千米ꎬ 参加勘察地形时都要带上干粮和饮用水ꎮ １９８５ 年 ２ 月 ２９ 日ꎬ 人民大道

全线土路开通后ꎬ 许多市民急不及待地要去现场一睹这条大道的风采ꎬ 有的步行ꎬ 有

的骑自行车ꎬ 邀上三五好友ꎬ 从赤坎或霞山出发ꎬ 沿着刚开通还崎岖不平的土路

“过把瘾”ꎬ 其兴致不亚于如今 “抢红包” “高铁游”ꎬ 虽然一路颠簸ꎬ 风尘仆仆ꎬ 但

也忘记路途跋涉的疲劳ꎮ 这些先睹为快的先行者ꎬ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的发展进

步ꎬ 也折射出人们的精神气质ꎮ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 国务院把湛江列为全国首批 １４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ꎬ 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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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大道

区 (简称经开区) 确定设

在霞山至赤坎之间ꎬ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 ２ 日正式奠基ꎮ 经

开发地势较平坦ꎬ 规划范

围: 北起文保河ꎬ 南至绿

塘河ꎬ 西起人民大道 (含

人民大道西侧 １５０ 米宽的

用地)ꎬ 东至麻斜西海岸

线ꎬ 总用地面积为 １３ ７ 平

方千米ꎮ 是年 １０ 月ꎬ 人民

大道第二期工程动工ꎬ 至

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 ５ 日完工ꎬ 举

行落成庆典ꎮ 人民大道总

长 １０ ７ 千米ꎬ 呈南北走

向ꎬ 分为南、 中、 北三段ꎬ
南段自霞山友谊广场 (湛
江 港 ) 至 绿 塘 路 口ꎬ 长

３ ３ 千米ꎻ 中段自绿塘路口

至龙潮路口ꎬ 长 ３ ７ 千米ꎻ
北段自龙潮路口至广湛路

(今海田路) 与海滨大道交

汇处ꎬ 长 ３ ７ 千米ꎮ 全路

分设机动车道、 自行车道

和人行道ꎬ 两旁种植桃花

心木和凤凰树ꎬ 绿荫覆盖ꎬ
沿线绿色景观和灯光夜景非常壮观ꎬ 成为 “白天看树ꎬ 晚上看楼” 的景观大道ꎮ

人民大道与椹川大道、 海滨大道成为连结霞山、 赤坎和经开区南北纵向并行的三

条城市主干道ꎬ 是海湾西岸主城区呈 “川字型” 的交通 “大动脉”ꎬ 东西横向穿过这

三条主干道的有文明路、 机场路及绿塘路、 乐山路、 龙潮路、 体育南路及北站路、 体

育北路和北海路连接源珠路等ꎬ 把港口、 机场、 铁路和经开区连接起来ꎬ 形成四通八

达的道路网络ꎮ 湛江市第三次城市总体规划和后来修编的湛江市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０ 年城市

总体规划都确定人民大道与乐山路交汇一带为新的城市中心ꎮ 该大道经过 ２０ 多年运

行ꎬ 部分路面开始岀现损毀、 崩塌等现象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市政府決定启动人民大道

改造工程ꎬ 此次改造主要是对原有路面进行修补灌浆等病害处理ꎬ 在处理之后的路面

上加铺沥青混泥土ꎬ 同时对道路两边侧石、 人行道、 公交车站进行全新改造ꎬ 于 ９ 月

底完工ꎮ 改造后的人民大道比原来更安全ꎬ 更人性化: 沥青路面具有抗老化、 耐高低

温、 没有噪音、 不反光、 摩擦系数大等优点ꎬ 行车更舒适安全ꎻ 撤消广湛、 康顺、 龙

潮路口三大环岛ꎬ 进行渠化改造ꎬ 大大提高通车能力ꎻ ２２ 个港湾式公交站不占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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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ꎬ 停车更安全ꎬ 不阻塞交通ꎻ 全线首次采用信号智能控制灯ꎬ 按照车流量进行控

制ꎬ 自动调整红绿灯时间ꎻ 路面高度得到提升ꎬ 增加排水口ꎬ 增强排水能力ꎮ 人民大

道南至港务局文明路口采取统一灯型ꎬ 沿途安装 １３０ 多盏双火路灯ꎬ 并在广湛、 康

顺、 龙潮等路口增加中杆灯ꎬ 增强亮度和照明度ꎮ
然而ꎬ 由于汽车逐年增多ꎬ 人民大道作为主城区的发展轴线和交通轴线ꎬ 以平交

为主ꎬ 沿线出入口多、 公交泊位不足ꎬ 承受着多重交通压力ꎬ 主线交通效率降低ꎬ 高

峰时段平均时速约 ２０ 千米ꎬ 已接近时速 １８ 千米的国际道路交通拥堵警戒线ꎬ 随着汽

车保有量的继续增加ꎬ 主要道路节点交通拥堵将会日益严重ꎬ 急需改扩建ꎮ 根据市政

府要求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 «湛江市人民大道快速化节点改造工程规划方案» 对外公示ꎮ
方案中显示绿塘路口至广湛路口将会建立 ５ 座立交桥ꎬ 内含 ４ 座为隧道、 １ 座为跨线

桥ꎻ 并在近期配套建设 ８ 座、 远期规划建设 １２ 座人行过街天桥ꎻ 并在友谊路口、 建

新东路口、 湛江市人大、 绿塘路口、 椹塘路口、 三帆、 龙潮路口、 湛江体育中心以及

康顺路口对接未来湛江地铁的出入口ꎮ 该工程规划由广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组织

编制ꎬ 预计投资约 １０ 亿元ꎬ 实施后将成为湛江首条全封闭快速城市干道ꎮ 据估算ꎬ
优化改造后ꎬ 人民大道南北向直行时间将缩短为 １８ 分钟ꎬ 平均行车速度达到 ３５ 千米

/小时ꎬ 全线通行效率可望提高 ４０％ꎮ 按照 “生态景观路、 智慧创新路” 建设ꎬ 更好

地满足市民出行的新期待ꎮ 由于各种原因ꎬ 这个 “节点改造工程” 至今未动工ꎮ

　 海北路

(二) 赤坎区主要道路简介

【海北路】 １９５４ 年兴建ꎬ 原称海滨七路ꎬ 西起创业路与幸福路交汇处ꎬ 东止海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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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 (原广湛路)ꎬ 长 １１７０ 米ꎬ 宽 ３８ ７ 米ꎬ 行车道为沥青路面ꎬ 人行道铺彩色方砖ꎬ
两旁种植热带阔叶的枇杷树ꎬ 是赤坎区绿化标准性道路ꎮ 湛江市燃料公司、 赤坎区建

设局、 市规划局赤坎分局、 市第一中医院、 赤坎区人民法院、 兴华广场、 迪－拜酒

店、 工商银行赤坎分行、 赤坎游泳场等单位在此路两旁ꎮ
【跃进路】 始建于 １９５８ 年ꎬ 因处于赤坎城区西南边缘ꎬ 故称 “环市路”ꎬ 从赤坎

宾馆起到寸金桥止ꎬ 全长 １３３４ 米ꎬ 宽 １０ ~ １５ 米ꎬ 沥青路面ꎬ 是赤坎区西南向主干

道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 司法局、 广播电视管理局、 广播电台、 建设银行、 南溪酒店

(今广东书城赤坎购书中心)、 赤坎宾馆、 迎宾馆、 新江酒店 (今跃进百货大厦)、 第

八小学、 寸金桥公园、 公共汽车赤坎分站及寸金大厦等单位都坐落在路两侧ꎮ １９６８
年改建后ꎬ 改称为现名ꎬ 宽 ２４ ２ 米ꎬ 长 １３５１ 米ꎮ

【海田路】 赤坎城区北出入口的一条主干道路ꎬ 南端与人民大道北、 海滨大道北

(原海北路) 交汇ꎬ 北端至赤坎双港村止ꎬ 全长 ５４６４ 米ꎬ 宽 ５５~７０ 米ꎬ 双向 ６ 车道ꎬ
沿路建有海田一号、 二号公路桥ꎮ 海田路原来不是路ꎬ 它是沙湾海滩的一部分ꎮ １９６９
年ꎬ “军民大堤” 拦腰截断沙湾海ꎬ 这里变成广州军区赤坎生产基地ꎮ 之后ꎬ 陆续填

海而形成土路ꎬ 由湛江通往广州方向的汽车 “抄近道” 穿越赤坎城区———包括现在

海田路、 人民大道北路段、 康顺路和康宁路ꎬ 汽车走多了逐渐形成 “３２５ 国道过境

路”ꎬ 市民习惯称为 “广湛路”ꎮ 从 １９８７ 年起ꎬ 该路进行过多次改造ꎬ １９９１ 年建成沥

青路面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ꎬ 按市政道路标准全线扩建改造为水泥混凝土道路ꎬ 设置绿化

分隔花坛ꎬ 于该路西侧建成南北长 ２１００ 米、 东西宽 ４８ 米、 总面积 ９ ７ 万平方米的

“海田带状公园”ꎬ 使海田路原以交通功能为主ꎬ 转变为集交通、 游憩、 观光等功能

为一体的城市 “迎宾大道”ꎮ 工程完成后ꎬ 地名管理部门根据这里的 “沧海桑田” 变

化ꎬ 把这段路更名为 “海田路”ꎮ 沿路两侧有湛江汽车中心客运站、 珠江啤酒厂、 湛

江副食品批发市场、 海田商贸区、 商业城、 广州军区赤坎生产基地、 金海酒家、 馨越

楼等单位ꎮ
【康顺路】 起于康宁路与椹川大道交汇处ꎬ 止于人民大道北ꎬ 长 １２００ 米ꎬ 宽

３６ ５~４３ ５ 米ꎬ 是原国道 ３２５ 线经过赤坎区主要路段ꎬ 为一级路面ꎬ 双向 ４ 车道ꎬ
１９９１ 年建成投入使用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 进行 “白改黑” 改造ꎮ 改造内容包括: 机动车

道铣刨加铺ꎬ 拆除路侧隔离带和非机动车道后ꎬ 重新铺设路面ꎬ 新建港湾式公交停靠

站ꎬ 人行道、 路缘石、 树池的翻新改造 (花岗岩)ꎬ 全线路灯改造及雨水井、 污水井

的挪移、 提升和新建ꎬ 以及随本工程相关的管线加固和改移等ꎮ 该工程 １２ 月底完工ꎬ
改造后道路属柔性路面ꎬ 维修便捷ꎬ 有助于车辆轮胎、 悬挂系统 (避震系统) 抗磨

损ꎬ 降低环境噪音ꎬ 黑色沥青罩面减少行车的 “眩光” 影响ꎬ 白色交通标线更为醒

目ꎬ 提升城市道路品质ꎮ 市财政局、 市公路局、 市住建局、 工商银行、 移动电信服务

中心、 湛江影剧院、 雅园酒家、 新园大厦等单位坐落于道路两侧ꎮ
【康宁路】 起于康顺路与椹川大道交汇处ꎬ 止于站前路与瑞云南路交汇处ꎬ 全长

２４００ 米ꎬ 宽 ４２ 米ꎬ 双向 ６ 车道ꎬ 为砼路面ꎬ １９９１ 年建成ꎬ 与康顺路连接成为国道

３２５ 线往来琼、 桂、 粤之间的车辆经过湛江市区的主要通道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动工建设

“白改黑” 工程ꎬ ２０１４ 年春节前完成ꎮ 沿路有湛江艺术学校、 湛江市第五中学、 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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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社、 湛江糖业机械厂、 总装备部驻湛特运办、 湛江园林宾馆、 湛江粤西地质工程

勘察院、 沿海物流货运站、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迁址新建) 等单位ꎮ
【百园路】 原是贯通百姓村与东园村的乡间小道ꎬ 故此得名ꎮ １９８７ 年开发建设百

园小区ꎬ 修建为混凝土路面ꎬ 全长 １１００ 米ꎬ 宽 ２４ 米ꎬ 南北走向ꎬ 南起百姓东路与康

顺路交汇处ꎬ 北止海北路ꎮ 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住建局、 市社保局、 市委宿舍、 第

二十七小学、 市第一中医院等单位坐落路两旁ꎮ

(三) 霞山区主要道路简介

霞山的街道建设与赤坎相比ꎬ 起步较晚ꎮ
近代广州湾之前ꎬ 此地没有确切的地名ꎬ 是供渔船停靠避风、 装货和补给生活用

品的小渔港ꎮ 海边搭建几间草棚ꎬ 渔民商贩根据渔汛期到此进行水产鱼货交易ꎬ 潮涨

成墟ꎬ 潮落收市ꎮ 渔民聚居一处ꎬ 形成小村落ꎬ 从地形看ꎬ 这里港村合一ꎬ 又是陆地

伸入海的尽头ꎬ 人们就把这个村落叫 “海头港村”ꎮ 明清时ꎬ 周围稀稀落落分布有洪

屋、 霞山、 炮台仔等几条村落ꎬ 统称 “海头汛”ꎮ 渔民在海边建有砖木结构的 “海生

宫” 庙ꎬ 意指渔民都是海的儿女ꎬ 祈求保佑平安ꎬ 这是霞山最早建筑之一ꎮ
１８９９ 年ꎬ 法国租借广州湾后ꎬ 首府从坡头迁址 “海头汛”ꎬ 更名为西营ꎮ 为纪念

其战舰 “白雅特号” 最早登陆广州湾ꎬ 又把西营称为 “白雅特城”ꎮ １９０１ 年开始ꎬ 当

局在租借地内投资修建码头、 道路、 邮电等市政建设ꎬ 修建西营到赤坎公路 １２ 千米ꎮ
在西营填海造地ꎬ 修建东堤路、 堆石防波堤及栈桥码头ꎬ 城区面积迅速拓展ꎮ １９３７
年ꎬ 在东堤一横路建筑一座 “八角肉菜市场”ꎮ 至 １９４２ 年ꎬ 西营共建有贝丁街、 海

边街、 火烧街、 水浸街、 绿蓢路、 刮流街、 金鸡路、 菉宝路、 教堂路、 霞飞大马路、
大福路、 真美街、 洪屋路等大小街道 ３０ 多条ꎮ 殖民主义的侵入ꎬ 客观上加速了西营

由 “村” 向 “城市” 的转变进程ꎬ 使西营成为一座滨海花园城市ꎮ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抗战胜利后ꎬ 广州湾光复ꎬ 改名湛江ꎬ 设省辖市ꎬ 西营作为市辖一

个区ꎬ 地名保留ꎮ 新中国成立后至 １９５６ 年ꎬ 湛江市仍沿袭使用西营地名ꎬ 市人民委

员会行政机关设在西营ꎮ 当家作主的湛江人民纷纷提出要求ꎬ 更改带有殖民地烙印的

地名东营和西营ꎮ 经广东省政府批准ꎬ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取消西营和东营的名称ꎬ
西营以 “湛江市” 名称包括ꎬ 不另命名ꎬ 东营改称麻斜ꎮ 然而ꎬ 西营以 “市” 来包

括ꎬ 造成地名重叠、 行政区域混乱ꎬ 给人民生活和工作带来诸多不便ꎮ 根据西营市区

中心有个村庄叫 “霞山村”ꎬ 位置刚好又落在市人委大楼旁边ꎬ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经请示省政府批准ꎬ 市政府决定把西营改称为霞山ꎮ 从此ꎬ 霞山地名一直沿用至今ꎮ

霞山村原本无山ꎬ 每当夕阳西斜ꎬ 站在村口向西眺望ꎬ 可以看到交椅岭、 牛乸岭

和平岭连绵起伏的天际线落日余辉ꎬ 霞光万道ꎬ 呈现 “西霞映山” 景象ꎬ 当地村民

“借景” 得名ꎮ 如今ꎬ 该地名不仅由村升格为区———被借予命名霞山区ꎬ 而且 １９５７
年从村中开发一条道路ꎬ 划分为东村、 西村ꎬ 沿路公交总站、 商业储运仓库、 化工厂

宿舍区、 港务局宿舍区等坐落两侧ꎬ 农村与 “工人新村” 和谐相处ꎬ 成为湛江市工

农联盟的典范之地ꎬ 故称 “工农路”ꎮ 而霞山的美景ꎬ 早已被高楼大厦遮挡视线ꎬ 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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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西霞映山” 美景ꎬ 需更上城中最高楼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霞山街道建设以新建和扩建并重ꎮ 从 １９５４ 年起ꎬ 市区道路按规

划逐步进行建设ꎮ “一五” 期间因资金有限ꎬ 建一条道路往往不能一次建成ꎬ 一般是

先建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ꎬ 道路规划红线内未建部分进行植树绿化ꎮ １９５４ 年ꎬ 新

建海滨路连通赤坎ꎬ 长 １４ 千米、 宽 １４ 米ꎻ １９５６ 年配合火车南站工程ꎬ 新建建设路ꎬ
长 １ ７ 千米ꎬ 宽 ３６ 米ꎻ １９５７ 年新建工农路ꎬ 长 １ ４ 千米ꎬ 宽 １６ 米ꎻ １９５７ 年新建文

明路 (外环路)ꎬ 长 １ ４ 千米ꎬ 宽 ７ 米ꎮ “二五” 期间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 年)ꎬ 国家对湛江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投资ꎬ 地方财政收入少ꎬ 霞山只对原有基础设施进行维修养

护ꎬ 无力进行道路改造和新建、 扩建ꎮ 文革期间ꎬ 市政建设停滞不前ꎮ “二五” 以后

至 １９７８ 年ꎬ 湛江市区道路只增加 １３ 千米ꎬ 由于港口、 火车站等重点交通设施都设在

霞山辖区内ꎬ 此期间霞山区道路建设占市区市政设施建设的大部分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ꎬ 霞山区内扩改建一批道路ꎮ 用于道路建设的资金ꎬ 除

了国家投资外ꎬ 还采取收取市政建设配套费 ５％和集资等办法解决ꎮ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ꎬ 扩

建解放东路ꎬ 面积 ３４３２ 平方米ꎬ 两旁分车带种植大王椰等植物ꎬ 颇具南国风光特色ꎮ
１９７９ 年ꎬ 改建霞赤路海头路段ꎬ 铺设沥青路面 ４７１９ 平方米ꎮ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ꎬ 扩建

文明路ꎬ 铺设沥青路面 ９８０９ 平方米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ꎬ 扩建建设路ꎬ 铺设沥青路面

１２４０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８４ 年ꎬ 新建人民大道连通赤坎ꎮ １９８５ 年ꎬ 扩建湖光路ꎬ 铺设沥青

路面、 砼路面 ６２１０ 平方米ꎮ 至此ꎬ 霞山区建成以文明路、 建新路、 洪屋路、 海滨一

路形成内环路ꎬ 以市人大大楼为轴心的人民路、 解放东路、 解放西路、 工农路、 霞赤

路等环形放射式路网ꎬ 连接着市区各条大街小巷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霞山区街道建设取得很大成绩ꎬ 但是由于城区与城中村混成一

体ꎬ 在城市中心地带ꎬ 如今岭南路、 湛新市场一带ꎬ 以及菉 (绿) 村路一带ꎬ 当时

均是荒地、 农田和水塘ꎬ 许多地方无路可行ꎮ 因此ꎬ 改建小街小卷成为政府迫切解决

的任务ꎬ 但地方财政收人少ꎬ 对小街小巷建设投入严重不足 (每年建设经费仅几万

元至十几万元不等)ꎬ 为完成计划任务ꎬ 给居民一个舒适环境ꎬ 从 １９８４ 年开始ꎬ 市政

建设部门采取社会集资和政府出资相结合方法ꎬ 坚持年年修建小街小巷ꎬ 至 ２０００ 年

共修建岭南路、 海昌路、 新村场正街、 文霞路、 朝霞路、 民享西三路、 文明东路、 文

明西路、 海滨大道中南段、 人民大道中南段、 乐山路、 解放西路中段、 长堤路、 友谊

一横路、 建新东路、 工农西二路、 人民东二路、 菉林路、 海洋路等 ６０ 多条大街小巷ꎮ
至 ２０００ 年ꎬ 霞山区形成乐山路———椹川川大道中———椹川大道南———文明西路———
解放西路———建设路———友谊路———人民大道南———洪屋路———东堤路———汉口路

———海滨大道南———海滨大道中———乐山路等組成外环路架构ꎬ 与区内大街小巷形成

四通八达交通网络ꎮ
【解放路】 位于霞山区中部ꎬ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ꎬ 由土路改造为柏油马路ꎬ 东起海滨大

道 (时代广场)ꎬ 西止湛江火车南站 (世纪广场)ꎬ 呈东西走向ꎬ 全长 ２５６９ 米ꎬ 双向

六车道ꎬ 是霞山区通往湛江火车南站的重要交通主干道之一ꎮ 在广州湾时期是两条

路ꎬ 一条是 “福禄路”ꎬ 另一条是 “庇佑路”ꎬ 广州湾光复后被统一称为 “介石路”ꎮ
新中国成立后更改为 “解放大道”ꎬ 这个路名ꎬ 让许多人一听就会与湛江的解放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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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ꎮ 中间以 “市人委大楼” (今市人大大楼) 为界ꎬ 分为东、 西两段ꎬ 分别称为解

放东路和解放西路ꎮ

解放东路　

解放东路全长 ９６９ 米ꎬ 宽 ４５
米ꎬ 东起海滨公园正门ꎬ 西至市

人大大楼门前ꎬ 与人民大道南以

及延安、 逸仙、 民享、 民治、 民

有等路交汇ꎬ 街道两旁有高耸的

盆架子、 石栗ꎬ 浓荫遮盖ꎻ 车道

与人行道之间设置分隔带花坛ꎬ
种有茉莉、 大红花等花卉ꎬ 红绿

相间ꎬ 色彩明快ꎻ 整条道路绿化

层次分明ꎬ 有 “花街” 之美誉ꎬ
是当时湛江城市绿化美化最好的

一条街ꎮ 沿路有霞山花圃、 儿童

公园、 青少年公园、 海滨公园ꎬ
还有市园林处、 工人文化宫、 第

十四小学、 机关二幼、 广东海洋

大学霞山校区、 中国农业银行霞

山支行、 中国农村信用社联社湛

江分社等单位ꎬ 有多路公交车通

行ꎬ 是集风景、 交通、 旅游于一

街的大道ꎮ ２０１４ 年底完成 “白改

黑” 改造工程ꎬ 拆除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绿化分隔带ꎬ 将原三幅路面改造成为

一幅路面的形式ꎻ 同时ꎬ 将原宽 ３ ５ 米的非机动车道、 ２ ５ 米的分隔带花坛及车行道

路面刨除后ꎬ 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ꎻ 全线设置 ２ 对港湾式公交车站ꎻ 原有双向四车道

拓宽为双向六车道ꎬ 从而大大提高该路段的交通通达能力ꎮ
解放西路长 １７１０ 米ꎬ 宽为 ４５ 米ꎬ 东接市人大大楼后人民广场ꎬ 西至湛江火车南

站广场ꎬ 与文明西、 建新东、 华欣、 荷花南和建设等路交汇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改扩

建ꎬ 总投资 ２８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竣工ꎬ 完成道路、 排水、 照明、 交通设施等

升级改造ꎮ 完工后ꎬ 所在路段交通拥堵状况得到缓解ꎬ 周边市民出行更加舒适、 便

捷、 安全ꎮ 中共霞山区委、 区政府办公大楼、 金山大厦、 金马酒店、 新格里拉酒店、
金都酒店、 金洲酒店、 国泰酒店、 贵州省驻湛江办事处、 兵站、 市第二中医院、 湛江

港宿舍区等单位坐落两旁ꎮ
【建设路】 建于 １９５６ 年ꎬ 位于霞山区西南部ꎬ 东起工农路、 友谊路、 新港路、

新尚路与湖光路交汇处的交通环岛ꎬ 西止湛江火车南站与东新路ꎬ 全长 １４００ 米ꎬ 总

宽 ４２ 米ꎬ 机动车道宽 ３０ 米ꎬ 总面积 １２４００ 平方米ꎮ 该路是国家 “一五” 计划中黎湛

铁路、 湛江火车南站、 湛江港等重点建设项目的配套基础设施之一ꎬ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黎湛铁路动工ꎬ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 １ 日全线建成通车ꎬ 是年湛江火车南站建成启用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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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湛江火车南站前的建设路 １９５６ 年建成通车ꎬ 是连接湛江港与湛江火车南站的主要

通道ꎬ 成为建设新湛江的里程碑ꎬ 故此得名ꎮ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改扩建ꎬ 铺设沥青路面ꎮ
沿线有市供销大厦、 南丰宾馆、 驻湛部队招待所、 汽车客运南站、 粮油油加工厂、 湛

江机械厂等单位ꎮ
【工农路】 曾称和平路ꎬ １９５７ 年建成ꎬ 穿过霞山村 (霞山区地名出自于此)ꎬ 以

此路为界ꎬ 将该村分为东村、 西村ꎬ 该路建成后为体现工农联盟精神ꎬ １９６６ 年被命

名为 “工农路”ꎮ 在霞山区西部ꎬ 南与建设、 湖光、 友谊路交汇处ꎬ 北至市人大大

楼ꎬ 全长 １４００ 米ꎬ 宽 １４ 米ꎬ 双向 ４ 车道ꎬ 由葵树花带分隔快、 慢车道和人行道ꎮ
１９９３ 年进行扩建ꎬ 总宽 ３４ ８ 米ꎬ 分设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ꎬ 机动车道宽

２５ 米ꎬ 两旁种有高大的桃花心树和百千层树ꎮ 沿路有公交汽车总站、 商业储运仓库

(今泰汇广场)、 工农市场、 市九小、 市第六中学、 艺海影剧院以及湛江港福利区、
湛江化工厂等大型国企宿舍区——— “工人新村”、 工农肉菜市场等单位ꎬ 是贯通霞山

南北的主要街道之一ꎮ
【友谊路】 为纪念 １９５４ 年苏联专家支援湛江建设ꎬ 在人民大道南端建设 “友谊

广场” 而得名ꎮ 位于霞山区南部ꎬ 东西走向ꎬ 东起 “友谊广场”ꎬ 西至工农路交通环

岛 (与建设、 湖光、 新港、 新尚五路交汇处)ꎬ 全长 ９３５ 米ꎬ 总宽 ２７ ７ 米ꎬ 其中机动

车道宽 １０ ３ 米ꎬ 是湛江港经友谊路、 建设路转运港口货物到湛江火车南站货场的专

门通道ꎮ ５０ 年代建设湛江港口时ꎬ 当年疏浚航道的沙土ꎬ 就填埋在该路北侧一带低

洼地ꎬ 所以这一带居民区被称为 “沙滩”ꎮ 沿路有湛江港务局、 港区人民医院、 工农

粮管所、 湛江商业储运公司等单位ꎮ 路旁种植椰树ꎬ 并列成行ꎬ 郁郁葱葱ꎬ 呈现一派

热带风光ꎮ
【文明路】 １９５７ 年兴建ꎬ 曾称 “环市路”ꎬ １９６６ 年改称 “红卫路”ꎬ １９８０ 年复今

名ꎮ 位于霞山区北部ꎬ 东起海滨大道与海昌路交汇处ꎬ 西止解放西路与建新西路交汇

处ꎬ 分东、 中、 西三段ꎬ 东中两段全长 １４００ 米ꎬ 宽 ７ 米ꎮ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扩建ꎬ 此路向

西延长 ８４０ 米ꎬ 称文明西路ꎬ 止于建新西路与解放西路交汇处ꎬ 全长 ２２４０ 米ꎬ 宽 １６
米ꎬ 面积 ９８０９ 平方米ꎬ 设有机动车、 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ꎬ 机动车道宽 ８ 米ꎬ 是横

贯霞山区的主要道路之一ꎮ 沿路有湛江市政总公司、 广东医科大学、 湛江电视大学、
海军海韵招待所、 海军海通招待所等单位ꎬ 是贯通霞山区东西走向的主要街道之一ꎮ
两旁种植大叶榄仁ꎬ 又叫 “法国枇杷”ꎬ 是热带湛江体现四季分明的路树之一ꎮ

【建新路】 曾名 “环市南路”ꎬ １９６６ 年改为 “移山路”ꎬ １９８１ 年复今名ꎮ 位于霞

山区东南部ꎬ 东南至西北走向ꎬ 西北起东新路与解放西路交汇处ꎬ 东南至人民大道南

段与洪屋路交汇处ꎬ 呈 “Ｌ” 形走向ꎬ 总长 ９５３ 米ꎬ 宽 ３２ ~ ３８ 米ꎬ 中段与工农路相

交ꎬ 把路分为东西两段ꎮ 东段机动车道宽 １６ 米ꎬ 西段机动车道宽 ２６ 米ꎮ 两侧有湛江

港务局第一福利区、 市第一运输公司、 海关宿舍区、 三星企业集团公司宿舍区、 湛江

市第六中学等单位ꎮ 是沟通解放西路、 工农路、 人民大道的主要通道ꎮ
【湖光路】 １９０１ 年ꎬ 开辟西营至铺仔墟土路ꎬ 原名 “西铺路”ꎮ １９５５ 年改现名ꎮ

位于霞山区南郊ꎬ 东起工农路交通环岛ꎬ 西至铺仔墟ꎬ 全长 １４ 千米ꎬ １２ ５ 千米ꎬ 总

宽 ２０~３５ 米ꎬ 机动车道宽 １４ 米ꎮ 在霞山区东段沿路有湛江化工厂、 湛江市霞山鑫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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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有限公司、 湛江汽车修制厂、 湛江酒厂、 东兴炼油厂、 粤海 (湛江) 中纤板有

限公司等单位ꎮ 中段沿路有宝满、 北月、 木兰等村庄ꎬ 与黎湛铁路港区支线形成立体

相交ꎬ 是霞山城区南向出入口通道ꎬ 疏通雷州、 徐闻、 海南来往的车流量ꎮ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建设跨越湛江港专线铁路的湖光立交桥ꎬ 主要分流湛江港区货物而设计的一条

环城快速疏港公路ꎬ 与今疏港大道相交ꎮ １９８５ 年ꎬ 由碎石土路改扩建为沥青、 砼混

合路面ꎬ 由工农路交通环岛至南柳桥一路段ꎬ 长 ３２００ 米ꎬ 面积 ６２１０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ꎬ 第二次改扩建ꎬ 沿线拆除违章建筑物 １２０００ 多平方米ꎬ 土建工程包括挖土方、
换土、 加固地基、 倒混凝土、 修建下水道、 人行道和砌路旁侧石等ꎬ 一期工程造价

５００ 万元ꎬ 沿路 １２ 千米长种植两行椰子树ꎮ
【绿塘路】 原名 “菉塘路”ꎬ 因 “菉” 字属于偏字ꎬ 当时在计算机上打不出这个

字来ꎬ 后改称绿塘路ꎬ 因穿越绿塘村而得名ꎮ 该村位于霞山区东北面ꎬ 村民以林姓为

主ꎬ 新园街道办管辖行政村ꎬ 下辖卜园、 下村、 边坡、 边山、 上村、 龙丁、 上坡塘 ７
条自然村ꎬ 辖区面积约 ０ ８ 平方千米ꎮ 村中建有占地约 １ 万平方米的革命烈士陵园ꎬ
是湛江著名的革命老村庄ꎮ 绿塘路呈东西走向ꎬ 东起海滨大道南潜水学校门口ꎬ 横穿

人民大道、 椹川大道而止于机场路口ꎬ 全长 ２９５７ 米ꎬ 分东西两段ꎬ 东段从海滨大道

南潜水学校门口至绿村路口 (湛江农垦医院南门)ꎬ 全段为村中小路ꎬ 长 １２００ 米ꎬ
宽 １１ 米ꎮ 西段起于绿村路口ꎬ 至椹川大道与机场路口交汇处ꎬ 原是沥青路ꎬ 宽 ７ 米ꎬ
两边是泥地ꎬ 明沟排水ꎬ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８ 日改扩建ꎬ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竣工ꎬ 长 １６３１
米ꎬ 宽 ３６ 米ꎬ 中间为六车道ꎬ 水泥砼路面宽 ２４ 米ꎬ 两侧人行道宽 ６ 米ꎬ 铺设花阶

砖ꎮ 广东一禾药业公司、 市煤气公司及其供气站 (今新澳花园)、 镇海酒店等单位在

此路段ꎮ 有趣的是ꎬ 在绿塘路除 “菉塘村” 为市民所熟悉外ꎬ 还有家喻户晓的 “湛
江煤气公司”ꎬ 当年绿塘路供气站ꎬ 门外面路段车水马龙ꎬ 常常被拉煤气瓶的车辆挤

得水泄不通ꎬ 仿佛就是供气站的专用通道ꎮ 后来ꎬ 随着管道煤气的普及ꎬ 绿塘路供气

站门前逐渐人气衰落ꎬ 风光不再ꎻ 再后来ꎬ 又变成 “新澳花园” 住宅楼盘ꎮ
【绿村路】 原名菉村路ꎬ 后改绿村路ꎬ 由于绿塘路东段是城村中小路ꎬ 弯曲狭

窄ꎬ 交通阻塞ꎬ 按照 «湛江市初步规划 (１９５０ ~ １９７４) » 的规划要求ꎬ 是从绿塘村

边缘取直线连接绿塘路 (穿越今鼎盛广场) 新建一条绿村路ꎬ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动工ꎬ 但

因征地问题ꎬ 只修建从海滨大道 (金豪花苑) 至市二十七小附近一段ꎬ 长约 ８００ 米ꎬ
宽 ２５ 米ꎬ 未能全线开通ꎮ 而市二十七小附近至湛江农垦医院南门这一段长约 ５００ 米ꎬ
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借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东风才正式打通ꎮ 由于鼎盛广场的出现ꎬ
该路规划被迫调整改弯ꎬ 全长 １３４０ 米ꎬ 宽 ３６ 米ꎬ 东南起于海滨大道南ꎬ 西北至绿塘

路口 (湛江农垦医院南门)ꎬ 既成为分流绿塘路东段 (城中村) 的支线叉路ꎬ 又是连

接绿塘路西段和机场路、 贯通主城区一条东西走向的交通干道ꎮ 沿路有新园街道办事

处、 市公安局新园派出所、 市二十七小学、 新绿丰大酒店、 湛江农垦医院等单位ꎮ
【机场路】 为湛江市区通往湛江机场的主要通道ꎬ 而得名ꎮ 位于霞山区西北部ꎬ

呈东西走向ꎬ 东起椹川大道与绿塘路交汇处ꎬ 西至湛江机场ꎬ 全长 １８９４ 米ꎮ 该路原

为霞山通往志满路东段ꎬ 建于 １９１９ 年ꎬ 从绿塘村经新村、 西厅、 岺擎、 调熟到志满ꎬ
路面狭窄ꎬ 泥土路面ꎬ 仅可通行 １ 辆汽车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几经改扩建ꎬ 至 １９９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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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路

扩建为总宽 ２５ 米ꎬ 其中机动车道宽 １２ 米ꎬ 改铺沥青路面ꎬ 两旁进行植树绿化ꎮ 为适

应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要求ꎬ ２００３ 年开始扩建ꎬ 按城市次干道一级标准设计ꎬ 全

长 １ ９ 千米ꎬ 道路总宽 ８２ 米ꎬ 双向 ８ 车道ꎬ 分主道和辅道行车ꎮ 其中ꎬ 跨铁路桥 １００
米长ꎬ 单跨度为 ４０ 米ꎬ 是湛江市单跨最宽的道路桥梁ꎮ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竣工ꎬ 两旁分隔

带种植花草树木ꎬ 繁花似锦ꎬ 不是公园却胜似公园ꎬ 真正成为一条迎宾大道ꎮ
２０１３ 年进行 “白改黑” 工程建设ꎬ 铁路桥以西段道路横断面采用一幅路形式ꎬ

对向六车道ꎬ 车行道全宽 ２４ ５ 米ꎬ 铁路桥以东段道路横断面采用四幅路形式ꎬ 主路

对向四车道ꎬ 单侧车行道宽 ８ 米ꎮ 机场路辅道、 人行道路面范围维持现状ꎬ 原路灯保

留利用ꎬ 工程总投资约 １５９４ 万元ꎮ 道路平面基本维持现状ꎬ 主要增设 ３ 处主辅路出

入口ꎬ 改造 １ 处主辅路出入口ꎬ 并对机场路与机畅路 (县道 Ｘ６６９)ꎬ 机场路与椹川大

道路交汇处进行拓宽改造ꎮ 改造后ꎬ 机场路与椹川大道为十字平交灯控路口ꎬ 变为南

半幅左转车道加宽段长度由 ４０ 米向西延长至 ７０ 米ꎬ 而南半幅右转车道加宽段长度由

３０ 米向西延长至 １５０ 米ꎮ 此外ꎬ 机场路主路车行道对水泥混凝土路面进行沥青加铺ꎮ
沿线有湛江电化厂、 湛江水泥厂、 海头化工厂 (农机厂)、 粤海饲料厂等企业单位ꎮ

【东新路】 ２００３ 年新建工程ꎬ 属疏港通道项目ꎬ 南起解放西路与建设路交汇的

“世纪广场” (即南站广场)ꎬ 北止椹川大道与机场路交汇处ꎬ 全长 ２ ３ 千米ꎬ 总宽度

为 ４６ 米ꎬ 双向 ４ 车道ꎬ 按城市主干道一级标准设计建造ꎬ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竣工ꎮ 该路与

椹川大道南、 北段处在一条直线上ꎬ 是霞山区联接湛江机场、 火车南站和湛江港的咽

喉之道ꎮ 随着霞山区不断向西推进发展战略的实施ꎬ 沿线周边已建有南站服装城、 海

新钢材市场、 海新装饰材料市场、 金纺服装城、 粤纺城、 花鸟市场、 汇宝钢材市场等

大型专业市场ꎬ 在霞山商贸流通业的地位举足轻重ꎮ
【岭南路】 位于霞山城区中部ꎬ 东与人民大道南相接于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南

侧ꎬ 西止于椹川大道南的岭南大厦ꎬ 于 １９８６ 年动工开建ꎬ １９８９ 年建成通车ꎬ 全长

４２０ 米ꎬ 总宽 １９~２４ 米ꎬ 机动车道宽 ９ 米ꎬ 是连接人民大道与棋川川大道的主要通道

之一ꎮ 沿路有岭南布匹市场、 岭南肉菜市场、 霞山区政府十部宿舍区ꎬ 以及湛江市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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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校 (今湛江市商业技工学校)、 湛江市社会保险局山分局、 霞山区建设局、 湛江

市工商管理局霞山分局等单位ꎮ
【海淀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填海兴建ꎬ 呈东西走向ꎬ 东起观海路南端ꎬ 西至海滨

大道南ꎬ 长 ７２０ 米ꎬ 原先规划为行人道ꎮ 后因交通发展需要ꎬ 拓宽路面至 １８ 米ꎬ 机

动车道宽 ７ 米ꎬ 混凝土路面ꎮ 沿路两旁有西海岸西餐厅、 辉煌俱乐部、 旺角海鲜酒楼

(今陆号公馆)、 湛江市第二老干部活动中心、 湛江市妇幼儿童活动中心、 帝家歌刚

院 (已拆除)、 湛江市健康教育所等单位ꎮ
【海昌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填海兴建ꎬ 呈东西走向ꎬ 东起观海路ꎬ 西至文明东路

与海滨大道南交汇处ꎬ 长 ５４ 米ꎬ 总宽 ３４ 米ꎬ 机动动车道宽 １４ 米ꎬ 混凝土路面ꎮ 沿

路两旁有湛江市旅游总公司、 湛江市土地总公司、 金源酒店 (今中国银行湛江分

行)、 湛江市审计局、 创举美容中心、 中豪大酒店、 金辉煌永利酒楼、 鑫海华庭 (湛
江书城)、 中国国人寿保险公司湛江分公司、 湛江市商业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等单

位ꎮ
【海景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填海兴建ꎬ 呈南北走向ꎬ 南起海昌路、 北至海洋路ꎬ

长 １３９４ 米ꎬ 总宽 ２２ 米ꎬ 机动车道宽 １２ 米ꎬ 混凝土路面ꎮ 道路两旁有皇庭宾馆、 晟

安房地产公同、 海鑫肉菜市场、 湛江市中英文学校、 湛江市中英文幼儿园、 中国电信

郊区 (麻章区) 分公司、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同、 中石化中海船舶燃料供应有限公

司湛江、 羊城喨报湛江办事处 (记者站)、 海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海景肉菜市场等

单位ꎮ 还有广东发展银行行、 中国农树信用社、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

银行、 中国建设恨行、 湛江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网点ꎮ
【观海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填海兴建ꎬ 呈南北走向ꎬ 南起海淀路 (海滨公园北

门)ꎬ 北止海洋路 (渔港公园南门)ꎬ 因东临湛江港湾 (旧称麻斜海)ꎬ 紧依湛江八景

之一的 “长廊观海” 故名ꎮ 长 １６８０ 米、 总宽 ２２ 米ꎬ 机动车道宽 １４ 米ꎬ 混凝土路而ꎮ
沿路有湛江交警霞山大队、 广东省粵西航道局、 广东海事局湛江航标处、 怡海村居住

小区、 观海花园居住小区、 加州阳光西餐厅、 “海上城市” (船上娱乐城)、 渔夫码头

等ꎮ 市内公交车 ９ 路、 ３０ 路线车的起点站设于此路北段ꎮ
【海洋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填海兴建ꎬ 呈东西走向ꎬ 东接观海路ꎬ 西至海滨大道

南 (荣基国际广场)ꎬ 长 ８９０ 米ꎬ 总宽 ２２ 米ꎬ 机动车道宽 １４ 米ꎬ 混凝土路面ꎮ 路的

北侧有渔港公园、 海滨宾馆、 胡桃里广场ꎬ 南边为海洋居住小区、 汇景湾小区和栄基

花园等住宅小区ꎮ
【乐山路】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动工兴建ꎬ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建成通车ꎬ 全长 ２９００ 米ꎬ 总宽

６２ ７ 米ꎬ 机动车道宽 ２３ ７ 米ꎬ 双向六车道ꎬ 水泥混凝路面ꎬ 呈东西走向ꎬ 东起海湾

大桥西ꎬ 西至湖光快线与椹川大道中 (屋山村) 交汇处ꎬ 该路一头连着海湾大桥ꎬ
一头连着湖光快线ꎬ 与人民、 椹川、 海滨三条大道交叉ꎬ 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要

道ꎮ ２０１４ 年进行 “白改黑” 工程ꎬ 改造后的乐山路建有专属绿道ꎬ 也是首次在湛江

中心城区的交通主干道上铺设的专属绿道ꎮ 乐山路的绿道长 ２ ８ 千米ꎬ 市民和游客可

以骑自行车沿着绿道从椹川大道路口一直到海滨大道旁的中澳友谊花园ꎬ 用绿色低碳

出行方式横穿开发区ꎬ 轻松惬意地感受现代港城的独特风光和魅力ꎮ 沿路有银海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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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中国城大酒店、 皇冠假日酒店、 君豪酒店、 湛江海关组私局、 中国农业银行湛江

分行、 中国电信湛江分公司、 湛江粮食局、 银隆广场、 屋山建材综合市场等单位ꎮ
【绿华路】 原名菉华路ꎬ 与绿塘路、 绿村路一样ꎬ 其路名中的 “绿” 字也是源于

“菉塘村” 中的 “菉” 字ꎬ 地名管理部门也是以 “绿” 代 “菉” 来命名ꎮ １９９５ 年动

工兴建ꎬ ２０００ 年建成通车ꎬ 全长 ２９５０ 米ꎬ 总宽 ４２ 米ꎬ 机动车道宽 １６ 米ꎬ 双向四车

道ꎬ 呈东南向西北走向ꎬ 东南起于海滨大道南ꎬ 西北止于人民大道中ꎬ 混凝土路面ꎬ
沿路西南面是 “绿塘河湿地公园”ꎬ 东北侧原来是荒凉的丘陵地带ꎬ 上世纪 ７０ 年代

初ꎬ 这里曾经设置刑场ꎬ 刑事死囚被判决后直接从判决现场押送到这里执行枪决ꎮ 凡

有公审宣判大会ꎬ 许多人都预先来到这个刑场ꎬ 等待看枪决死囚的过程ꎮ ２００１ 年起ꎬ
这里开发成商住街区ꎬ 高楼林立、 人气旺聚ꎬ 有乐华建材市场、 城市假日居住区、 锦

绣华景居住区、 华都汇、 湛江开发区法院、 泰华大厦 (经开区管委会) 等单位ꎮ 路

的北端耸立着泰华大厦ꎬ 曾是湛江为数不多的超高层建筑之一ꎬ 如今尽管其风光依

旧ꎬ 但早已不可能独领风骚ꎮ

(四) 麻章区主要道路建设简介

作为湛江市主城区之一的麻章区ꎬ 围绕工业产业、 物流产业、 生态农业、 综合居

住、 新城居住及综合发展组团ꎬ 科学规划建设道路交通网络ꎬ 加快推进高铁西客站及

站前广场建设ꎬ 着力打造 “对外交通主通道”ꎮ
【瑞云路】 南接赤坎区康宁路与站前路交汇处ꎬ 北连广南线 ３２５ 国道ꎬ 中间穿过

政通路、 南通路、 金川路ꎬ 与金康路ꎬ 麻赤路相交ꎬ 是贯穿麻章城区南北的主干道ꎬ
全长 ８ ６５ 千米ꎬ 分为南、 中、 北三段ꎬ 分别长 １８９０ 米、 １７８０ 米和 ４９８０ 米ꎮ 瑞云路

原是国道 Ｇ３２５ 一段ꎬ Ｇ３２５ 改道遂溪黄略镇后ꎬ 原有旧路已不再承担国道干线交通枢

纽功能ꎬ 但该路主要承担湛江市政道路功能ꎮ 但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和交通车流量大等

原因ꎬ 存在路面裂缝、 坑洞现象ꎻ 混凝土路面破损率超过 ５０％ꎮ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年麻章

区对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和绿化隔离带进行改造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完成机动车道 “白改

黑” 工程ꎮ
【金康路】 ２０１３ 年兴建ꎬ 东接赤坎区寸金路ꎬ 西连疏港大道ꎬ 全长 ４ ７５ 千米ꎬ

宽 ５０ 米ꎬ 双向六车道ꎬ 中间穿过瑞云路和合流花坛转盘ꎬ 是麻章城区东西向主干道ꎬ
分为东中西三段ꎬ 分别长 １１２０ 米、 ２５８０ 米 １０５０ 米ꎮ 该路是广东省道 Ｓ３７４ 线的一部

分ꎬ 机动车道由公路部门负责保养和维护ꎬ 同样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和交通车流量过大

等原因ꎬ 存在路面裂缝、 坑洞现象ꎬ 混凝土路面破损率超过 ４０％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完成

机动车道 “白改黑”ꎮ
【金川路】 东接瑞云中路ꎬ 西连合流花坛转盘ꎬ 全长 ２ ６５ 千米ꎬ 宽 ４０ 米ꎬ 双向

四车道ꎬ 是麻章城区东西向主干道之一ꎮ 同样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和交通车流量过大等

原因ꎬ 存在路面裂缝、 坑洞现象ꎬ 混凝土路面破损率超过 ５０％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完成机

动车道 “白改黑”ꎮ
【南通路】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动工ꎬ 与赤坎南方路直线相连ꎬ 东北跨越黎湛线高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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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赤志桥)ꎬ 西南连接瑞云南路ꎬ 按城市 Ｉ 级主干道标准建设ꎬ 设计速度为 ５０Ｋｍ / ｈꎻ
从黎湛铁路至瑞云南路ꎬ 长 ９８３ 米ꎬ 宽 ５０ 米ꎬ 双向六车道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建成通车ꎮ

(五) 坡头区道路建设简介

建国初期ꎬ 位于湛江海湾东岸的坡头 (含乾塘、 麻斜、 南调) 与南三岛合称郊

区的滨海区ꎬ 各墟镇以及乡村都是牛车通行的泥土路ꎮ 而赶集人数过万、 商铺较多的

坡头墟ꎬ 正街 (东风路)、 鱼街 (胜利路)、 横街 (跃进路) 和大麻行 (解放路) 等

几条主要小街小巷ꎬ 宽度都不足 ３ 米ꎮ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ꎬ 地市合并ꎬ 实行市管县体制后ꎬ 原郊区管辖的坡头、 龙头、 官渡、

南三、 乾塘 ５ 个区建置新的坡头区ꎬ 为市辖区建制ꎬ 自此ꎬ 坡头区加快道路建设ꎮ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ꎬ 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入驻湛江ꎬ 先后开发建设南油片区ꎬ 占地 ２８７４ 亩ꎮ
至 ２０１７ 年ꎬ 坡头区内共修建道路 １２ 条ꎬ 总长 １５ ３３ 千米ꎬ 面积 １５ ５ 万平方ꎬ 主要

道路 ７ 条: 南调路、 鸡嘴山路、 麻贯路、 北山路、 灯塔路、 合作路和西安路ꎮ 全区

６４ 个村 (居) 委ꎬ 实现村村通公路ꎬ 原泥土路普遍拓宽ꎬ 铺设水泥路面ꎬ 农村出现

手扶拖拉机运输ꎮ
【南调路】 西起湛江渡口东岸ꎬ 东至麻坡大道ꎬ 为贯通坡头区东西方向的主干

道ꎬ 全长长 ４８２０ 米ꎬ 宽 ２３~３０ 米ꎬ 沥青路面ꎮ 第一期扩建工程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开

工ꎬ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竣工ꎬ 由湛江市政府、 坡头区政府、 中海油南海西部公司 (简称

“南油) 共同出资ꎬ 将湛江渡口东岸至坡头区合作路 (南海宾馆路口) 长 ２５２０ 米路

段进行改造ꎬ 此路段原为 ２ 车道 １２ 米宽泥沙碎石路面ꎬ 改造为 ３ 车道 ３０ 米宽沥青路

面ꎮ 第二期工程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开工ꎬ 改造坡头区党校至沟尾路段ꎬ 同年底完工ꎬ 道路

宽 ４２ 米ꎬ 为双向四车道ꎬ 沥青混凝土路面ꎬ 设计车速 ５０ 千米 /小时ꎮ 两期工程南油

出资 ７７８ ３２ 万元ꎮ 沿线主要与沿海大道、 奋勇大道、 鸡嘴山路、 灯塔路、 合作路、
北山路、 麻贯大道、 麻坡大道 ８ 处道路相交ꎬ 纵向穿越坡头城区ꎬ 途经南油第一生活

区、 第二生活区、 海东市场、 坡头区政府大院、 迎宾馆、 南海宾馆、 区教育局、 区党

校、 区国税局、 区地税局、 南调街道办、 海直机场和区妇幼保健院等单位ꎬ 是坡头城

区的主干道ꎮ
【鸡嘴山路】 西起南油二区图书馆ꎬ 与南调路相接ꎬ 东至爱周中学ꎬ 与黄海线相

接ꎬ 沿途有南油医院、 儿童公园、 自来水厂、 钻井公司、 南油三中、 技工学校和海东

派出所等单位ꎮ 全长 ４０００ 米ꎬ 宽 １２ 米ꎬ ２ 车道ꎬ 沥青路面ꎬ 由南油拨款 ２４０ 万元建

设ꎮ １９７９ 年 ２ 月动工ꎬ １９８２ 年建成ꎮ
【麻贯路】 南起南油四区ꎬ 北至南调街道办事处ꎬ 与南调路相接ꎮ 沿途有南油四

小、 南油物业公司、 南油五区市场和区人民检察院等单位ꎮ 全长 １７５３ 米ꎬ 宽 １４ 米ꎬ
２ 车道沥青路面ꎮ 由南油拨款 ２５７ 万元ꎬ １９８４ 年动工ꎬ 同年建成通车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南

油拨款 ３３ 万元ꎬ 对低洼路段进行改造ꎮ
【北山路】 南起南油五区市场ꎬ 与麻贯路相接ꎬ 北至湛江市坡头区边防站ꎬ 与南

调路相接ꎮ 沿途有坡头交警大队、 区交通局、 区供电局、 市城管执法大队和南油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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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等单位ꎮ 全长 ６５８ 米ꎬ 宽 ７ 米ꎬ 沥青路面ꎮ 由市政府、 区政府共拨款 ６０ 万元建

设ꎬ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动工ꎬ 同年 １２ 月完工ꎮ
【灯塔路】 北起区经贸大楼ꎬ 与南调路相接ꎬ 南至坡头区一中大门ꎮ 沿途有坡头

工商局、 坡头公安分局、 区建设局、 坡头市政维护站、 区文体中心、 区体育局、 区体

校、 灯塔公园和区一小等单位ꎮ 全长 １０３０ 米ꎬ 宽 ７~１２ 米ꎬ ２ 车道沥青路面ꎮ 由市政

府、 区政府共拨款 １１９ 万元ꎬ 分两期建设ꎮ 第一期工程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开工ꎬ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竣工ꎬ 建设区经贸局大楼至区文体中心路段ꎬ 长 ６５０ 米ꎬ 宽 １２ 米ꎻ 第二期工程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开工ꎬ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竣工ꎬ 建设区文化中心至区一中大门口路段ꎬ 长 ３８０
米ꎬ 宽 ７ 米ꎮ

【合作路】 位于南油基地第二生活区ꎬ 南接南调路ꎬ 北至南油基地文体中心ꎬ 经

过南海宾馆西门口ꎬ 全长 ６２３ 米ꎬ 宽 １０ 米ꎬ ２ 车道沥青路面ꎬ １９８１ 年动工ꎬ 同年建

成通车ꎮ
【西安路】 位于南油第一生活区ꎬ 北接南调路ꎬ 南至南油专用码头ꎬ 全长 ４８７ ５

米ꎬ 宽 １２ 米ꎬ ２ 车道水泥路面ꎮ 由南油拨款 ２５ ６６ 万元ꎬ １９７９ 年动工ꎬ 同年建成ꎮ
【奋勇大道】 建于 ２０１０ 年ꎬ 位于坡头区西部ꎬ 起点南调路南油合众近海建设公

司ꎬ 终点距海湾大桥收费站 ５００ 米处ꎬ 全长 １７３５ 米ꎬ 标准路基宽 ６０ 米ꎬ 双向 ６ 车

道ꎬ 两个非机动车道ꎬ 整个工程包括一座海合桥ꎬ 桥长 １６６ 米ꎬ 宽 ３９ 米ꎬ 总投资 １
亿多元ꎬ 主要建设内容为道路、 桥梁、 绿化、 照明、 交通设施工程等ꎮ 其建设ꎬ 对促

进广东湛江市海东新区和第十四届广东省运动会体育场馆的建设ꎬ 对促进坡头区的经

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ꎮ
【海东快线】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动工ꎬ 北连广湛高速的快速出入口 (官渡)ꎬ 南

接南三大桥ꎬ 中间横穿海湾大桥连接和坡头区ꎬ 被列入湛江市 “十二五” 规划重点

项目和广东省重点工程ꎬ 也是湛江 “三环四通” 交通大格局的重点项目ꎮ 海东快线

全长约 ２５ ５ 千米ꎬ 以海湾大桥连接线为界点分为南北两段ꎬ 北段长约 １７ 千米ꎬ 南段

长约 ８ ５ 千米ꎬ 设计时速 ８０ 千米 /小时ꎬ 沿线有官渡海围特大桥 (１２８１ 米)、 消坡海

围特大桥 (１１４６ 米)、 龙王湾特大桥 (１０８２ 米) 等 ３ 座跨海特大桥梁ꎮ 其建设对完

善区域公路网络、 促进坡头区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海东新区及南三岛的开发建设都具

有重要意义ꎮ

(六) 霞赤老城区近年新建道路简介

【振兴路】 位于赤坎城区东北角的边缘ꎬ 起点吉祥桥与吉祥路连接ꎬ 终点接海田

路与振华路交汇处ꎬ 是早期规划路ꎬ 其路名取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流行的口号———振兴

中华ꎮ 这里原是一条 “臭水沟”ꎬ 沿沟两旁是泥土小路ꎬ 随着城区扩大 “臭水沟” 被

改成明渠ꎬ 两旁建起许多私人楼房ꎬ 成为城郊结合部 “脏乱差” 的三不管地带ꎮ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经湛江市政府批准成立ꎬ 由一批离退休老干部发挥余热筹办 “振兴中

学”ꎬ 学校最初在振兴路邻近的新景路ꎬ 先后七次迁址ꎬ 最后迁到今振兴路 ８８ 号ꎬ 是

改革开放后广东省最早社会力量创办的完全中学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ꎬ 经省政府批准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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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振兴中等专业学校ꎬ 占地面积 １００００ 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３５４０ 平方米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合并改为湛江市第七中学 (北校区)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振兴路动工兴建ꎬ 长 １ ５２
千米ꎬ 宽 ３６ 米ꎬ 其中路基宽 ２０ 米ꎬ 行车道宽 １４ 米ꎬ 东西两侧人行道分别宽为 ４ 米

及 ２ 米ꎬ 路面采取水泥混凝土路面ꎬ 设计车速为 ４０ 千米 /小时ꎬ 双向四车道ꎬ 设计年

限 ２０ 年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工程完成ꎮ 该路虽然为城市次干道ꎬ 但却成为赤坎往东北方向

的出入口ꎬ 增加从海田路方向进出赤坎城区的一条通道ꎬ 有效分流海北路、 海田路的

交通流量ꎬ 同时会促进附近城中村的改造步伐ꎮ
【振华路】 北接振兴路与海田路交汇处ꎬ 南联海湾路ꎬ 与海帆路相交ꎬ 长 １ ４ 千

米ꎬ 宽 １５ 米ꎮ
【海帆路】 南起湛江海田汽车配件市场ꎬ 北止海田国际车城 (北端规划路)ꎬ 与

振华路相交ꎬ 长 ９４３ 米ꎬ 宽 ２０ 米ꎮ
【海湾路】 总长 ３３００ 米ꎬ ２０１７ 年 «政府工作报告» 列为要升级改造的 １０ 条道路

之一ꎮ 南起观海北路与御海路交汇处ꎬ 北至振华路 (原东盛路)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动工

兴建ꎬ 全长 ２９００ 米ꎬ 宽度 ２８ 米ꎬ 与军民大道相交ꎬ 其中观海北路至军民大道一段依

次与海湾支路、 海祥路、 百金路相交ꎬ 全长 １０９５ 米ꎬ 红线宽度为 ２８ 米ꎬ 穿越金沙湾

片区核心地带ꎬ 是金沙湾片区的一条交通要道ꎮ 从军民大道路口起ꎬ 沿着滨湖公园西

岸一直延伸到振华路ꎬ 成为赤坎一条景观大道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完工ꎬ 双向两车道ꎬ 两

侧布置两轮车道、 人行道ꎬ 包括: 道路、 排水、 绿化、 照明、 交通设施等ꎬ 总投资

４４３３ 万元ꎮ
【体育北路】 因在湛江市体育中心北面而得名ꎮ 分三段建设ꎬ 东段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动工ꎬ 长 １６７ 米ꎬ 宽 ４２ 米ꎻ 中段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动工ꎬ 长 １２００ 米ꎬ 宽 ５２ 米ꎻ 西段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动工ꎬ 东起人民大道ꎬ 西至椹川大道ꎬ 全长 １１９０ 米ꎬ 宽为 ５２ 米ꎬ 按城市

主干道Ⅱ级设计ꎬ 铺设水泥混凝土路面ꎬ 总投资 ８２２５ 万元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完工后ꎬ 从

金沙湾至椹川大道北全线贯通ꎬ 与体育北路东段、 西段连成一线ꎬ 是连贯椹川、 人

民、 海滨三条大道的横向主干道ꎮ 该道路投入使用后ꎬ 发挥赤坎南部片区路网整体效

益ꎬ 缓解城区东西方向的交通压力ꎮ
【体育南路】 因在湛江市体育中心南面而得名ꎬ 于 １９９６ 年与百姓渠同时动工ꎬ

长 ２９３６ 米ꎬ 宽 ２４ 米ꎬ 双向 ６ 车道ꎬ １９９７ 年只建成西段从人民大道北至椹川大道北ꎬ
长 １５００ 米ꎻ 东段从人民大道北至海滨大道北ꎬ 因 “９８９８” 特大走私案停工ꎬ 该路段

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与南国热带花园同时动工建设ꎬ 长 １６００ 米ꎬ 宽 ４８ 米ꎬ 双向 ６ 车道ꎬ
当年 １２ 月开通ꎻ 从海滨大道北至广州湾大道ꎬ 长 ２００ 米ꎬ 宽 ２４ 米ꎬ 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拆除敦煌建筑楼ꎬ 将 “丁” 字路打通为十字路口ꎬ 实现体育南路与海滨大道、 广州

湾大道相连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建成通车ꎮ 至此ꎬ 体育南路向东延伸至海边ꎬ 可以直达金

沙湾畔的 “水上运动中心”ꎬ 成为连贯椹川大道、 人民大道、 海滨大道三条 “动脉”
的横向交通主干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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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南路

【湖光快线】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正式动工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完工ꎬ 作为海湾大桥西段连接

线ꎬ 东起乐山路与椹川大道交汇处ꎬ 西止疏港大道 (湛江商贸物流城)ꎬ 全长 ９ ８ 千

米ꎬ 宽 ２２ 米ꎬ 双向四车道ꎬ 继湖光路、 新湖路之后霞山区第三个南出入口ꎮ 它连接

疏港大道ꎬ 向北 ２ ２ 千米到达高铁湛江西客站ꎬ 向南 ５ １ 千米与雷湖快线相接ꎬ 终点

在雷州市工业大道与国道 Ｇ２０７ 交汇处ꎬ 全长 ５０ 多千米ꎬ 为一级公路标准建设ꎬ 设计

车速 １００ 千米 /小时ꎬ 路基宽度 ２６ 米ꎬ 双向四车道ꎬ 采用沥青砼路面结构ꎮ 其两条快

线的建设ꎬ 成为海南省沟通湛江、 广州方向的公路主干线ꎬ 同时打通市区南出口ꎬ 连

接疏港大道和粤海铁路湛江西站、 高铁湛江西客运站ꎬ 更好地配合海湾大桥发挥交通

分流的其作用ꎮ
【新湖大道】 继湖光路之后霞山城区第二个南向出入口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动工建设ꎬ

该工程与湖光路走向平行ꎬ 东起建设路ꎬ 跨越黎湛铁路高架桥ꎬ 经过百蓬桥ꎬ 终点西

接疏港大道ꎬ 全长约 ４ ９ 千米ꎬ 宽 ４０ 至 ６６ 米ꎬ 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制ꎬ 总投资约

３６８９０ 万元ꎮ 其中ꎬ 铁路跨线高架桥长 ４３９ 米、 南柳河中桥长 ４６ 米ꎬ 铁路跨线高架桥

主桥桥面宽度 ３０ 米ꎬ 最大跨度 ５５ 米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完工ꎬ 建成通车后往湖光岩风景区

方向可直接从建设路进入新湖大道ꎬ 缩短路程和时间ꎬ 对改善霞山城区火车南站交通

状况ꎬ 特别是南向出口交通瓶颈起到决定性作用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该工程被评为

“２０１９ 年度湛江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市政项目三等奖”ꎮ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

院有限公司负责设计ꎮ
【海滨东三路、 东四路】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开工ꎬ 总投资 １６３ 万元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完工ꎮ 海滨东三路东起海丰路ꎬ 西至海滨大道北ꎬ 长约 ２４７ 米ꎬ 宽 ７ 米ꎻ 海滨东四路

东起观海北路与海丰路、 海湾路相交ꎬ 西至海滨大道北ꎬ 长约 ５２６ 米ꎬ 宽 １４ ５ 米ꎮ
建设内容为对车行道进行沥青罩面ꎬ 置换路灯ꎬ 绿化补植ꎮ 完工后ꎬ 金沙湾片区西向

往返海滨大道的交通拥堵状况得到缓解ꎮ
【百金路】 位于湛江市赤坎城区东南部ꎬ 西起海滨大道ꎬ 东至观海路ꎬ 是百姓村

与金沙湾两个片区相连接的次干道ꎬ 故名ꎮ 全长约 １３００ 米ꎬ 宽 ２８ 米ꎬ 设计速度为 ３０
千米 /小时ꎬ 双向四车道ꎬ 总投资 １０００ 万元ꎮ 其中ꎬ 金沙湾观海路至海丰路早已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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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通车ꎬ 而海丰路至海滨大道 ４８０ 米ꎬ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动工建设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７ 日完工后全线贯通ꎬ 使金沙湾片区路网骨架得到完善ꎬ 海滨大道北与军民路交汇

处的交通压力得到缓解ꎮ 另外ꎬ 该路采用 “自然渗透雨水” 的设计理念ꎬ 人行道铺

装、 雨水沟渠和树坑等具有吸纳雨水功能ꎬ 尝试 “三个城市” 的建设示范实践ꎮ

　 广州湾大道景观

【广州湾大道】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广州湾大道中段 (中澳友谊花

园) 动工建设ꎬ 起于中澳友谊花

园ꎬ 止于海礁路 (广州湾大道南

段)ꎬ 项目建设全长约 ４ ６ 千米ꎬ
规划路宽 ３２ 米ꎬ 建设内容包括

道路、 排水、 绿化、 照明等交通

市政设施ꎬ 项目总投资约 ７４５１９
万元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 广州

湾大道南段建设工程开工ꎮ 该路

南起海洋路ꎬ 北至海礁路ꎬ 全长

１４００ 米ꎬ 宽为 ３２ 米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９ 完工ꎬ 工程总投资 １５２７２ １
万元ꎮ 广州湾大道既是市区南北走向的主干道ꎬ 也是景观大道、 旅游观光道ꎬ 其自然

地把城市景点、 历史文化、 海洋等元素串联起来ꎬ 形成集休闲、 观光、 旅游、 交通于

一体的独具湛江特色的旅游观光带ꎬ 对提升海湾城市的形象ꎬ 践行海湾魅力城市的发

展理念有重要意义ꎮ
【源珠路】 位于湛江市赤坎区草苏片区ꎬ 东起椹川大道ꎬ 西止站前路ꎬ 中间与规

划路、 东菊北路相交ꎬ 长约 ２０００ 米ꎬ 宽 ５２ 米ꎬ 设计速度为 ４０ 千米 /小时ꎬ 双向六车

道ꎬ 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道ꎮ 在椹川大道段至东菊北路修建一座下穿人行通道、 两座

人行天桥及一座人行观光天桥ꎮ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 下穿人行通道及人行天

桥工程、 排水工程、 交通工程、 照明工程及绿化工程ꎮ 总投资约 ２２９７４ ７２ 万元ꎬ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开工ꎬ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竣工ꎬ 总工期 １３ 个月ꎮ
【静宁路】 位于赤坎水库瑞云湖公园东面ꎬ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动工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完工ꎮ

该路南起康宁路ꎬ 跨越赤坎水库堤坝 ７６０ 米后ꎬ 接入南方六横路北段ꎬ 北止南方路ꎬ
全长约 １ ４ 千米ꎬ 双向 ４ 车道ꎬ 路旁有 ２ ５ 米宽的人行道ꎬ 并有 ２ 米宽的绿道ꎮ 行车

时速 ３０ 千米 /小时ꎬ 限制机动车高度为 ２ ５ 米ꎮ 该路贯通康宁路与南方路ꎬ 符合次干

道 １ ２~１ ４ 千米路网密度标准布局ꎬ 使赤坎区中心交通堵塞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

解ꎮ
至 ２０１９ 年ꎬ 湛江城市道路交通建设成绩斐然ꎬ 主要成绩如下:
扩容提质有新进步ꎮ 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ꎬ 进入中国智慧城市百强榜ꎮ 奥

体中心 “一场三馆” 和水上运动中心、 民大喜来登酒店成为城市新地标ꎮ 海东新区

总体规划获省批准ꎬ ２４ 个项目建成ꎮ １７ 千米海东快线北段建成通车ꎬ 海东体育休闲

公园建成开放ꎬ 完成那面村搬迁和三柏西村拆迁ꎮ 主城区建成新湖大道、 振兴路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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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湾大道中澳友谊花园段等 ７ 条市政道路ꎻ 完成海湾路、 寸金路和海光路 “白改

黑”ꎬ 完成三帆环岛路口、 绿华路与海滨大道交叉路口改造ꎬ 完成 “三旧” 改造面积

１２４４ 亩ꎬ 中央商务区、 城市原点广场、 渔人码头、 万达广场等项目加快推进ꎮ 市交

警智能指挥中心启用ꎬ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建成ꎬ 城乡光缆基本覆盖ꎬ 高铁湛江西

客站建成投入使用ꎬ 西城新区规划建设初露端倪ꎮ
城市转型成效显现ꎮ 海绵城市、 脚印城市、 循环城市等 “三个城市” 建设获得

社会支持ꎮ 制定脚印城市建设规划技术导则ꎬ 开展中心城区 ＴＯＤ、 慢行系统、 公共交

通体系等规划修编ꎻ ３２ 条市区主干道路规划分配使用权ꎬ 适度照顾公交车、 自行车

和行人ꎬ 倾斜政策体现如下几方面: 新辟 “公交专用道” ２０ 多千米ꎬ 新增及更新公

交车 ３９０ 辆ꎻ 建成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４７２ 个ꎬ 投放自行车 １ 万辆ꎬ 日均租车超过 ２ ６
万人次ꎻ 清除行人道上电线杆、 消防栓等 “拦路虎” ３００ 多个ꎬ 拆除违法建筑 １１ ４
万平方米ꎻ 市区建成绿道 １０ 千米ꎬ 瑞云湖、 滨湖公园和市区主干道慢行景观廊道基

本形成ꎮ 此外ꎬ 南三岛东郊 １０ 千米绿道动工ꎮ 出台海绵城市建设方案ꎬ 实施主城区

治水十年规划和三年计划ꎬ 完成 ８ 条河涌清淤截污和 ６ 个 “水浸街” 黑点整治ꎮ 成功

申报建设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ꎬ 湛江开发区成为国家级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建成区道路总长 ２９４ 千米ꎬ 总面积 ５６９ １０ 万平方米ꎬ 人均拥有道路

面积 ９ ６１ 平方米ꎮ

第二节　 城市桥梁

一、 新中国成立前桥梁

湛江古代交通ꎬ 唐以前主要靠水路ꎮ 到宋代ꎬ 雷州半岛是通往海南的必经之道ꎬ
加之朝廷谪贬官臣到雷琼者接连不断ꎬ 于是出现上贯中原ꎬ 下连琼崖的驿道ꎮ 驿道中

遇水架桥ꎬ 最早的陆路交通石桥、 渡口码头ꎬ 民间称之 “官桥” “官渡”ꎮ 此外ꎬ 元

明清各朝代ꎬ 各地筑堤凿渠建水闸ꎬ 兴修水利灌溉农田ꎬ 随之出现一批闸涵与交通合

一的闸桥ꎮ 随着社会的发展ꎬ 交通日益发达ꎬ 各种桥梁不断涌现ꎬ 古老的桥ꎬ 现代的

桥ꎬ 互相交织ꎬ 多姿多彩ꎬ 构成亮丽的 “桥文化” 风景线ꎬ 成为湛江一大人文景观ꎮ
新中国成立前ꎬ 湛江境内的桥梁不多ꎬ 只有 ６ 座小桥ꎬ 总长 １１４ 米ꎬ 以木桥或砖

石桥为主ꎮ
【广济桥】 建于清咸丰 １１ 年 (１８６１ 年)ꎬ 位于麻章区湖光镇新坡村附近ꎬ 是古时

遂溪县经志满、 库竹渡进入海康 (今雷州) 连结驿道的一座 “官桥”ꎬ 桥长 ４１ ８ 米ꎬ
宽 １ ３ 米ꎬ ２０ 柱ꎬ 共 １９ 段ꎬ 均用青石 ５ 条并排组成ꎬ 俗称 “十九孔桥”ꎮ 桥面与柱

石牢固铆合ꎬ 主柱、 辅柱ꎬ 横托入榫ꎬ 构成框架叉顶ꎬ 上下相接ꎬ 合为一体ꎮ 虽历尽

沧桑ꎬ 保存尚好ꎬ 是湛江现存保护最完整的古石桥ꎬ 极具考古、 科研和观赏价值ꎮ
１９８６ 年公布为湛江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ꎮ

【南桥】 建于清宣统 ２ 年 (１９１０ 年)ꎬ 是赤坎南出口通往西营的一座木桥ꎬ 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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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米ꎬ 宽 ４ 米ꎬ 又是西赤路终点 (今椹川大道北与中山一路交接处)ꎬ 初时叫 “西赤

桥”ꎮ １９１３ 年广州湾租借地当局改建为砖木混合结构ꎬ 四跨式土桥ꎮ 民国 ３７ 年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中旬被洪水冲垮ꎬ 国民政府改搭木桥ꎮ 新中国成立后的 １９５２ 年ꎬ 重建

为永久性混合结构桥ꎻ １９５８ 年赤坎水库建成后ꎬ 因该桥跨越赤坎城区南面原 “南溪”
之上ꎬ 故改名南桥ꎮ １９６３ 年扩建ꎬ 长 ３９ ３ 米ꎬ 宽 １５ ２ 米ꎮ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ꎬ 改造扩宽

延长 ３９ ３ 米ꎬ 宽 ３２ 米ꎮ １９９０ 年扩宽桥面ꎬ 桥长 ４７ ８ 米ꎬ 宽 ３２ ４ 米ꎬ 桥梁面积

１５４８ ７２ 平方米ꎬ 钢筋水泥混合结构ꎬ 分人行道和行车道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搭建横跨桥面的

过街天桥ꎬ 钢架结构ꎬ 亦称 “世贸人行天桥”ꎮ
【沙湾 ２ 号桥】 建于民国 ２ 年 (１９１３ 年)ꎬ 位于南桥河中游ꎬ 桥长 ４０ 米ꎬ 宽 ３０

米ꎮ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改建扩大ꎬ 桥长 ４８ ０７ 米ꎬ 宽 ３３ 米ꎬ 高 ３ ５ 米ꎬ 桥梁面积 １６１３ ７ 平

方米ꎬ 钢筋水泥混合结构ꎬ 载重标准 １５ 吨ꎬ 分行车道和人行道ꎬ 是赤坎城区连接海

滨大道的重要桥梁ꎮ
【鸭乸港桥】 民国 ７ 年 (１９１８ 年) 兴建ꎬ 长 ３０ 米ꎬ 宽 ３ ５ 米ꎮ 古时鸭乸港ꎬ 是

赤坎的出海港口ꎬ 两岸海滩蟛蜞、 小鱼虾丰富ꎬ 沿岸逐水而居的民众ꎬ 素有放养鸭子

习惯ꎬ 在海滩上用竹子加茅草搭建养鸭棚寮ꎬ 三五间、 六七间的ꎬ 因为放养的鸭乸

多ꎬ 取蛋谋生ꎬ 而得名ꎮ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扩建ꎬ 长 ４０ 米ꎬ 宽 ８ 米ꎮ
【赤志桥】 民国 ７ 年 (１９１８ 年) 兴建ꎬ 位于赤坎水库上端ꎬ 与麻章云头村交界

处ꎮ 初为水泥钢筋混合结构ꎬ 长 ８ 米ꎬ 宽 ６ 米ꎬ 高 １ 米ꎬ 是赤坎到志满的主要公路桥

梁ꎮ 民国 ７ 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 １９５７ 年ꎬ 有赤坎到志满班车经过ꎮ １９５９ 年建成赤坎

水库后ꎬ 常被水淹ꎬ 要涉水过桥ꎮ １９６４ 年ꎬ 市政府拨款建新桥ꎬ 百姓村、 陈屋港和

云头村等村民义务参加劳动ꎬ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建成ꎬ ３ 孔水泥钢筋混合桥ꎬ 桥长 １２ 米ꎬ
宽 ６ 米ꎬ 高 ３ 米ꎬ 砂石路面ꎬ 荷载汽车 １０ ~ １５ 吨ꎮ 由于桥高路低ꎬ 遇到大雨行车困

难ꎬ １９９０ 年市交通局、 麻章区和赤坎糖厂等单位出资修补路桥ꎬ 但路面仍凹凸不平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ꎬ 扩建南方路工程ꎬ 在原赤志桥上修建跨越黎湛铁路的高架桥ꎬ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建成通车ꎬ 赤坎区经南方路连接麻章区的交通瓶颈得到彻底解决ꎮ

【寸金桥】 始建于 １９２１ 年ꎬ 原称文章桥ꎬ 座落在赤坎区西侧文章河ꎬ 为高雷、
琼桂等地从西面出入赤坎的必经之桥ꎮ 初为木桥ꎬ 长 ６ 米ꎬ 宽 ４ 米ꎮ 后来一度被洪水

冲塌ꎬ 改为砖桥ꎮ 桥名的更改ꎬ 牵涉到抗法斗争ꎬ 要上溯到十九世纪末叶ꎮ 法国强占

广州湾ꎬ 未等中法双方磋商划定界线ꎬ １８９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法帝远东舰队分队司令拉
比道里爱尔率领军舰 ３ 艘ꎬ 载兵 ５００ 名ꎬ 在雷州府遂溪县东南海头 (今霞山) 强行武

装登陆ꎬ 所到之处四出烧杀掳掠ꎬ 妄图扩大 “租借” 范围ꎮ 敌人的野蛮暴行激起广

大人民的极大愤慨ꎬ 进而爆发震惊中外的抗法斗争ꎮ 这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爱国反帝斗

争历时二十个月ꎬ 烈士的鲜血染红文章河畔ꎬ 才迫使法帝缩小 “租借地” 范围ꎬ 西

线从万年桥 (原遂溪县新桥糖厂附近) 退至赤坎西面的文章河桥 (今寸金桥)ꎬ 租界

范围从纵深一百几十里缩小至三十里ꎮ 民国 １４ 年 (１９２５ 年)ꎬ 遂溪县麻章甘霖村绅

商梁墨斋 (旧遂溪县副县长) 发动绅民捐款于界河上建石桥ꎬ 为纪念这场抗法斗争

改名 “寸金桥”ꎬ 寓意中华国土 “寸土寸金”ꎬ 不容外寇侵占ꎮ 原 “寸金桥” 隶书桥

名刻石ꎬ 今存湛江市博物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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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金桥

广州湾时期ꎬ 寸金桥是划分唐界与租界的分界线ꎬ 桥东头是荷枪实弹的法军把

守ꎬ 并设置铁丝网ꎬ 只容留一人宽的通道口ꎻ 桥西头是中国军队重兵设防ꎬ 两边士兵

可怒目对视ꎬ 期间曾引起几次冲突ꎬ 并不断发生人民的反抗斗争ꎮ 雷州海关ꎬ 即设在

桥西面的唐界ꎮ 桥附近西南面有一片低矮茅舍ꎬ 是赌徒、 娼妓混迹的场所ꎬ 东南面是

鸡岭的荒山乱葬岗ꎬ 举目荒凉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于 １９５９ 年和 １９８６ 年两次重修寸金桥ꎬ 为水泥铺面单孔石桥ꎬ 长

１９ 米ꎬ 宽 １１ ６ 米ꎬ 桥下单拱园孔直径 ６ ５ 米ꎬ 连通月影湖ꎬ 湖岸垂柳依依ꎬ 湖面波

光潋滟ꎮ 桥面南北两侧各置栏柱 １８ 根ꎬ 刻卷云花纹ꎬ 人车分道ꎮ 桥东西两头ꎬ 各刻

有郭沫若、 董必武题词桥匾ꎮ １９６０ 年ꎬ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到湛江观看粤剧

«寸金桥»ꎬ 题写 “一寸河山一寸金” 之诗句ꎮ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ꎬ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题诗: “不甘俯首听瓜分ꎬ 抗法人民组义军ꎮ 黄略麻章皆创敌ꎬ 寸

金桥隔自由云ꎮ” 随后ꎬ 寸金桥名声更著ꎮ 赤坎通往麻章的道路改名寸金路ꎬ 人民公

园改名寸金桥公园ꎬ 附近车站和酒家均以 “寸金” 命名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动工兴建寸金纪念广场ꎬ 桥面拓宽至 ２２ 米ꎬ 伸长至 ２４ 米ꎬ 总

投资 ４０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完工ꎮ 整个广场分为主体广场、 寸金桥体、 月影湖

和周边绿化亭廊小品四个部分ꎮ 主体广场中央是一座大型的艺术浮雕墙ꎬ 黑色花岗石

基座上铭刻 “寸土寸金ꎬ 浩气长存” 和 “１８９８—１８９９” 的字样ꎮ 浮雕是由红砂岩雕

刻成ꎬ 分为 “南海烽烟” “红土魂” “浴血抗战” “忠魂颂” “半岛砥柱” 五幅ꎮ 浮雕

墙上的人物栩栩如生ꎬ 浑然大气ꎬ 令人油然而生爱国之情ꎮ 浮雕墙背后的碑文ꎬ 刻写

抗法斗争简史和寸金桥的由来ꎮ 桥面南北两侧人行道设置白石雕栏柱ꎬ 上饰 ３３ 个本

地传统的石狗雕塑ꎬ 意为忠贞爱国、 护佑领土ꎮ 是年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将此桥列为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ꎮ 广场临湖一侧有寸金桥志ꎻ 桥边建起风格独特的寸金小游园ꎮ 纪念

广场设计层次分明ꎬ 格调高雅ꎬ 尤其是环湖种植的英雄树、 凤凰树和紫荆树的烘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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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寸金纪念广场深刻的内涵ꎮ 寸金桥畔的面貌发生根本变化ꎮ 篆刻、 书法大师秦锷

生游寸金桥时ꎬ 曾写诗赞道: “盈盈一水寸金桥ꎬ 万古长留战绩骄ꎮ 民气千城今更

丽ꎬ 光华赤坎正春潮ꎮ”
【湖光拱桥】 民国 １３ 年 (１９２３ 年) 兴建ꎬ 是赤坎到志满必经之路ꎬ 桥长 ２０ ８

米ꎬ 宽 １２ 米ꎬ 该桥已列入湛江市文物保护范围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底ꎬ 该桥被超载大货车

撞坏桥栏ꎬ 造成主拱开裂ꎬ 桥梁结构严重受损ꎬ 变成危桥被拆除ꎮ ２００４ 年改建不系

杆拱桥ꎬ 全长 ２９ ６６ 米ꎬ 跨径 １~２５ 米ꎬ 双柱框架式桥台ꎬ 钻孔灌注桩基础ꎬ 桥面净

宽 ７ 米ꎬ 设计荷载汽车 ２０ 吨ꎬ 挂车 １００ 吨ꎮ

二、 新中国成立后桥梁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市区原有的桥梁均进行改扩建ꎬ 变为较宽的钢筋混凝土桥ꎮ
至 １９９０ 年末ꎬ 湛江市区有桥梁有 １５ 座ꎬ 总面积 ４１６６ 平方米ꎮ 其中ꎬ 霞山区 ２ 座ꎬ
赤坎区 ９ 座ꎬ 开发区 ３ 座ꎬ 坡头区 １ 座ꎮ

１９８４ 年ꎬ 新建湖光立交桥ꎬ 公路、 铁路跨线桥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新建康顺路立交高架

桥ꎬ 建筑总面积 ６１６５ 平方米ꎬ 总投资 １０８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为配套海滨大道改扩建ꎬ
修建绿塘河桥、 霞海桥、 平乐二号桥ꎮ 至 １９９５ 年ꎬ 市区建成桥梁 ２６ 座ꎬ 其中立交桥

１ 座ꎬ 桥梁总面积 ５７２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建设洪屋路 (广州湾华侨大厦) 人行天桥ꎬ
长 ３５６ ２３ 米ꎬ 宽 ５ 米ꎬ 呈 “Ｘ” 型状ꎬ 中间桥墩和四面底座为钢筋混凝土结构ꎬ 桥

身为钢板和钢筋混凝土组合而成ꎮ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改造百姓桥ꎬ 长 ２６ 米ꎬ 宽 ５ 米ꎮ
２０００ 年加建南桥人行桥ꎬ 长 ２８ 米ꎬ 宽 ５ 米ꎻ 北桥人行桥长 ２６ 米ꎬ 宽 ５ 米ꎮ 至 ２０００
年末ꎬ 市区共有桥梁 ２７ 座ꎬ 其中立交桥 ２ 座ꎬ 人行天桥 １ 座ꎬ 桥梁总面积 １ ２７ 万平

方米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湛江市在修建公路和整治街道的同时ꎬ 加强市区桥梁建设ꎬ ２００４

年屋山涵洞 (长 ７０ 米ꎬ 宽 １２ １ 米) 和机场路跨铁路桥 (长 １０４ ８ 米ꎬ 宽 ３０ ８ 米)ꎮ
２０１２ 年修建建设路桥 (长 １６ ３２ 米ꎬ 宽 ３５ 米) 和绿村一路绿塘河桥 (长 １５ ９４ 米ꎬ
宽 ２１ 米)、 奋勇大道海河大桥 (长 １６６ 米ꎬ 宽 ３９ 米)ꎮ ２０１３ 年修建疏港大道南柳大

桥 (长 ３９ 米ꎬ 宽 ４１ 米)ꎮ ２０１４ 年修建百蓬路南柳桥 (长 ４０ 米ꎬ 宽 ２３ ９ 米)ꎮ ２０１５
年修建新湖大道跨铁路桥 (长 ４３８ ８ 米ꎬ 宽 ３０ 米)、 新湖大道南柳河中桥 (长 ４５ ０４
米ꎬ 宽 ５６ 米)ꎮ 截止 ２０１７ 年底ꎬ 市区共有桥梁 ５１ 座ꎬ 长度 ２ ８７８ 千米ꎬ 面积 ６ ４４９
万平方米ꎮ

湛江市区主要桥梁如下:
【北桥】 建于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ꎬ 位于北桥路西端北桥市场北侧ꎬ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 ９ 日ꎬ

随北桥河改造而扩建ꎬ 为双孔拱涵结构ꎬ 长 ４１ 米ꎬ 宽 ３０ 米ꎬ 桥梁面积 １２３０ 平方米ꎮ
【九孔桥】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兴建ꎬ 位于赤坎寸金桥公园内ꎬ 为拱桥建有九个孔ꎬ 故名

“九孔桥”ꎮ 桥长 ５６ 米ꎬ 宽 ５ ６ 米ꎬ 高 １５ 米ꎬ 橫跨公园月影湖ꎮ 桥面原来是灰砂结

构ꎬ ２００２ 年重修为钢筋混凝土路面ꎬ 可通行 ８ 吨汽车ꎮ 每逢重大节日ꎬ 该桥多有装

扮ꎬ 供游客观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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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苏铁路桥】 建于 １９５５ 年初ꎬ 位于赤坎水库西边ꎬ 草苏洪屋下村与麻章云头

村交界处ꎬ 全长 ８０ 米ꎬ 宽 ６ 米ꎬ 高 ２３ 米ꎬ 全钢铁结构ꎬ 是黎湛线的铁路桥梁ꎮ
【绿塘桥】 原叫菉塘桥ꎬ 长约 １０ 米ꎬ 宽 ４ 米ꎮ １９６０ 年改建ꎬ 长 ２２ 米ꎬ 宽 １２ ５

米ꎮ 海滨大道南扩建后ꎬ 更名为绿塘桥ꎮ
【石门大桥】 位于湛江市西北部石门河海湾ꎬ 距赤坎 １４ 千米ꎬ 全桥长 ３６１ 米、 宽

１１ ６ 米ꎬ 桥墩 １２ 座 １０ 孔ꎬ 跨径 ３２ ７ 米ꎬ 桥下水深流急ꎬ 可通行 １０ 吨级船只ꎮ 该桥

是广东省第一座由地方———湛江地区公路部门设计和施工建造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 Ｔ
梁公路大桥ꎬ 也是时下省内建于海湾上最长的此类桥梁ꎮ 桥的下部结构采用深水造

孔ꎬ 钢筋混凝土灌桩ꎮ 石门大桥开创了湛江公路桥梁史上在海湾建桥的先河ꎮ 过去ꎬ
从湛江往广州ꎬ 未出湛江之境就要过渡ꎬ 先前是过海到麻斜上车ꎬ １９５６ 年建成平乐

码头后ꎬ 改在平乐过渡ꎬ 每年渡运机动车达 ３７ 万多辆ꎮ 渡口上车落车十分不便ꎬ 车

多人挤时ꎬ 过渡需要 １ 个多小时ꎬ 若遇上 ６ 级以上大风或大雾渡船就要停航ꎬ 上广州

也只能望海兴叹ꎮ 为改变湛江落后的交通状况ꎬ １９７６ 年 ７ 月动工兴建石门大桥ꎮ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 ７ 日建成通车ꎬ 结束广州—湛江的车辆经常在平乐渡口待渡误点和因强

风大雾不能过渡的历史ꎬ 实现广湛公路湛江境内无渡口通车ꎬ 为湛江改革开放经济发

展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ꎮ
【沙湾一号桥】 位于赤坎海北路ꎬ 长约 ３０ 米ꎬ 宽 ４ 米ꎬ １９８６ 年改造海北路ꎬ 同

时扩建桥梁为长 ４８ 米ꎬ 宽 ３２ 米ꎮ
【沙湾二号桥】 位于赤坎海北路ꎬ 长约 １２ 米ꎬ 宽 ４ 米ꎬ １９８６ 年改造海北路ꎬ 同

时扩建桥梁为长 １６ 米ꎬ 宽 ３２ 米ꎮ
【海田 ２ 号桥】 位于海田路中段ꎬ 建于 １９８９ 年ꎬ 全长 ７１ ２ 米ꎬ 桥面宽 ２４ ６ 米ꎬ

跨径 ２２ 米ꎬ 载重标准为 ２０ 吨ꎬ 属国道市管一级公路桥梁ꎮ
【双港桥】 建于 １９８９ 年ꎬ 位于赤坎双港村东边ꎬ 全长 ３２ 米ꎬ 宽 ２４ ６ 米ꎬ 高 ２２

米ꎬ 桥上行驶汽车ꎬ 桥下通过火车ꎬ 是赤坎至广州主要公路桥ꎮ
【湖光立交桥】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动工建设ꎬ 属湛江港一区扩建配套工程ꎬ 列入国家

重点建设项目ꎬ 是湛江市第一座铁路公路立交桥ꎮ 该桥宽 ２８ 米ꎬ 中间快车道宽 １４
米ꎬ 两边慢车道各宽 ４ ５ 米ꎬ 人行道各宽 １ ５ 米ꎬ 桥体长 ５１ 米ꎬ 净高 ５ 米ꎬ 湛江港

专线铁路横跨桥面ꎮ 于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１ 日建成通车ꎬ 总投资 １３７ ４７ 万元ꎮ 该立交桥每

小时可通过汽车 ２４００ 辆、 自行车 ５０００ 辆ꎬ 主桥可运行 ８ 列火车ꎮ 由于行车道设计为

下沉式道路ꎬ 为防止桥底的地下水溢漫以及夏天雨季水浸路面ꎬ 故专门成立湖光立交

桥管理所ꎬ 定员 ５ 人ꎬ 建设抽水泵站ꎬ 定时抽水排涝才能保证路面畅通ꎮ
【康顺立交桥】 位于康顺路、 康宁路与椹川大道北交汇点ꎬ 国道 ３２５ 线 ４６０ 千米

＋５００ 米处ꎬ 建于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ꎬ 总投资 １０８０ 万元ꎬ 是湛江市第一座也是唯一的公路

立交桥ꎮ 该桥为高架二层环型互通ꎬ 环岛内径 ４０ 米ꎬ 环型路面宽 １２ 米ꎬ 环型距高 ２２
米ꎬ 引桥长度霞赤方向 ４０６ 米ꎬ 康顺方向 ４１８ 米ꎬ 康宁方向 １２０ 米ꎬ 四个方向引桥路

面宽均 １３ 米ꎬ 总建筑面积 ６１６５ 平方米ꎬ 车道 １~１１２ 米ꎬ 桥身压力 ２６０ 吨ꎬ 车速规定

引桥为每小时 ４０ 千米ꎬ 环型为每小时 ２５ 千米ꎮ 由于桥面交通拥堵ꎬ 桥下人车混杂等

诸多原因ꎬ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该桥被拆除扩路ꎬ 恢复平面十字交叉路口ꎬ 由红绿灯控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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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海湾大桥】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正式开工ꎬ 是广东继虎门大桥之后建成最大

规模的桥梁工程ꎬ 全线包括全长 ３９８１ 米桥梁和 ２１ 千米的一级公路ꎬ 总投资约 １２ ２
亿元ꎮ 过去ꎬ 一条海湾把湛江市区分隔成东西两岸ꎬ 车辆、 行人往来靠渡船ꎬ 一旦台

风、 大雾很难过海ꎬ 交通极为不便ꎮ 多少代人都有一个梦想ꎬ 一桥架东西ꎬ 天堑变通

途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 湛江人梦想成真ꎬ 号称广东第一桥的海湾大桥完工通车ꎬ
桥型为双塔双索面的混合梁斜拉桥ꎬ 是广东省交通厅科技示范工程之一ꎮ 该桥连接线

东起吴川市黄坡镇ꎬ 经湛江市坡头区ꎬ 于平乐渡口上游 １ ３ 千米处跨越海湾ꎬ 与湛江

经开区乐山大道相连接ꎬ 桥宽 ２５ 米ꎬ 按 ４ 车道一级公路建设ꎬ 其中ꎬ 大桥所处海湾

水面宽约 ２ ５ 千米ꎬ 最大水深 ２５ 米ꎬ 通航净宽 ４００ 米ꎬ 净高 ４８ 米ꎬ ５ 万吨级货船可

在大桥底下通行ꎬ 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建成通车ꎬ 使海南省、 湛江至珠江三角洲里

程缩短 ４０ 千米ꎬ 对于改善湛江公路网络、 促进雷州半岛与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经济

联系ꎬ 甚至于顺畅大西南地区的物资流通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特别是ꎬ 它使湛江城市扩

张主要是霞山和赤坎两核的南北合拢带状扩展ꎬ 变成为由 “一湾两岸”、 东西南北均

衡发展ꎬ 随着高铁西客站的通车和新机场的建成ꎬ 城市扩张方向更偏向于有高铁的西

线和有新机场的东线ꎬ 最终形成以海湾大桥及大桥东西连接线为中轴线发展ꎬ 城市总

体格局得到根本改善ꎮ

湛江海湾大桥

【世贸人行天桥】 位于赤坎区世贸前南桥河ꎬ 南桥建于 １９１０ 年ꎬ 后经多次改扩

建ꎬ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动工ꎬ 在南桥桥面上架设人行天桥ꎬ 是国内首座异型桁行人行天桥ꎬ
其跨度桥在原南桥两侧各加宽 ３０ 米ꎬ 面积约 ９００ 平方米ꎬ 总投资约 １８６９ 万元ꎬ 过街

天桥长度约 ４０ 米ꎬ 桥面宽约 ４ ５ 米ꎻ 建设内容包括: 桥梁ꎻ 配套排水设施ꎻ 路灯照

明ꎻ 绿化设施及交通设施等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竣工ꎮ 该工程覆盖南桥东、 西两侧部分河

道ꎬ 作为南桥北路与南桥南路的过河通道及景观平台ꎬ 即为新建的跨河人行桥ꎬ 并设

置人行过街天桥横跨南桥ꎬ 以实现赤坎区南出入口主干线中山一路与南桥北路、 南桥

南路交汇的人、 车分流ꎬ 从而改善赤坎区交通咽喉———车辆过往南桥的通行能力ꎮ



２２９　　

第
三
章
　
市
政
建
设

２０１６ 年湛江市城市桥梁一览表

所属区域
序

号
桥梁名称

长度

(ｍ)
跨径

组合

宽度

(ｍ)
车道数

(单幅)
ＢＣＩ
等级

结构型式

赤坎区

(２３ 座)

１ 吉祥桥 ３９ ３ 跨 ２０ ７５ ２ / 简支梁桥

２ 赤坎水库人行桥 ４５ ８ ２ 跨 ７ ３１ / / 斜拉桥

３ 南桥 ４７ ８ ４ 跨 ３２ ２ Ｃ 简支 Ｔ 梁

４ 寸金桥 ２４ １ 跨 ３５ ２ ２ Ｃ 石拱桥

５ 寸金河桥 ７ ５ ３ 跨 ９ １ / Ａ 简支梁桥

６ 北桥 ４１ ２ 跨 ３０ ２ / 简支 Ｔ 梁

７ 鸭乸港桥 ４１ ３ 跨 １０ / Ｂ 简支 Ｔ 梁

８ 东菊河桥 １０ ６ １ 跨 ４３ ８ ２ Ｂ 简支梁桥

９ 沙湾一号桥 ４８ ９ ３ 跨 ３３ ２ Ｄ 简支 Ｔ 梁

１０ 沙湾二号桥 １６ ２ ３ 跨 ２８ ４ ２ Ｄ 简支 Ｔ 梁

１１ 北桥行人桥 ３５ ４ ４ 跨 ８ ２ / Ａ 连续梁桥

１２ 南桥行人桥 (富虹) ２９ ３ ５ 跨 ４ ７ / / 简支 Ｔ 梁

１３ 南桥行人桥 (党校) ２９ ９ ５ 跨 ２ １ / / 简支 Ｔ 梁

１４ 南桥行人桥 (湾北) ３０ ４ ５ 跨 ５ １ / / 简支 Ｔ 梁

１５ 南桥水闸桥 ３０ ３ ５ 跨 ３ ９ / / 简支 Ｔ 梁

１６ 海林桥 ８０ ８４ ５ 跨 ２０ ２ Ｃ 简支梁桥

１７ 百姓河桥 (湾北路) １６ ２ 跨 １２ ２ ２ Ｂ 简支梁桥

１８ 寸金水闸桥 ７ ７ ２ 跨 ９ ６ / Ａ 简支梁桥

１９ 交汇处过人桥 (南桥河) ３５ ５ 跨 ４ ５ / / 简支 Ｔ 梁

２０ 海湾桥 ８０ ５ 跨 ２３ ５６ / / 空心板梁

２１ 海丰桥 ８０ ５ 跨 ２７ / / 空心板梁

２２ 交汇处过人桥 (北桥河) ２８ ３ 跨 ４ / / 简支 Ｔ 梁

２３ 新云桥 １ 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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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山区

(１３ 座)

２４ 百蓬路桥 ２３ ３ 跨 １２ ２ Ｃ 简支梁桥

２５ 湖光路立交桥 ５１ ５ ３ 跨 ３６ ３ / 连续箱梁

２６ 机场路跨线桥 １０４ ８ ３ 跨 ３０ ８ ３ Ａ 简支梁桥

２７ 建设路桥 １６ ３２ ２ 跨 ４０ ３ Ａ 简支板梁

２８ 解放西路桥 １４ ２ 跨 ４５ ３ Ｃ 简支板梁

２９ 新尚路人行天桥 ３４ ６ ２ 跨 ４ / Ａ 简支梁桥

３０ 人民大道南人行天桥 ３５６ ２３ / / / / /

３１ 屋山涵洞 ７０ / / / Ａ /

３２ 绿村一路绿塘河桥 １５ ９４ / ２１ / / 钢筋混凝土桥

３３ 百蓬路南柳桥 ４０ / ２４ / / 钢筋混凝土桥

３４ 疏港大道南柳大桥 ３９ / ４１ / / 钢筋混凝土桥

３５ 新湖大道跨铁路桥 ４３８ ８ / ３０ / / 钢筋混凝土桥

３６ 新湖大道南柳河中桥 ４５ ０４ / ５６ / / 钢筋混凝土桥

坡头区

(１ 座)
３７ 奋勇大道海河大桥 １６６ ８ ３９ ３ / 简支空心板梁

经开区

(１１ 座)

３８ 人民大道 ２ 号桥 ５７ / ６０ / / 简支梁桥

３９ 人民大道 １ 号涵 ７３ ２６ ３ 跨 １８ ７ / / 钢筋混凝土拱涵

４０ 人民大道 ３ 号涵 ９１ ８４ １ 跨 ４ ７５ / / 钢筋混凝土拱涵

４１ 文保河涵 ９４ ２ ２ 跨 ６ ５ / / 钢筋混凝土双拱涵

４２ 龙平北路三号河桥 １１ ３ １ 跨 ３６ / / 简支混凝土梁桥

４３ 永平北路三号河桥 １４ ８ ２ 跨 ３６ / / 简支混凝土梁桥

４４ 海景路绿塘河桥 ２２ / ２３ ４ / / 钢筋混凝土板梁

４５ 海色路绿塘河桥 ２２ / １３ / / 钢筋混凝土板梁

４６ 观海路绿塘河桥 ２２ ２６ / ３５ ３９ / / 钢筋混凝土板梁

４７ 上坡东路桥梁 ９６ / １３ / / 钢筋混凝土板梁

４８ 海滨大道绿塘河桥 ２２ ５ ４２

麻章区

(２ 座)

４９ 福民西路运河桥 １０ １１
钢筋混凝土

空心板桥

５０ 谢家路涵洞 ２１ １０ ５
钢筋混凝土

空心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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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 赤坎区域共有桥梁 ２６ 座ꎬ 总长 １７７３ ８ 米ꎬ 桥梁面积 ３ ５９ 万平方米ꎬ 记

录建成时间ꎮ 主要桥梁有:

赤坎城区桥梁一览表

(单位: 米、 平方米)

桥名 线路名称 河流名称 长 宽
桥梁

面积

桥梁

性质

建成

时间

寸金桥 寸金路 文章河 ２４ ０ ２１ ８ ５２３ ２ 钢筋砼 １９２１

寸金河桥 农林一横路 文章河 ７ ５ １０ ９ ８１ ７５ 钢筋砼 １９８６ ９

北桥 北桥路 北桥河 ４１ ０ ３０ ０ １２３ ０ 钢筋砼 １９５７ ４

鸭乸港桥 新景路 北桥河 ４１ ０ １０ ０ ４１０ ０ 钢筋砼 １９１８

东菊河桥 椹川大道 东菊河 １０ ６ ４３ ８ ４６０ ２８ 钢筋砼 １９６８

海田一号桥 海田路 百姓河 １７ ９ ２４ ６ ４４０ ３４ 钢筋砼 １９８９

海田二号桥 海田路 南桥河 ７１ ２ ２４ ６ １７５１ ５２ 钢筋砼 １９６８

沙湾一号桥 海滨七路 文保河 １６ ２ ２８ ４ ４６０ ８ 钢筋砼 １９８６

沙湾二号桥 南桥河 ４８ ９ ３３ ０ １６１３ ７ 钢筋砼 １９１３

康顺桥 康顺路 百姓河 １６ ５ ４１ ４ ６８３ １ 钢筋砼 １９９８

南桥 椹川大道北 南桥河 ４７ ８ ３２ ４ １５４８ ７２ 钢筋砼 １９９２

吉祥桥 吉祥路 北桥河 ３９ ５ ２２ １ ８７２ ９５ 钢筋砼 １９１８

康顺立交桥 康顺路 ９９６ ０ １３ １２９４８ 钢筋砼 １９９２

赤志桥 赤志路 云头河 １２ ６ ６ ２ ７８ １２ 钢筋砼 １９１８

草苏铁路桥 黎湛铁路 南桥河 ８０ ３ ６ ２ ４９７ ８６ 钢筋砼 １９５５

双港桥 海田路 ３２ ２４ ６ ８２７ ２ 钢筋砼 １９７０

九孔桥 公园内 月影湖 ５６ ２ ５ ６ ３１４ ７２ 钢筋砼 １９５８

草苏桥 沙麻路 南桥河 ３０ ７ ４６ ８ １４３６ ７６ 钢筋砼 １９５７

南桥人行桥 １ 南桥南路 ２９ ３ ４ ７ ２９０ ２８ 钢筋砼 １９８６

南桥人行桥 ２ 南桥南路 ２９ ９ ２ １ ６２ ７６ 钢筋砼 １９８６

南桥人行桥 ３ 南桥南路 ３０ ４ ５ １ １５５ ０４ 钢筋砼 １９８６

南桥水闸桥 ３０ ３ ３ ９ １１８ １７ 钢筋砼 １９８６

总计 １７３３ ８ ４４６ ６ ３５９１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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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城市排水

一、 河道整治

湛江市区境内河流不多ꎬ 仅有的南桥、 北桥、 文保、 百姓、 南柳、 绿塘等几条小

河ꎬ 均属于集水面积小ꎬ 源流短、 水量小、 落差不大的浅短溪流ꎮ 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ꎬ 这些小溪小河饱受污染ꎬ 严重时ꎬ 生活垃圾堵塞河道ꎬ 生活污水直排溪中ꎬ 河道

发出阵阵恶臭ꎮ 为适应除患兴利要求ꎬ 历届湛江市政府都采取适当措施对河道进行整

治ꎬ 实施治导、 疏浚和护岸等工程ꎮ
【南桥河整治工程】 位于赤坎旧城区南侧ꎬ 过去是赤坎城区与郊区的分界河ꎬ 现

今成为贯穿赤坎城区中心的河流ꎮ 由于河面狭窄ꎬ 水流量小ꎬ 而称 “南溪” (７０ 年代

在南溪畔兴建工农兵旅店ꎬ 又叫南溪酒店ꎬ 即今新华书店)ꎮ 其发源于麻章古河村ꎬ
上游有两条支流: 一条起源于麻章区长布村ꎬ 经鸭槽、 水沟、 云头、 洪屋下村流入南

溪ꎻ 另一条于麻章区北岭沟ꎬ 流经调塾、 大塘、 白水坡、 陈屋港村流入南溪ꎬ 河口至

东园村与北桥河汇合ꎬ 经沙湾流入赤坎江出海ꎬ 全长 １４ ５ 千米ꎮ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ꎬ 湛江

市政府发动群众在两条支流汇合处截流ꎬ 修筑赤坎水库ꎬ 上游自赤坎水库溢洪道起

“南溪” 变成长 ４ ６ 千米ꎬ 并扩宽至 ３２ 米ꎬ 把原来横跨南溪的 “西赤桥” 扩改建后ꎬ
改名 “南桥”ꎬ 由此南溪也改名为 “南桥河”ꎮ 二十世纪 ６０ 年代ꎬ 下游出海处的沙湾

围海筑堤ꎬ 使河道失去自净能力ꎮ 随着城区发展ꎬ 工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导致上游集

雨面积减少ꎬ 工业排污和生活废水严重污染河道ꎮ ８０ 年代ꎬ 为了适应湛江市对外开

放和城乡经济发展的需要ꎬ 市政府决定整治南桥河ꎬ 总投资 ５４５ 万元ꎬ 分两期完成ꎮ
第一期工程从造纸厂旁边跨河桥起ꎬ 到市委党校旁边的桥下 ３０ 米处止ꎬ 河段长 ７３０
米ꎮ 工程由市规划勘测设计室负责设计ꎬ 市政工程公司负责施工ꎬ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动工ꎬ 清理河床ꎬ 修筑堤岸ꎬ 两边埋设污水管道ꎬ 修建两岸道路、 栏杆ꎬ 安裝路灯ꎬ
种植路树等ꎬ 把河两岸工厂、 单位的污水全部纳入污水管道ꎬ 保护河水清澈及防止环

境污染ꎮ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完工ꎬ 初步改变河上游的面貌ꎮ 第二期工程是同修建横跨南桥

河的鸭乸港桥和沙湾一、 二号桥等工程同时进行ꎬ 并衔接第一期工程ꎬ 从市委党校旁

跨河桥下 ３０ 米处开始ꎬ 至南桥水闸止ꎬ 河段长 １０１４ 米ꎮ 工程由市水电局设计室设

计ꎬ 市水电局和赤坎区市政工程公司等单位负责施工ꎮ 治理要求两水 (洪水、 污水)
分渠畅排ꎬ 两路 (两岸人、 车道) 分流畅通ꎮ 工程挖掘河面宽 ４０ 米ꎬ 两岸河墙设计

按 ５０ 年洪水位时超高 ０ ３ 米为标准ꎬ 采用垂直矩形河槽ꎬ 两边埋设排污管ꎬ 供雨渗

及工厂排污用ꎮ 河两岸的绿化和土建工程同期进行ꎬ 岸道铺好后ꎬ 即种植桃花心、 红

花紫荆、 夹竹桃等ꎮ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 ２０ 日完工ꎮ
南桥河虽经多次治理ꎬ 但没有根治ꎮ 最彻底的一次治污工程ꎬ 是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动工整治ꎬ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完工ꎬ 除清理河道淤泥垃圾ꎬ 另建污水道ꎬ 实施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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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分流”ꎻ 河流分段蓄水ꎬ 河道整洁ꎬ 碧水长流ꎻ 河岸两旁分别修建乳白色雕花护河

栏杆ꎬ 堤岸道路平坦、 绿树环绕ꎬ 河道面貌焕然一新ꎬ 成为赤坎城区一弯流淌的风景

线ꎮ
【北桥河整治工程】 发源于麻章区岭仔、 三佰洋一带ꎬ 流经麻章区和赤坎区北

部ꎬ 全长 １１ ５ 千米ꎬ 是赤坎城区北面出入口的分界河ꎬ 河口于赤坎区沙湾与南桥河

交汇处ꎮ 该河原来弯曲狭窄ꎬ 河岸杂草丛生ꎬ 经过 １９５６ 年、 １９７５ 年、 １９８６ 年、 ２０００
年四次整治ꎬ 河道由原来宽 １３ 米扩宽为 ３１ 米ꎬ 河两边修筑排污暗沟ꎬ 两岸建有花

坛ꎬ 绿化带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再次进行综合整治ꎬ 首先在麻章污水处理厂旁、 污水通往北桥河的必

经河道上建一个沙坝截断污染源ꎬ 使污水先 “拐进” 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ꎬ 再进入

北桥河ꎬ 从而使流入北桥河的污水日均减少 ２ 万多吨ꎮ 其次扩大岸边道路ꎬ 上世纪

９０ 年代初第一次整治北桥河时ꎬ 当时因为条件限制ꎬ 河两岸道路开辟为 ４ 米宽ꎬ 仅

可通行一辆机动车ꎬ 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交通需要ꎮ 从吉祥桥至上游新云桥通过缩小人

行道ꎬ 将道路扩宽至 ６ 米ꎬ 满足两辆机动车汇车通行ꎮ
【文保河整治工程】 位于赤坎南部ꎬ 长 ３ ２ 千米ꎬ 发源于赤坎文保村ꎬ 流经沙湾

赤泥岭ꎬ 河口位于霞海港务局南侧ꎬ 为赤坎区与湛江经济技技术开发区界河ꎮ 该河道

地形独特ꎬ 常常出现 “东边日出西边雨” 或 “西边落日东边雨” 的热带雨林景象ꎮ
河道南面的龙潮村ꎬ 地处海滨ꎬ 潮涨漫村ꎬ 地形蜿蜒起伏ꎬ 如蛟龙 “逐潮”ꎬ 似龙头

“下海”ꎬ 故取名ꎮ 河道西侧的文保村ꎬ 汇集 “龙潮” 雨水ꎬ 蜿蜒曲折ꎬ 向东入海ꎻ
因源头出自文保岭ꎬ 四周竹林环绕ꎬ 村民用竹子制作笔筒、 筷子、 萝框、 蓝子等竹制

品ꎬ 故取名文保河ꎬ 隐含 “文房四宝”、 “文化保卫” 之意ꎮ 随着城区发展ꎬ 附近居

民将建筑余泥、 垃圾倾倒河道ꎬ 造成河流被严重污染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ꎬ 市政府决定动

工建设南国热带花园ꎬ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完成ꎬ 其中ꎬ 整治文保河是重点建设项目ꎬ 工程

建设注重生态优先ꎬ 扩展文保河ꎬ 清除污泥垃圾ꎻ 自然修复山坡、 林地ꎬ 多个岭头披

绿增绿ꎬ 保留和修补半自然半人工的植物群落ꎻ 依山就势ꎬ 蓄水植绿ꎬ 保留水塘ꎬ 营

造多处湿地和林地ꎮ 因地制宜ꎬ 适量开发ꎬ 配套休闲活动区等设施和园林小品ꎮ 特殊

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生态环境ꎬ 使南国热带花园成为众多野生动植物的栖息乐园ꎬ 也

成为湛江市治理河道、 建设生态公园最为成功的项目ꎬ 获得 “２０１７ 年广东省宜居环

境范例奖”ꎮ
【百姓河整治工程】 发源于赤坎东菊村ꎬ 长 ５ ２ 千米ꎬ 流经赤坎百姓村、 东园村

(今百园小区) 汇入赤坎江ꎬ 河口位于赤坎军民堤ꎮ 以东菊桥为界ꎬ 中下游河道于

１９９８ 年全被覆盖ꎬ 完全变成一条地下排水渠ꎮ 上游河道及集雨面积范围内ꎬ 于 ２０１７
年改造为东盟城、 源珠路和东菊公园ꎮ

【南柳河整治工程】 主河道全长 ８ ４ 千米ꎬ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动工建设ꎬ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完工ꎮ 在施工过程中ꎬ 共计完成拆除河道两旁的违章建筑、 违规水产品加工

厂、 禽畜养殖场等 ３０ 多间 ４００００ 多平方米ꎬ 清理生猪 ５０００ 多头ꎬ 迁改影响工程施工

的高压线两千米、 中石化原输油管线 ２ 千米ꎻ 完成沿河截污管道 ５ ６ 千米ꎻ 完成河道

两边共 １２ 千米的堤岸挡墙护坡及路面 ６ 千米、 涵闸 １８ 座、 跌水 ５ 座等项目建设ꎬ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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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河

堤固岸效果显著ꎮ 改造后的南柳河ꎬ 防洪能力由原来不足 １０ 年一遇提高到 ５０ 年一

遇ꎬ 大大提高河段排洪排涝能力ꎬ 附近村庄逢大雨必浸的局面不复存在ꎬ 河道两侧滨

水地带改造为绿化景观带ꎬ 改善当地群众生产、 生活的环境ꎬ 成为周边群众茶余饭后

休闲的好去处ꎬ 真正实现岸变绿、 水变清、 景变靓ꎮ
【绿塘河整治工程】 发源于霞山区海头镇屋山村后塘岭ꎬ 属于浅短河道ꎬ 全长

６ ２ 千米ꎬ 沿途比邻广东省第一个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绿塘河湿地公园ꎬ 穿过海

滨大道向东流入海湾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湛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ꎬ 并同步启动建设绿塘河湿

地公园ꎬ 铺设一条截污管道ꎬ 从人民大道一号桥到绿塘河出海口长约 ３ ５ 千米ꎬ 实施

雨污分流ꎬ 雨水流入绿塘河ꎬ 采用水生植物自然净化水质ꎻ 污水送到霞山污水处理厂

进行人工净化处理ꎬ 公园附近和上游排下湿地公园河道的污水得到截根治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对绿塘河流域内的排污企业进行全面排查ꎬ 责令限期整改企业 ２ 家ꎬ 强制拆除小工厂

１ 家ꎬ 清理整顿一批水产加工厂ꎬ 清拆了 ２２ 家养猪场ꎬ 有效遏制工业废水、 畜禽养

殖场废水的排放ꎬ 从源头上消除污染ꎮ

二、 地下排水管网

新中国成立前ꎬ 湛江市区地下排水道少ꎬ 赤坎区下水道仅有新菜市 (今南华市

场)、 潮州街、 老鱼街 (今新风街)、 农林路等 ４ 条ꎬ 总长 ３ １ 千米ꎮ 下水道有些是

砖石方渠ꎬ 有些是圆形瓦通管ꎬ 管径窄小ꎬ 排水性能差ꎬ 经常淤塞不通ꎬ 污水横流ꎬ
遇上大雨ꎬ 街道积水成灾ꎬ “潮州塘” 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市注意地下排水管道建设ꎬ 但在 ５０ ~ ６０ 年代市区下水道建

设与道路的建设不配套ꎬ 一些地段的污水难于排泄ꎬ 每逢雨季常常出现 “水浸街”
的现象ꎮ 从 ７０ 年代开始ꎬ 实施下水道与道路、 工业、 住宅区配套建设ꎬ 被列入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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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加以重视ꎬ 有计划地补建一些下水道ꎬ 新建道路、 工业区和住宅小区的项目ꎬ 基

本按照 “先地下、 后地上” 的原则进行建设ꎮ １９７５ ~ １９８０ 年ꎬ 市区共修建下水道长

６７０７ 米ꎬ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年共修建下水道长 １２１２７ 米ꎮ １９８５ 年底ꎬ 市区共有下水道长 ４０
千米ꎬ 占道路长度 ４５％ꎮ 到 １９８７ 年ꎬ 市区排水管道总长 ８４ 千米ꎬ 占道路总长的

６６ ６％ꎮ １９９０ 年ꎬ 下水道增加到 １９２ 千米ꎬ 服务面积 ２４ ３ 平方千米ꎬ 占建成区总面

积 ７２％ꎬ 占道路总长 ７２％ꎮ 霞山、 赤坎两区已因陋就简ꎬ 形成排水系统ꎬ 生活污水

主要经由 １２ 处出口排入麻斜海湾ꎬ 工业污水大部分没有经过达标处理就排入下水道

或海域ꎬ 霞赤两区有一条工业污水管直接排入海ꎮ 调顺岛与坡头区污水全部向近海排

放ꎮ 市区尚没有污水处理厂ꎬ 污水直接排入海域ꎬ 严重污染海洋水质ꎮ
１９８４~１９８７ 年ꎬ 整治疏通南桥河ꎬ 清理淤泥、 修建护坡ꎮ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年ꎬ 将排入霞山区霞湖公园、 赤坎区寸金桥公园内的污水进行截污改

道ꎬ 保护湖水不受污染ꎮ
１９８４~１９９８ 年ꎬ 先后两次整治南桥河、 北桥河ꎬ 保证赤坎城区下水道流水畅通ꎮ

但由于城区所有下水道污水都向这两条河排泄ꎬ 河水时常污黑发臭ꎬ 滋生蚊蝇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市里再次对南桥河、 北桥河进行整治ꎬ 在河道两侧建筑隔墙暗渠 ８０７８ 米ꎬ 吸纳

城区污水ꎬ 使河水变清ꎮ 至 ２０００ 年底ꎬ 赤坎区内道路地下排水管道长 １１ ５１ 万米ꎬ
排水涵洞 (沙盖) ７８４４ 个ꎮ

从 ２００４ 年起ꎬ 湛江加快筹建污水处理厂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 建成赤坎水质净化厂ꎻ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ꎬ 建成霞山水质净化厂ꎻ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ꎬ 建成麻章区污水处理厂ꎻ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 建成经开区平乐再生水厂ꎻ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建成坡头水质净化厂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ꎬ 湛江市区排水管道 ５８２ 条ꎬ 长度 ６１２ ０２ 千米ꎮ 新建道路排水管理

基本上实现雨污分流ꎬ 排水管道密度达到 ５ ３５ 千米 /平方千米ꎬ 特别是投资 ４ ８ 亿元

整治南、 北桥河ꎬ 赤坎污水处理厂及霞山污水处理厂外接管网后ꎬ 大大提高城区的排

水、 排污能力ꎮ
【海东区－坡头区排水】 坡头城区排水工程起步较晚ꎬ 排水系统比较完善ꎬ 主要

有南调北片排水工程及南调路、 灯塔路、 北山路和麻贯路排水工程ꎬ 总长度 １２６８ ６
千米ꎮ 南调路排水工程与南调路路面建设同步进行ꎮ 灯塔路地下排水工程长 １０００ 米ꎬ
宽 ０ ８ 米ꎬ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开工ꎬ 同年 １２ 月完工ꎮ 北山路地下排水工程长 ４００ 米ꎬ 宽

０ ８ 米ꎬ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开工ꎬ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完工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南油拨款 １５００ 万元ꎬ 建成基

地新排污系统管线ꎬ 起点在教培中心ꎬ 出水口在南油物资码头海域ꎮ 有排污干线 ７
条ꎬ 分别在职工医院、 第三生活区南侧设排污泵房ꎬ 承担基地 ５ 个生活区、 办公区、
生产区以及南调路和南海宾馆的排污任务ꎮ

第四节　 海堤堤岸

一、 海堤

湛江城市呈现 “一湾两岸” 结构ꎬ 城区临海而建ꎬ 过去赤坎海边街、 霞山东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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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一带地区常遭受暴雨海潮淹浸ꎮ 民国 ２１ 年 (１９３２ 年)ꎬ 广州湾当局在西营栈桥码

头邻近加建海堤 ２３２ 米ꎬ 同时利用海岸地形开辟 “避风塘”ꎬ 建有堤岸 １１７ 米ꎮ “避
风塘” 成为渔船聚集和躲避台风的地方ꎬ 渔民出海捕获的渔货就近上岸交易ꎮ 后来ꎬ
广州湾当局在附近修建一个八角形屋顶的室内 “肉菜市场”ꎬ 方便海鲜、 农产品交

易ꎬ 民众称 “八角肉菜市场”ꎮ

金沙湾观海长廊景观

新中国成立后ꎬ ２０ 世纪 ５０、 ６０ 年代ꎬ 湛江市政府组织地方群众、 机关干部和驻

湛部队官兵义务修筑多条海堤ꎬ 改善海岛交通条件ꎮ ２０００ 年实施 “还岸于民” 工程ꎬ
在霞山、 赤坎修筑观海长廊防浪堤ꎬ 营造优美的滨海风景ꎬ 累计修建海堤 ６ ８２ 千米ꎮ

【东北大堤】 又叫东海岛堵海大堤ꎬ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ꎬ 连接东海岛和大陆的湛

江堵海东北大堤动工兴建ꎬ 全长 ６８２０ 米ꎬ 陆地部分 ２１４０ 米ꎬ 跨海部分 ４６８０ 米ꎬ 堤

面宽 ８ 米ꎬ 堤底宽 １１２ 米ꎬ 堤最高处 ２０. ５ 米ꎬ 均高约 １０ 米ꎬ 大堤两边抛筑 “石龙”
设有防浪墙ꎮ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 ６ 日合拢ꎬ 其中缓建 ６ 个月ꎬ 实际施工时间 ２２ 个月ꎬ 共用

劳动日 ４００ 余万个工日ꎬ 完成土方 ２２７ 万多立方ꎬ 石方 ５０ 多万立方ꎬ 总共投资 １２７１
万多元 (不含后来历年给台风暴潮损毁的加固维修费用)ꎮ 该堤主要由郊区各公社派

出劳动力 ４００ 多万个工日和驻湛江陆海空军三军 ７０００ 多人参加建设ꎬ 从此东海岛与

大陆相连ꎬ 为开发利用海岛资源ꎬ 加强海岛与内陆的联系起到了促进作用ꎮ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周总理视察湛江时专门听取堵海工程的情况汇报和对建设规模作出

具体指示ꎻ 邓小平同志偕彭真、 杨尚昆、 柯庆施等一批中央领导同志在省委书记陶铸

陪同下ꎬ 视察大堤工地ꎮ
【团结大堤】 又称调顺北大堤ꎬ 配合湛江港第三作业区ꎬ 在调顺岛北端与赤坎许

屋村盐田岭之间修建大堤ꎬ ６０ 年代后期建成ꎮ 全长 ２３００ 米ꎬ 堤面宽 １２ 米 (其中公

路宽 ７ 米ꎬ 铁路宽 ５ 米)ꎬ 堤高 ４ ６ 米ꎬ 堤北建有排水涵洞ꎬ 堤面东北端建有拦水坝ꎬ
堤两侧斜坡均嵌砌石片ꎮ 铁路为单线ꎬ 公路为碎石结沥青路面ꎬ 使铁路、 公路可直达

调顺岛东岸深水码头ꎮ
【军民大堤】 又称调顺

南大堤ꎬ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新调

防驻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０５０３ 部队成立围海垦田指

挥部ꎬ 组织军民修建连接

赤坎沙湾至调顺岛的堵海

大堤ꎮ 当年 １０ 月 １ 日大堤

合拢ꎬ １１ 月 ３ 日工程竣工ꎬ
并在大堤工地上举行庆祝

大会ꎬ 命名为 “军民团结

大堤”ꎮ 该大堤全长 １９００
米ꎬ 高 ６ ３ 米ꎬ 堤面宽 ６
米ꎮ 该大堤东端建设排洪

闸一座ꎬ 共有泄洪孔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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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ꎬ 每孔宽 ３ ５ 米ꎬ 配置排洪机械装置ꎮ 堤两侧斜面嵌有大石片ꎬ 外沿筑有截面 １ ５
×０ ６５ 米拦水坝ꎮ

团结大堤与军民大堤建成后ꎬ 堤面修建成道路ꎬ 又叫军民大道ꎬ 使调顺岛成为与

赤坎陆地相连的半岛ꎬ 堤内滩涂共围垦农田 １ ８４ 万亩土地ꎬ 最初种植水稻ꎬ 由驻军

管辖ꎮ １９９２ 年后ꎬ 靠近海田路一带的滩涂湿地被逐步填土ꎬ 开发为建筑商业用地ꎮ
【霞山金海岸观海长廊防浪堤】 １９９９ 年开工建设ꎬ 防浪堤位于湛江市霞山区东部

海滨ꎬ 南起海淀路北至海洋路ꎬ 全长约 １ ７ 千米ꎬ 包括桩基、 排水、 挡土墙、 圆头型

石柱和铁链栏杆等ꎮ 绿塘河入海口至海滨公园月亮岛ꎬ 种植红树林ꎬ 加强固沙防浪作

用ꎮ
【赤坎金沙湾观海长廊防浪堤】 １９９９ 年动工建设ꎬ ２００１ 年建成ꎬ 是为开辟金沙

湾旅游景区而建ꎮ 防浪堤东临沙湾海域沿岸ꎬ 西靠观海路ꎬ 北起海帆路ꎬ 横穿军民大

道ꎬ 南至海湾二路及救捞码头ꎬ 全长 ２１００ 米ꎬ 护堤以砂岩片石或花岗岩砌挡浪墙ꎬ
底宽 ２ 米ꎬ 墙体高 ２ ~ ２ ５ 米ꎬ 最高达 ３ ８ 米ꎬ 顶部宽 ０ ５ ~ ０ ７ 米ꎮ 堤上筑起栏杆ꎬ
栏杆上竖着一双双圆头型的石柱ꎬ 相隔石柱之间用铁链串连起来ꎬ 是湛江市实施

“一海两岸” 西海岸景观改造工程的组成部分ꎮ

二、 堤岸

从改革开放起ꎬ 湛江市区实施环境整治工程ꎬ 先后治理南桥、 北桥、 文保、 百

姓、 南柳、 绿塘等几条小河污染ꎬ 在小溪小河两边修筑堤岸ꎬ 使河流面貌焕然一新ꎮ
【赤坎水库堤岸】 长 １９０ 米、 顶宽 ４ ５ 米、 高 １９ ５ 米ꎬ １９５７ 年建成ꎮ 当年数千

机关干部、 居民和农民自带干粮ꎬ 投入截拦南溪河 (今南桥河) 筑坝修建水库的大

会战ꎬ 他们吃住在工地ꎬ 连续奋战ꎬ 筑起水库大坝ꎮ 建成的赤坎水库ꎬ 是赤坎区居民

生活用水备用水源ꎬ 也是附近的草苏、 谢家等乡村农田灌溉水源ꎮ 大坝斜坡嵌有

“赤坎水库” 四个大字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ꎬ 在水库大坝前动工建设南桥公园ꎬ 占地 １２７ ５
亩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 利用水库岸边土地ꎬ 修建瑞云湖公园ꎬ 陆地面积将近 ４００ 亩ꎬ 总

面积达 ２０７０ 亩ꎬ 成为体现水生态、 水景观、 水文化、 水休闲、 水旅游、 水民生理念

的样本ꎬ 也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大自然氧吧ꎮ
【南桥河堤岸】 南桥河源于麻章区古河村ꎬ 经调塾、 白水坡、 陈屋港、 东园出

海ꎬ 全长约 １４ ５ 千米ꎬ 是市区最大的天然河流ꎬ 同时也是最大的泄洪河道ꎮ 其支流

有二: 一条起于麻章长布村ꎬ 经鸭槽、 云头、 洪屋下村流入南桥河ꎻ 另一条起于麻章

北岭沟ꎬ 经调塾、 大塘、 白水坡、 陈屋港村流入南桥河ꎮ １９５７ 年ꎬ 于两支流汇合处

建成赤坎水库后ꎬ 南桥河现仅存赤坎水库闸口至原赤坎鸭乸港一段ꎬ 长 ４ ６ 千米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ꎬ 实施雨污分流渠治理工程ꎬ 修筑两岸混凝土堤岸ꎬ 两岸白石雕花护栏

伴着河流一路蜿蜒而去ꎬ 护栏旁的绿化带栽满了各种奇花异草ꎬ 有美人蕉、 酒瓶椰、
黄金榕、 棕榈、 紫薇、 剑兰以及各式各样叫不出名来的热带植物ꎬ 草坪上四季轮换盛

开着各种鲜花ꎮ
【北桥河堤岸】 源于湛江市麻章区岭仔一带ꎬ 经湛江市中心城区赤坎区丰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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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河堤岸

高田村至鸭乸港ꎮ 该河原

名福建河ꎬ 后因流经城北

的北 桥 而 名 “ 北 桥 河 ”ꎮ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ꎬ 全面清除河

床和沿河堤的违建挖掘土

方 ５ 万多立方米ꎬ 浇灌两

岸混凝土堤岸 ２３５０ 米ꎬ 铺

设排污管道 ２９００ 米ꎬ 两岸

分别 开 通 市 政 路ꎬ 改 变

“龙须沟” 的面貌ꎮ
【南柳河堤岸】 南柳河

位于湛江市霞山区境内ꎬ
全长 １３ ３６ 千米ꎬ 流经 １０
余条村庄和霞山西城区ꎬ
自 １９９３ 年改造后ꎬ 城区段承担霞山排污排涝的任务ꎬ 成立霞山区南柳河管理所ꎮ 但

是ꎬ 当时对河道的排洪设计是建立在河道下游为农业用地的基础上ꎬ 在遭遇 ５０ 年一

遇的洪峰流量时ꎬ 考虑洪峰溢流出河道ꎬ 淹没附近农田ꎮ 近年随着湛江市经济发展ꎬ
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ꎬ 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大以及南柳河的淤积ꎬ 河道已经不能满足

泄洪和灌溉的要求ꎮ 南柳河 １ 号渠建设路桥段、 ２ 号渠南柳下村段、 百蓬路桥段、 入

海口等处ꎬ 每处都是河水墨黑、 恶臭扑鼻ꎮ “禁止沿河倒放垃圾” 的警示牌下ꎬ 赫然

堆放着一堆垃圾ꎮ 原三、 四十米宽河道ꎬ 由于淤泥沉积、 肆意侵占等原因ꎬ “瘦身”
成为三四米宽细流ꎬ 距离水面 ３ 米多高的自来水管上挂着不少垃圾袋ꎮ 这些都是洪水

漫过水管后留下的ꎮ 由于南柳河丧失防洪功能ꎬ 下暴雨时往往积水三四米深ꎬ 淹没两

岸良田、 虾塘ꎮ 从 １９９３ 年至今ꎬ 南柳河从未进行过全面清淤ꎮ 由于河道穿越城区ꎬ
有些河段建成暗渠ꎬ 现在淤泥沉积高达 １ ５ 米ꎮ 为解决霞山排涝而改建的南柳河ꎬ 如

今却因 “肠梗阻” 导致形成新内涝ꎮ 为解决河流两岸灌溉泄洪的要求ꎬ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ꎬ
市政府决定对南柳河进行进一步的整治ꎬ 铺设截污管网ꎬ １ 号渠的污水将通过管网进

入霞山污水处理厂ꎮ 该工程是霞山污水处理厂截污管网及整治工程项目的一部分ꎬ 主

河道整治工程包括清淤、 截污ꎬ 南柳河 １、 ２ 号渠长约 ２ ３ 千米ꎬ 整治河涌全长约 １８
千米ꎬ 修筑堤岸等ꎬ 岸堤按 ５０ 年一遇防洪标准建设ꎻ 南柳东路 １１００ 米ꎬ 道路红线宽

４４ 米ꎬ 为城市次干路工级ꎬ 设计车速 ４０ 千米 /小时ꎻ 南柳西路 ６１０ 米ꎬ 道路红线宽

２０ 米ꎬ 为城市次干路工级ꎬ 设计车速 ４０ 千米 /小时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完工ꎬ 河岸变宽敞

了ꎬ 河水变清了ꎬ 部分河堤上还新建亲水平台供市民与河水近距离接触ꎻ 沿河走去ꎬ
６ 千米绿岸美景映入眼帘ꎬ 岸坡上栽种的簕杜鹃、 垂柳构筑一幅美丽的画卷曾被

诟病的南柳河如今变成 “水生态休闲观光点” 的面貌呈现在市民眼前ꎮ (李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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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城市亮化与照明

一、 旧城区路灯

民国 １５ 年 (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ꎬ 法商越南电力公司狄龙来广州湾筹建 “法商越南

电力公司西营电厂”ꎬ 市区始有路灯照明ꎮ 自从电线杆在法国大马路竖起来以后ꎬ 开

启赤坎古埠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ꎬ 著名的华山牌电风扇替代商铺内用人工拉的大布篷

扇风ꎮ 随后 “大宝石” “京都” “欧亚” “胜记” “南华” “六国” “胜利” 等大酒楼、
商店内也吊装起西洋灯盏ꎬ 令这些带着西洋味、 南洋味的酒楼商店溢光流彩ꎬ 增色不

少ꎮ
民国 ２７ 年 (１９３８) 上海 «申报» 以大标题 “大广州湾” 对此进行专题报道ꎬ 让

“广州湾” 名声大振ꎮ
至 １９４９ 年ꎬ 广州湾市区建成区 ３ 平方千米内ꎬ 共有 ４００ 盏普通白炽灯ꎬ 功率在

１５~２５ 瓦ꎮ 霞山区主要分布在逸仙路、 延安路一带ꎻ 赤坎区主要分布在中山路、 九二

一路、 中华路、 民主路等ꎻ 除大通街外ꎬ 其余小街小巷均无路灯ꎬ 整座城市入夜一片

昏暗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市政府加强对路灯的建设和管理ꎮ １９５０~１９６３ 年路灯建设发

展到 ８７９ 盏ꎬ 除进口 ２０ 盏 ４００ 瓦水银灯外ꎬ 其他均为 ４０~１５０ 瓦的普通白炽灯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 城市建设快速发展ꎬ 路灯建设也随之发展ꎬ 新建住宅区和道

路都配套设置路灯ꎬ 至 １９８５ 年底ꎬ 市区共有路灯 ２５００ 盏ꎬ 其中高压水银灯 ５２６ 盏ꎬ
日光灯 ３４ 盏ꎬ 其余均为白炽灯ꎮ 市区路灯线路共长 ５５ ９ 千米ꎬ 其中地下线路长 ２０ ９
千米ꎮ

从 １９８５ 年开始ꎬ 市路灯管理所引进先进照明技术ꎬ 促进市区路灯的更新换代ꎬ
不仅在灯型灯具上作出较大的改进和创新ꎬ 而且光源功能日趋合理、 适用ꎬ １９８８ 年

基本实现路灯安装机械化和路灯启用自动化ꎮ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 ８ 日ꎬ 成立湛江市城市路

灯管理所ꎮ 是年 １２ 月市区路灯线路长 ７６ 千米ꎬ 其中地下电缆长 ４０ 千米ꎬ 安装路灯

３６００ 盏ꎬ 市区部分大街小巷都装上路灯ꎮ
１９８９ 年ꎬ 为了解决城区绿化与道路照明的矛盾ꎬ 实施城区路灯改造工程ꎬ 市区

部分主干道架设跨道式拱型钢支架ꎬ 架空线改为地下电缆ꎬ 将普通灯换成水银灯或钠

灯ꎮ 赤坎宾馆门前路口、 广湛路口、 寸金桥公园门前、 南华广场、 赤坎游泳场门前、
康顺绿化达标雕塑等交叉路口重要地段安装高杆灯或中高灯ꎮ １９８９~１９９６ 年 ８ 月ꎬ 湛

江市区实际新增路灯 ２３０６ 盏ꎬ 全市路灯总数达 ５９０６ 盏ꎬ 市区路灯线路长 １６０ 千米ꎬ
其中地下电缆长 ８４ 千米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０ 年赤坎城区路灯 １９２６ 盏ꎬ 比 １９８５ 年增加 ７２６
盏ꎮ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遭遇 “１５ 号强台风” 袭击后ꎬ 湛江市区路灯损失惨重ꎬ 灾后开始重

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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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０　　
１９９７ 年ꎬ 全省路灯协会第一届会议在湛江市召开ꎬ 推动湛江市区路灯建设快速

发展ꎮ 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市区逐步进行大规模的路灯新装和改造工作ꎬ 先后改造海滨大

道的全线路灯ꎬ 新装了南桥路、 北桥路、 海田路、 军民大道等地段的路灯ꎮ 至 ２００１
年ꎬ 市路灯管理所除对原有市区路灯重建恢复外ꎬ 还实行大街小巷路灯安装的民心工

程ꎬ 实际新建增加路灯 ７００１ 盏ꎬ 全市路灯总数达 １２９０７ 盏ꎬ 市区路灯线路总长 ２６０
千米ꎬ 其中地下电缆长 １２０ 千米ꎮ 为增强抗风能力ꎬ 开始逐渐改造为地下电缆ꎮ 路灯

种类有钠灯、 汞灯、 水银灯、 节能灯、 工艺灯、 五彩灯、 庭院灯、 风帆灯等ꎬ 路灯座

距一般为 ２５－４０ 米ꎬ 路面平均照度达 ４５ＬＸꎮ 入夜之后ꎬ 海滨大道、 人民大道、 椹川

大道、 军民大道、 海田路、 康顺路、 跃进路、 中山路、 寸金路、 海北路、 南桥南路、
南桥北路灯光绚烂ꎬ 五彩缤纷ꎬ 宛如一条条闪光的巨龙ꎬ 卧伏在港湾之滨ꎮ

二、 新城区照明

【功能照明】 ２００１ 年ꎬ 湛江市区路灯超过一万盏ꎬ 被列为全国城市中拥有过万盏

灯的 ５０ 个城市之一ꎬ 是广东省除广州、 深圳、 珠海之外的第四座城市ꎮ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ꎬ 市区路灯发展实现一个新的飞跃ꎬ 增加路灯 １３１９６ 盏ꎬ 市区路灯达到 ２６１０３
盏ꎬ 全部改为地下电缆供电ꎬ 市区主次干道路灯实现全面覆盖ꎬ 并大范围安装 “小
街小巷” 路灯工程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路灯建设进一步发展ꎬ 市区新增路灯 ７０２３ 盏ꎬ 市

区路灯总数达 ３３１２６ 盏ꎬ 市区路灯线路总长 ７６８ 千米ꎬ 也由过去单一的路灯款式ꎬ 发

展到现在的庭院灯、 景观灯、 ＬＥＤ 灯等多种多样的款式ꎬ 在光源上完全淘汰了水银

灯、 白炽灯、 高压钠灯ꎻ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ꎬ 市区路灯再次实现新的飞跃ꎬ 实增路灯

１７６４１ 盏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期间增加路灯 ６９５７ 盏ꎬ 市区路灯总数达 ４６７６８ 盏ꎬ
市区路灯线路总长 ８５０ 千米ꎬ 市区路灯线路总长 ４６５ 千米ꎬ 道路照明装置率 ９９％ꎬ 亮

灯率 ９８ ６％ꎮ 路灯款式实现庭院灯、 景观灯、 ＬＥＤ 灯等多种多样款式ꎬ 光源上完全

更换成新型第四代 ＬＥＤ 灯ꎮ
【景观照明】 ２０１３ 年ꎬ 湛江市区开始投入楼宇、 景观照明设施建设ꎬ 并采用第四

代 ＬＥＤ 光源ꎬ 全年安装公共场所景观灯 １７６１０ 盏ꎻ 安装 ２８ 栋楼宇灯饰 ２８６９６ 盏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市区全部路灯更换为 ＬＥＤ 光源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ꎬ 全市区总灯数

９３０７４ 盏ꎬ 其中功能照明 ＬＥＤ 路灯 ４６７６８ 盏ꎬ 公共场所景观照明灯 １７６１０ 盏ꎬ 楼宇景

灯饰 ２８６９６ 盏ꎬ 市区城市照明供电总线路 ８５０ 千米ꎬ 用电总功率 ５０５６ 千瓦ꎬ 配电箱

有 ２２４ 个ꎮ
【照明维护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市设立路灯管理机构ꎬ 加强对路灯的建设

和管理ꎮ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前由湛江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所属路灯队负责市区路灯的维护管

理工作ꎮ １９８５ 年ꎬ 先进照明技术开始相继进入市区ꎬ 促进路灯更新换代ꎬ 在灯型灯

具上作了较大的改进和革新ꎬ 在光源动能上日趋合理、 适用ꎬ 安装路灯实现机械化作

业ꎮ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ꎬ 湛江市成立市区路灯专门管理机构ꎬ 命名为湛江市城市路灯管理

所ꎻ ２００３ 年开始建设路灯 “三遥” 监控系统平台ꎬ 部分主要路段的路灯实行了自动

化管理ꎬ 路灯维护管理逐步向数字化信息化精细化迈进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将原湛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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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路灯管理所更名为湛江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全市区路灯维护管

理实行自动化全覆盖ꎮ (王雅岚　 曹妃梅)
【城市夜景灯光增亮工程】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 在城市主要路段和景点ꎬ 即北桥河两

岸、 南桥河两岸、 人民大道两旁、 滨湖公园、 霞山观海长廊、 劳丽诗广场、 南网广

场、 海湾大桥引桥及桥底、 赤坎区万象棕榈园片、 赤坎江两岸 (海林桥至海田桥

段)、 市财政局办公楼、 市图书馆、 市跳水馆、 体育中心门口、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办

公楼等共计 １５ 个项目ꎬ 开展夜景亮化项目建设工程ꎬ 提高原有建筑物灯光亮度ꎬ 增

加灯光柔美格调ꎬ 增添城市夜景魅力ꎮ
【市区亮化照明工程】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 为打造独特、 有代表性的城市夜景ꎬ 总投资

两千多万ꎬ 对市区楼宇、 道路、 河流、 海岸线两侧等 ３３ 个主要景点进行亮化美化建

设ꎬ 包括: 海滨宾馆门口两侧、 海洋大学海滨学院门口两侧、 四二二医院门口两侧、
海滨船厂周边及三栋职工宿舍楼、 霞海市场、 南网广场、 金沙湾观海长廊、 军民路及

路口、 海田汽车总站、 赤坎江 (沿江路段)、 北桥河、 寸金公园门口、 南华广场、 百

果园、 南桥河、 公路大夏、 康顺小游园、 虹都大夏、 康顺路口、 市教育局办公楼、 中

国银行办公楼、 中国检验检疫局办公楼、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楼、 机场路口周边、 东新

路口周边、 椹川大道南路、 火车南站周边、 人大对面小绿地、 海滨公园、 立交桥底、
农垦医院小绿地、 幸福小游园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完工ꎮ

【城市 ＬＥＤ 路灯节能改造】 为推进湛江城市道路 ＬＥＤ 照明节能改造示范工程ꎮ
截止 ２０１４ 年底ꎬ 已完成赤坎区 ＬＥＤ 路灯节能改造服务工程和霞山区、 麻章区和坡头

区 ＬＥＤ 路灯节能改造服务工程ꎬ 对市区扩容提质起到美化亮化作用ꎮ
ＬＥＤ 照明具有节能ꎬ 节能率达到 ４０－９０％ꎻ 耐用ꎬ 是传统灯具和节能灯寿命的十

倍以上ꎻ 环保ꎬ 无金属汞等有害物质ꎻ 稳定ꎬ 光衰低、 无频闪等诸多特点ꎬ 已成为新

技术与新产业的战略制高点ꎮ 在全球能源危机、 环保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ꎬ 半导体

8 1 3 0 8 4 3 2ＬＥＤ 813 0 8 4 3 2照明已被世界公认为是继火、 白炽灯之后人类照明史上第三次照明革命ꎮ
而路灯照明作为城市用电的大户ꎬ 路灯的 ＬＥＤ 节能改造成为城市节能降耗的一条重

要途径ꎬ 是迅速实现节能减排ꎬ 建设生态绿色城市ꎬ 提升城市形象ꎬ 拉动 ＬＥＤ 产业

发展和地方经济的抓手ꎮ

第六节　 城市建筑的发展

唐宋时期的建筑遗存不多ꎬ 明清时期以庙宇、 会馆及传统民居建筑为代表ꎬ 近代

广州湾、 民国时期以西式建筑风格为代表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市公共建筑发展迅速ꎬ 大约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８０ 年ꎻ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至 １９９０ 年ꎻ 第三阶段是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１８
年ꎮ 住宅小区及商品房开发建设由改革开放后起步ꎬ 然后快速发展ꎬ 湛江市公共建筑

及房屋建设各个阶段呈现的建筑特点、 风格不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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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　　 一、 湛江城市建筑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８０ 年

这个时期ꎬ 主要是改造一批茅棚区和木屋区ꎬ 建设一批工人宿舍ꎮ 当时ꎬ 为改善

茅棚区和木屋区居民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ꎬ 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和整顿市容运动ꎬ 市

政府发动群众自己动手ꎬ 先后整治霞山民治路茅棚区、 大生路西边洼地、 东堤一横路

木屋区ꎬ 人称 “水鬼塘” (每到涨潮ꎬ 海水倒灌上来浸泡路面)ꎬ 以及赤坎九二一路

“潮州塘” 周围、 安业路一带木屋区ꎬ 将破烂杂乱的茅棚、 木屋全部拆除ꎬ 按照城市

规划要求ꎬ 有的改建为砖木结构居民住宅ꎬ 有的开辟为公园或茶室ꎬ 住宅条件和市容

市貌有所改善ꎮ “一五” 计划期间ꎬ 随着湛江港、 黎湛铁路和华南垦殖总局等重点工

程建设ꎬ 市区房屋建设逐步向解放路、 人民路、 工农路、 友谊路、 海滨路和赤坎光复

路、 九二一路、 北桥路等地段扩展ꎮ 住宅类型一般为砖木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ꎬ
二、 三层走廊式单间建筑ꎬ 厨房、 卫生间集体共用ꎮ 市民自建住宅也以砖木结构的平

房为主ꎮ
“二五” 计划期间ꎬ 随着工农业生产发展ꎬ 建立水泥、 化肥、 蔗糖、 农械、 汽车

修理等基础行业ꎬ 厂房、 住宅建设增多ꎬ 城区向市郊新村、 石头村、 保养场、 沙湾工

业区和霞海工业区等地区扩展ꎬ 居民住宅条件得到初步改善ꎮ 此时ꎬ 住宅建设与城市

规模、 经济承受能力基本上相适应ꎮ 这一时期主要建筑物:

　 市人大大楼

【市人大大楼】 旧称市人委大楼ꎬ 在湛江市区提起 “市人委大楼”ꎬ 无人不知ꎮ
这不仅因为它是原湛江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大楼ꎬ 还还因为它在建成后的二十多年中一

直是湛江市最为雄壮、 最引人注目的地标性建筑物ꎬ 更因为它雄踞霞山区两条主要街

道人民大道和解放大道十字交叉地带ꎬ 堪称整个市区的心脏建筑ꎮ 在 «湛江市初步

规划» 中ꎬ 原西赤路和西太路交叉处的一个小土坡ꎬ 规划为兴建中心广场和公共建

筑物的地址ꎬ 后经市领导研究决定ꎬ 就把市人委大楼定点在这里ꎬ 报国家建委批准ꎮ
１９５５ 年由原广东省建筑设计院负责设计ꎬ 设计总负责人为邓赏ꎬ 建筑设计由林松坚

工程师负责ꎬ 结构设计由何一之

工程师负责ꎮ 该项目在当时是湛

江市最大的一项建筑工程ꎬ 市领

导十分重视ꎬ 在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成立

大楼工程筹建处ꎬ 市长何鸿景任

主任ꎬ 副主任由何真、 周明、 邵

耀桢、 廉鉴德等担任ꎮ 整个工程

投资 ７０ 多万元ꎬ 由省投资一部

分ꎬ 市地方财政解决一部分ꎮ 是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动工兴建ꎬ 原设计

地基处理是采用重锤打坑的办

法ꎬ 因施工时间长ꎬ 施工设备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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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ꎬ 加上地下水位高ꎬ 属粗砂黄土地质ꎬ 后改用扩大基础的办法ꎮ 大楼是五层的混合

式结构ꎬ 由当时湛江市唯一的国营建筑企业———湛江建筑工程公司 (即现省八建前

身) 第五工区负责施工ꎮ 工区主任薛茂芬负责全面施工ꎬ 副主任张克强负责技术工

作ꎮ 参加施工的队伍有 ２５０ 多人ꎮ 当时施工条件十分艰苦ꎬ 施工设备很差ꎬ 投入大楼

施工的机械只有一台搅拌机和一台小卷扬机ꎬ 大部份的施工材料是用肩挑人抬ꎬ 踏着

竹木架梯送上去的ꎮ 在这个工程中ꎬ 湛江市第一次使用定型模板和外墙水刷石工艺ꎮ
由于当时湛江市施工队伍还没有掌握水刷石的技术ꎬ 所以特从广州请来 ８０ 多名技工

进行这项施工ꎮ 当时ꎬ 参加大楼建筑的工人日夜奋战ꎬ 不怕艰苦ꎬ 不计报酬ꎬ 前后约

一年半的时间保质保量地完成大楼楼的兴建任务ꎮ 大楼高 ２４ ４ 米ꎬ 正面宽 ６２ 米ꎬ 侧

面长 ３９ ８４ 米ꎬ 建筑面积共 ９１００ 多平方米ꎬ 外观成凹” 字形ꎬ 左右呈中轴对称ꎬ 平

面规矩ꎬ 中间高ꎬ 两边低ꎬ 主楼高耸ꎬ 回廊宽缓伸展ꎬ 是典型的 “苏式建筑” 风格ꎮ
有大小办公室 １２０ 多间ꎬ 大会议厅一个ꎬ 另有地下室、 卫生间等ꎮ 整个工程耗用钢筋

４００ 吨ꎬ 水泥 １８７０ 多吨ꎬ 木材 ５１０ 多立方米ꎬ 红砖 １６０ 多万块ꎬ 碎石 ３７００ 立方米ꎬ
石米 １１８０ 多吨ꎮ １９５８ 年峻工ꎬ 是年春节后市委书记张伯泉、 市长何鸿景率领市委、
市人委机关首次搬进大楼办公ꎮ １９８３ 年机构改革ꎬ 市委市政府迁址赤坎区办公后ꎬ
市人大市政协常委会进驻大楼办公ꎬ 改称 “市人大大楼”ꎮ 该大楼成为当时甚至 ８０
年代前湛江市最雄伟的标志性建筑ꎮ

　 湛江博物馆

【湛江博物馆】 仿中国军事博物馆建筑风格ꎬ 位于赤坎寸金桥公园的西边ꎬ 于

１９５８ 年兴建ꎬ 由湛江市建筑设计院一室李剑寒、 吴荣刚、 邝兆贤等人负责设计ꎬ
１９６０ 年初正式开放ꎬ 是一座地方综合性博物馆ꎮ 占地面积约 １ ４ 公顷ꎬ 建筑面积

３２５０ 平方米ꎬ 正面牌楼匾额上的的 “湛江博物馆” 为董必武手笔ꎮ 该馆原是工业展

览馆ꎬ 后根据陶铸同志的建议ꎬ 把工业展览馆改为博物馆ꎮ 在原戊戌抗法纪念馆的基

础上ꎬ 把第一次全省文物普査搜集的湛江地区文物ꎬ 以及省拨下的部份文物、 排架合

起来ꎬ 办起这座博物馆ꎮ 当时命名为 “湛江专区博物馆”ꎬ 是广东省唯一的地区级博

物馆ꎮ 开馆后ꎬ 曾接待过国家领导人及一些知名人土董必武、 郭洙若、 李宗仁和美国

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等ꎮ 该馆至今还保存着董必武、
郭沫若亲笔题诗ꎮ １９８３ 年机构改

革后ꎬ 改名为 “湛江市博物馆”ꎮ
馆内现有文物藏品 ５０００ 件ꎮ 有地

方特色的文物包括: 明、 清港

口、 卫 所、 会 馆 文 物ꎬ １８９８ ~
１８９９ 年湛江遂溪人民反抗法国强

租广州湾的文物ꎻ １９２４ ~ １９４９ 年

广东南路和粵桂边区革命斗争文

物ꎮ 有价值的的历史文物有: 东

汉独木舟 ６ 艘、 汉至唐代铜鼓 １７
面、 唐代青瓷砚和铜铸昆仑女人



　
　
　
　
湛
江
市
城
建
志

２４４　　
头像ꎬ 宋元赭彩青瓷罐、 清代铜巡捕船模型和部份外国钱币ꎮ 有展览室六个ꎬ 面积共

１６００ 平方米ꎮ 步入博物馆大厅ꎬ 迎面正室 “抗法斗争纪念馆” 入口处是一座十分耀

眼的红绒墙体屏风ꎬ 上面镬着郭沫若亲笔题书的金色大字 “一寸河山一寸金”ꎮ 室内

展出的文字、 图片、 实物ꎬ 记录 １８９８ ~ １８９９ 年湛江遂溪人民抗法斗争史实ꎬ 这是该

馆的基本陈列ꎮ 此外ꎬ 较固定的展览有 «粤桂边区广东部份革命史展览» «湛江古代

铜鼓展»ꎮ 该馆曾先后举办过 «湛江专区自然与资源» 和出土文物、 铜器、 字画、 瓷

器、 广东南路农民运动、 周恩来同志生平、 康熙皇太后珍宝、 湛江市引进外资成果等

展览ꎮ 该馆为文物的普查、 宣传做大量的工作ꎬ 收集积累不少历史资料ꎬ 包括收集湛

江地理沿革、 洗夫人、 太平天国凌十八起义、 嘉庆年间乌石二起义、 湛江遂溪抗法斗

争、 广东南路农民运动等方面资料共 １２０ 万字ꎬ 并与社会合作编辑出版 «湛江遂溪人

民抗法斗争史料选辑» «凌十八起义史料选辑» 共 ３０ 万字等ꎬ 以其丰富的历史文物

藏品及富有地方特色的各种展览ꎬ 成为省内颇有名气的博物馆之一ꎮ
【湛江市人民会堂】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ꎬ 原市人委大楼建成使用后ꎬ 迫切需要一座会堂

作为市首脑机关及全市性集会场所ꎮ 于是市领导作出决定ꎬ 开始筹建市人民会堂ꎮ 会

堂由市民用建筑设计室总设计ꎬ 陈宽工程师负责建筑设计ꎬ 原市人委行政科组织筹

建ꎬ 由原财政局长庞鉴德担任筹建处主任ꎬ 负责整个工程的施工和管理工作ꎮ ２ 月ꎬ
会堂建设工程在龙起坑村征地ꎬ 耗资 ３９０８ 元ꎮ ４ 月正式动工ꎬ 湛江建筑工程公司负

责建筑施工ꎬ 委派工程师何标负责现场施工技术管理ꎮ 由于当时正逢 “大跃进” 年

代ꎬ 建筑工程公司投入劳动力和部分建筑材料都是无尝的ꎬ 市财政只投资 １０ 多万元

作为材料费用ꎬ 工程动员全区人民投入义务劳动ꎬ 如拉沙由机关每个单位各包运两

车ꎬ 砸碎石由霞山区每个成年居民完成两粪箕ꎬ 运砖块由市交通公司负责ꎬ 运石头由

港务局包干ꎮ 在施工过程中ꎬ 机械设备不足ꎬ 只有一台搅拌机、 一台沙浆机和一台小

卷扬机投入使用ꎬ ８０％以上工程量都是靠手工操作完成ꎬ 参加工程建没人员积极性很

高ꎬ 日夜突击ꎬ 不计时间ꎬ 不计报酬ꎬ 只用 ８ 个月时间ꎬ 于同年 １１ 月完成整个工程

建设任务ꎮ １２ 月正式投入使用ꎬ 首先接待的是参加郊委三级干部会议代表ꎮ 由于当

时所处历史时代的局限性ꎬ 会堂门楼过低ꎬ 不够美观ꎬ 舞台过高ꎬ 视线角度及光、 声

的处理均不够适当ꎬ 观众看戏要仰着脖子ꎮ 后来曾作过两次改造: 第一次是在 １９６２
年ꎬ 对舞台进行降低处理ꎬ 对大厅地面进行维修ꎻ 第二次是在 １９７９ 年ꎬ 将门楼和后

台加高一层ꎬ 同时对整幢楼房作防震加固处理ꎮ 几十年来ꎬ 人民会堂除召开会议使用

外ꎬ 还接接待全国各地众多的演出文艺团体ꎮ 中央的方针政策在这里传达到湛江市各

个基层单位ꎬ 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在这里向全市人民发布ꎮ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６４ 年间ꎬ 党和

国家领导人周恩来、 朱德、 董必武、 郭沫若、 陶铸等同志曾先后到这里看过文艺演

出ꎮ 人民会堂处在霞山区中心地带ꎬ 位于 “市人委大楼” 左前方ꎬ 与之隔街相望ꎮ
占地面积 ４９０７ 平方米ꎬ 其中建筑面积 ４１３４ 平方米ꎬ 有 １８１９ 个座位ꎬ 是供开会、 放

映、 演剧的综合性堂馆ꎮ
１９６６ 年后ꎬ 由于受文革影响ꎬ 湛江城市建设基本处于停滞ꎬ 住宅建设投资下降

到仅占基本建设总额 ４ ~ ６％ꎬ 加上城镇人口失控ꎬ 公房低租分配、 维修费不足等原

因ꎬ 致使住房困难户和危房户增多ꎮ １９７７ 年ꎬ 市区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下降至 ３ ７７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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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ꎮ 这时期ꎬ 住宅类型逐步发展为钢筋混凝土结构ꎬ 一梯二间、 一梯三间的四、 五

层楼房ꎬ 干部职工开始住上二房一厅或三房一厅公寓式楼房套间ꎮ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至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７８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ꎬ 这个时期ꎬ 湛江市住宅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ꎮ
由于充分调动国家、 地方、 企业、 个人的积极性ꎬ 建设投资比例不断上升ꎬ 住宅楼房

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ꎮ 赤坎城区建设向南桥、 调顺岛方向扩展ꎬ 坡头区和经开区等

地建筑异军突起ꎮ 特别是 １９８４ 年人民大道建成通车ꎬ 将霞山、 经开区和赤坎连接起

来ꎬ 沿路两旁泉庄生活小区、 金碧花园、 三帆海景新村、 海静小区、 海洋小区等一批

住宅区和龙潮皇家花园、 银海高级公寓等商住楼陆续建成ꎬ 主城区分布着城市假日、
金海湾、 君临海岸、 金沙湾御海园、 丽湾名邸、 御景名城、 观海一号、 粤西京基

城、 公园一号、 富虹上游城、 华盛新城、 雍景城、 翠堤湾、 恒逸湾、 明润花园、 丽日

花园、 万豪世家、 水木清华、 银地绿洲、 金沙湾广场、 汇景豪庭、 香槟花园、 金色蓝

湾、 泰汇广场ꎬ 嘉瑞禾酒店、 民大商贸大厦、 银隆大厦、 金城大厦、 城市尚品、 威格

大厦、 霞山村江霞广场、 皇冠酒店、 君豪酒店、 恒逸国际酒店、 民大喜来登酒店、 民

大商贸大厦、 国贸新天地、 澳海城、 鼎盛广场、 万达广场、 华都汇等商住楼拔地而

起ꎬ “城” 与 “乡” 的边界越来越模糊ꎬ 标志着湛江 “一座城市分两块” 的历史一去

不复返ꎮ 这一时期的湛江建筑可谓是多姿多彩ꎬ 百花争艳ꎬ 各式各样、 各种流派的建

筑是千帆竟发、 百柯争流ꎮ
随着经济的发展ꎬ 人们对住房质量、 功能以及居住环境需求不断提高ꎬ 住宅类型

发生较大变化ꎬ 钢筋混凝土结构、 框架结构、 防震结构的六、 七层楼宇增多ꎮ 房屋类

型多样ꎬ 有行列式、 点式、 院落式等ꎮ 同时ꎬ 比较注重室内外装修和居住环境绿化以

及文化教育、 生活服务等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ꎮ 商品住宅开发建设迅猛ꎬ 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８７ 年ꎬ 市区商品住宅峻工面积达 ３１ ８２ 万平方米ꎬ 向单位和个人出售商品房 ３０ ９３
万平方米ꎮ 商品住宅突破住宅分配 “三十年一贯制的福利型” 和 “行政分配” 模式ꎬ
使住宅建设向商品化和私有化发展ꎮ 至 １９９０ 年底止ꎬ 全市有各类房屋 １２１３２ ５ 万平

方米ꎬ 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９６２８ ６ 万平方米ꎬ 人均居住面积 ５ 平方米ꎮ 这个时期主要

建筑:
【海富大酒店】 位于东堤路 １５ 号ꎬ 临海而建ꎬ 是一座综合性旅馆建筑ꎬ 楼高 １２

层ꎬ 基底面积 ２５６７ ０７ 平方米ꎬ 土地使用总面积 ３９６８ ８２ 平方米ꎬ 建筑总面积

１３０７８ ４４ 平方米ꎮ 其中主楼 １ ０１ 万平方米ꎬ 附楼 ２３２８ 平方米ꎮ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开

工ꎬ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峻工ꎮ 主楼上部是 １１ 层的猪腰形ꎬ 标准层建筑平面为 ５８ ４×
１６ ４ 米ꎬ 进深分别为 ６ ２ 米及 ４ 米ꎬ 柱距 ４ 米ꎬ 其中三个十层为客房ꎬ 层高 ３ 米ꎬ 底

层大厅高 ４ ５ 米ꎬ 一层餐厅高 ５ ６ 米 (其中夹层为 ３ ６ 米)ꎮ 建筑物总高度 ４０ 米ꎬ 主

楼部分中间有电梯井ꎬ 两端楼梯间现浇钢筋混凝土墙ꎮ 附楼部分为 ２ 层建筑ꎬ 现浇钢

筋混凝土框架及助形楼板ꎬ 层高 ４ ５ 米ꎬ 酒店外墙贴玻璃马赛克ꎬ 铝合金窗饰ꎮ 酒店

享有无敌海景ꎬ 当时是湛江最早有电梯、 最高级酒店之一ꎬ 成为市区标志性建筑ꎮ 酒

店率先在提出 “不接待衣冠不整者” 口号ꎬ 在媒体上投放大量浪漫系列广告ꎬ 很多

湛江人如今记忆尤深ꎬ 不少人把进入海富大酒店吃饭作为身份的象征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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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被拆除ꎬ 取而代之的是 “渔人码头”ꎮ 时光流逝ꎬ 物转星移ꎬ 这里开发和改造后依

然保留昔日独有的海韵之味ꎮ
【湛江画舫】 位于霞山区海滨公园堤岸边ꎬ 由香港金溢投资有限公司、 湛江海洋

渔业公司、 湛江海滨公园三家合作经营ꎮ 由湛江市建筑水电工程公司施工ꎬ １９８４ 年

动工ꎬ １９８５ 年冬竣工交付使用ꎬ 总投资 ２８００ 多万港元ꎬ 占地 １ 公顷ꎮ 由于工程基础

建在海水中ꎬ 涨潮时工地水深 ３ 米多ꎬ 海滩瘀泥 ２ 米多ꎬ 基础施工难度较大ꎮ 图纸要

求打木桩 ３０００ 条ꎬ 每条打下 ５ 米ꎬ 木桩总需量 １００ 多立方米ꎮ 海上施工难以使用桩

机ꎬ 只能靠人工打桩ꎻ 海上无法放线定位ꎬ 施工单位在水面铺设满排架定桩ꎬ 退溯时

验线ꎻ 独立柱基土方开挖ꎬ 采取铁板和杉木制成与工地水位一样高度的桶状筒ꎬ 每个

独立柱一个密封筒ꎬ 一台潜水泵配套施工ꎬ 涨潮时抽水ꎬ 退潮后挖土方ꎬ 利用漏槽将

砼输送到各独立柱基上ꎻ 满堂基础面积宽ꎬ 工程量大ꎬ 根据潮水规律ꎬ 用砂袋、 木板

堵塞、 抽水泵抽水等方法ꎬ 分三班轮流开挖及捣砼ꎬ 砼加外加剂ꎬ 促进混凝土强度ꎬ
符合抗潮安全系数ꎬ 一般楼板厚 ２０ｃｍꎬ 双层钢筋ꎬ 使工程施工按质按量完成ꎮ 画舫

是两条装修别致的圆舫建筑泡在海水中ꎬ 通过九曲桥、 湖心亭、 暸望台、 迎宾亭等别

具一格的建筑连通两舫及水岸地ꎮ 两船舫总使用面积为 １５３６ 平方米ꎬ 可同时容纳五、
六百人就餐ꎮ 画舫内设高级裝饰歌舞厅、 酒巴间、 咖啡厂及裝饰豪华的中西式餐厅ꎮ
画舫外表装饰琉璃瓦、 红墙体ꎬ 内设金碧辉煌的浮雕ꎬ 高 ３ 米、 宽 ２ ５ 米的巨幅浮雕

“三星高照”ꎬ 古色古香ꎻ 精雕细刻的 “二龙戏珠”ꎬ 神龙活现ꎻ 宴会厅正中的 “龙飞

凤舞”ꎬ 栩栩如生ꎻ 还有北京厅内古装人物浮雕ꎬ 牌匾下两条飞龙盘柱ꎬ 门口两裨木

雕狮子等ꎬ 给人一种置身于艺术宫殿般享受ꎮ 由香港雅兰室内设计公司设计ꎬ 中华联

营 (香港) 有限公司制造船壳ꎬ 香港佳景装修公司负责装修ꎬ 香港中华船厂用大型

浮沉式船坞驳运ꎬ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 ２４ 日抵达湛江裝置完成ꎬ ７ 月 １３ 日正式开业ꎮ 这座中

国宫殿式海上餐厅ꎬ 以其独具匠心的造型设计ꎬ 做工精致的雕刻艺术ꎬ 华丽高雅的室

内装饰ꎬ 一流的服务质量和驰名中外的粤菜风味ꎬ 吸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ꎬ 留影欣

赏ꎮ 当年堪称全国豪华船舫中的佼佼者ꎬ 被誉为 “海上浮宫” “水上琼楼”ꎬ 成为湛

江海滨公园的一处佳景ꎮ ２００２ 年在 “还绿于民” 工程中ꎬ 画舫酒楼被拆除ꎬ 恢复为

公园绿地ꎮ
【湛江市体育中心】 位于人民大道北ꎬ 由训练馆、 体育馆、 体育场组成ꎬ 体育场

可容纳观众 ２ 万多名ꎮ 该工程于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开工ꎬ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竣工ꎮ
【湛江影剧院】 位于赤坎区康顺路ꎬ １９８８ 年年 ３ 月动工ꎬ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竣工ꎬ 建

筑面积 ５９００ 平方米ꎮ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完成升级改造ꎬ 新的造型设计如一把竖琴ꎮ
第三阶段是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这个阶段ꎬ 湛江建筑业突飞猛进ꎬ 各类建筑风格异军突起ꎬ 主要代表性建筑如

下:
【湛江银海酒店】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湛江解放纪念日前夕正式开业ꎬ 外形设

计呈马蹄状ꎬ 突出线条构划ꎬ 极具现代动感ꎬ 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湛江市区地标性建

筑ꎬ 与 «风正帆悬» 大型城雕对望ꎬ 与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海关、 邮

电大楼、 经开区管委会等毗邻ꎮ 占地 ７７７８ 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１５４１０ 平方米ꎬ 主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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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层ꎬ 坐落在市区中心地带的人民大道中 ５２ 号ꎬ 地理位置优越ꎬ 交通便利ꎬ １５ 分钟

车程可达湛江国际机场ꎬ ２０ 分钟可达湛江西客站和火车南站ꎮ 酒店室内装饰风格突

显现代而又不失传统ꎬ 在精致典雅中更显雍荣华贵ꎬ 集旅业餐饮、 商务会议等多功能

于一体ꎬ 是中国南大门首家标准四星级酒店ꎬ 共有 １３５ 套客房ꎬ 包括尊贵豪华的总统

套房ꎮ 客房设施俱全ꎬ 独立调温中央空调、 国内及国际直拨长途电话、 卫星、 有线及

全球电视频道、 宽带、 美容中心、 邮电、 票务、 旅游代理、 小车服务等ꎮ 餐厅、 会议

厅、 健身房等娱乐休闲设施完善ꎬ 拥有风味各异的中西餐美食和多个豪华包房ꎬ 可同

时满足 ８００ 人用餐ꎮ 中餐厅以潮州菜、 湛江菜为主ꎬ 以烹饪鲍参翅肚、 鲜美海鲜见

长ꎬ 同时兼有广式菜点、 雷州风味、 南北小吃等多种选择ꎻ 西餐厅享受一流欧美风

味ꎻ 酒吧供应中外名酿ꎬ 深尝浅酌ꎬ 分外怡人ꎮ 创业之初由广州白天鹅宾馆管理公司

参予培训管理ꎬ 秉承 “宾客至上、 服务第一” 经营理念ꎬ 以 “勤劳ꎬ 奋进ꎬ 锐意ꎬ
创新” 进取精神ꎬ 在时代潮流中拼搏奋进ꎬ 精益求精ꎬ 不断提升星级品质ꎬ 以 “卓
越品质、 无尚尊荣” 而享誉南粤大地ꎬ 同时也为湛江酒店服务行业培养输送大批优

秀管理人才ꎬ 获得湛江市十大餐饮名店、 湛江市海鲜美食名店、 纳税先进企业ꎬ 消费

者诚信单位ꎬ 公共场所卫生 Ａ 级单位等荣誉称号ꎬ 成为湛江旅业餐饮的标杆企业ꎬ
成为湛江市改革开发的历史窗口和城市名片ꎮ 所以ꎬ 在湛江流行这样一句话: “千年

历史看高雷ꎬ 百年历史看广州湾ꎬ 改开历史看银海”ꎮ 可见ꎬ 银海酒店在湛江改革开

放中的地位ꎮ
【湛江大厦】 位于人民大道南 ３４ 号ꎬ 是一座集金融、 旅业服务多功能的综合楼ꎬ

建筑面积 １８５３９ 平方米ꎬ 其中主楼 １４２００ 平方米ꎬ 附楼 ４３３９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开工ꎬ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８ 日建成投入使用ꎮ 大厦主楼上部平面形状高低不一ꎬ 呈高低

齿式型ꎬ 标准层建筑平面为 ５９ ２×２１ ５ 米ꎬ 进深分别为 ６ ３ 米及 ７ ６ 米ꎬ 柱距 ７ ８
米ꎬ 其中七至十九层为旅业ꎬ 层高 ３ ４ 米ꎬ 首层为金融服务厅ꎬ 二层为苏宁电器等综

合性商场ꎬ 三四层为厨房、 餐厅ꎬ 五层为会议室、 六层为设备层ꎬ 层高 ４ ５ 米ꎬ 建筑

总高度 ７６ ３ 米ꎬ 附楼部分为三层建筑ꎬ 现浇钢筋凝土框架及助型楼板ꎬ 大厦外墙贴

４５×１９５ 厘米杏白色瓷砖ꎬ 铝合金窗和玻璃幕墙饰ꎮ
【湛江市建行营业楼】 位于人民大道中经开区内ꎬ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动工ꎬ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竣工ꎮ 其造型以圆为基调ꎬ 运用一张展开的弧形为主体ꎬ 象征金融银行的腾飞和发

展ꎮ
【湛江海关业务大楼】 位于人民大道中 ５４ 号ꎬ 高 ２１ 层ꎬ 框架结构ꎬ 建筑面积

１９５２５ ８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开工ꎬ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竣工ꎮ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大楼】 位于人民大道南路 ５７ 号ꎬ １９９６ 年元月开工ꎬ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竣工ꎬ ２８ 层框架结构ꎬ 总建筑面积 ５１０００ 平方米ꎬ 是二十世纪 ９０ 年代

湛江最高建筑物ꎬ 被评为 １９９９ 年度湛江市优良样板工程ꎮ
【湛江国际会展中心】 位于海滨大道沙湾ꎬ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动工ꎬ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竣工ꎮ 主展厅采用大跨度钢网架结构ꎬ 副展厅及配套设施采用普通砼组成结构ꎮ
【湛江中国城酒店】 位于乐山大道中 ４８ 号ꎬ 是一家集文化娱乐、 餐旅服务、 装

修豪华的四星级现代化商务酒店ꎬ 占地 ４５ 亩ꎬ 主楼高 １３ 层ꎬ 群楼 ２ 幢ꎬ 总建筑面积



　
　
　
　
湛
江
市
城
建
志

２４８　　
３ ５ 万平方米ꎬ ２０００ 年开业ꎮ 建筑设计呈现欧陆式风情的格调ꎬ 衬托出金碧辉煌、 浪

漫典雅的意境ꎮ 中餐厅可容纳 ５００ 人同时就餐ꎻ 二楼设有 ３６ 个风格各异、 各具特色

的包厢ꎻ 三个 １５０ 平方米的小型多功能宴会厅ꎮ 拥有粤西地区最大型的歌舞剧院ꎬ 可

容纳 ５００ 人观赏表演ꎮ ２００９ 年重新装修开业ꎮ

湛江皇冠假日酒店

【湛江皇冠假日酒店】 ２００２
年开业ꎬ 是粤西首家由国际酒店

管理的五星级标准酒店ꎬ 是亚太

地区使用这个品牌酒店 ５２ 家之

一ꎬ “皇冠假日” 是洲际酒店集

团旗下国际知名的高端酒店品

牌ꎮ 位于乐山大道中 ３１ 号ꎬ 与海

湾大桥、 检验检疫、 电信、 海

关、 银行、 经开区管委会等机构

毗邻ꎬ 交通十分便利ꎬ １５ 至 ２０
分钟车程可到湛江机场、 湛江火

车南站和湛江西客站ꎮ 酒店楼高

２８ 层ꎬ 一至四层建成方正基座ꎬ
基座上面耸立起一座月牙造型的

主楼ꎮ 设计者构思独特ꎬ 利用古希腊数学家希波克拉底发现的平面几何里应用广泛的

优美定理ꎬ 巧妙营造 “月牙形的等面积正方形” 建筑案例ꎮ 同时ꎬ 又是彰显浓厚的

中华文化与传统底蕴ꎬ 反映 “月缺月圆越团圆ꎬ 缘去缘归缘是圆” 的自然发展规律ꎮ
湛江被誉为中国的 “花园城市”ꎬ 酒店以其独特的设计手法ꎬ 营建中庭式花园大堂ꎬ
满眼花红草绿ꎬ 假山流水ꎬ 锦鲤畅游ꎬ 小桥连着大门ꎬ 让宾客在离家旅行时ꎬ 仍能拥

有置身公园美景之中的入住体验ꎮ 拥有 ４８１ 间客房ꎬ 装饰典雅ꎬ 宽敞舒适ꎬ 豪华齐全

的娱乐设施以及温馨优质的服务吸引着各方人士ꎬ 是从事商务和旅游活动的上佳选

择ꎮ 所有客房都配有独立调节空调ꎬ 迷你酒吧ꎬ 国际卫星电视转播ꎬ 语音信箱ꎬ 自动

叫醒ꎬ 室内保险箱等ꎬ 定能使宾客倍感舒适和方便ꎮ 酒店会议设施齐全ꎬ 拥有 ７ 间不

同规格的会议室和宴会厅ꎬ 最大宴会厅可容纳 ８００ 人ꎬ 装饰富丽堂皇、 华贵典雅ꎬ 均

配备最先进的设备ꎬ 是举办各种会议、 新品发布、 主题晚会、 结婚庆典等活动的理想

之选ꎮ “皇冠假日会议总监” 是酒店标志性服务品牌ꎬ 为宾客提供一流的健身器材和

运动体验、 健康的用餐选择、 安心舒适的休憩空间ꎬ 更有深谙健康之道的员工随时提

供贴心服务ꎬ 确保宾客在商务旅行与健康生活中实现平衡ꎮ 还有 ２４ 小时送餐服务ꎬ
能让您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充沛的体力ꎮ

【湛江海湾大桥】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ꎬ 开工庆典仪式在坡头区隆重举行ꎬ 总投资

约 ２０ 亿元ꎬ 为湛江市最大的市政项目ꎬ 广东省重点建设工程项目ꎮ 桥梁全长 ３９８１
米ꎬ 主跨 ４８０ 米ꎬ 跨越海湾水面宽约 ２ ５ 千米ꎬ 最大水深 ２５ 米ꎬ １０ 米等深线宽度约

８００ 百米ꎬ 大桥通航净宽 ４００ 米ꎬ 净高 ４８ 米ꎬ 可通航 ５ 万吨巨轮ꎮ 桥面宽 ２５ 米ꎬ 建

设标准为四车道一级公路ꎬ 大桥主桥共有 ５１ 节钢箱梁ꎬ １１２ 根斜拉索ꎬ 每块钢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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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段近二百吨重ꎬ 每根斜拉索直径十二厘米左右ꎬ 长度从 ６８ 米到 ２４５ 不等ꎬ 最轻

的一根重 １ ９ 吨ꎬ 最重的一根达 １６ ４ 吨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建成通车ꎬ 成为湛江的

标志性建筑ꎬ 它的建成不但盘活了港湾游ꎬ 成为湛江 “城在海中ꎬ 海在城中” 的最

佳观景点ꎬ 也点活了湛江城市发展的格局ꎬ 彻底改变两岸往来主要依靠轮渡———
“拥挤、 混乱、 耗时” 的落后交通方式ꎬ 两岸实现 “无缝对接”ꎬ 它不仅解决东西两

岸的交通制约ꎬ 更重要是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市主轴线ꎬ 为土地资源丰富的东岸开

发创造条件ꎬ 使湛江的城市格局从以西岸发展为主ꎬ 变成为 “一湾两岸” 拥湾发展ꎻ
由南北带状合拢发展ꎬ 变成为东西南北均衡发展ꎬ 海湾城市总体格局得到根本改善ꎮ

【湛江君豪酒店】 位于经开区乐山大道 ２９ 号ꎬ 占地逾 ２ 万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９４４９８ 平方米ꎬ 高 ９９ ８ 米ꎬ 地下室 ２ 层ꎬ 地上 ２６ 层ꎬ 局部 ８ 层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开

工ꎬ 由嘉粤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１６ 亿ꎬ 按照国家五星标准兴建ꎬ 以 “希腊爱琴海文

化” 为主题ꎬ 绿色环保低碳为建筑理念ꎬ “以客为尊ꎬ 为客所尊” 为服务宗旨ꎬ 打造

集客房、 餐饮、 会议、 商务、 娱乐、 休闲于一体的顶级主题商务酒店ꎬ 为您提供全方

位的奢华体验ꎮ 酒店共有 ４０１ 间面积由 ４０ 至 ６８０ 平米不等的客房ꎬ 东面可凭窗远眺

海湾大桥和美丽海港ꎮ 风格各异的主题餐厅和酒吧将提供全天候特色美食新体验ꎮ １１
间多功能会议厅ꎬ 可满足不同规模的会议、 培训和宴会需求ꎮ 在酒店 ８００ 平米的后花

园中ꎬ 配有室内恒温和户外游泳、 按摩池ꎬ 和其他运动设施如桑拿、 美容美发等ꎮ 酒

店拥有粤西顶级概念奢华 ＫＴＶ 会所—豪门夜宴和集水疗、 桑拿为一体的休闲娱乐会

所—嘉年华会ꎮ 酒店装修考究ꎬ 功能齐全ꎬ 设施设备先进ꎬ 在节能环保、 低碳运作等

方面处于行业领先水平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建成ꎬ 该项目获得国家优质工程最高荣誉奖

——— “鲁班奖”ꎬ 当年是湛江唯一、 粤西地区首个 “鲁班奖”ꎬ 而且实现了作为 “中
国建筑之乡” 获国家优质工程奖 “零的突破”ꎬ 为湛江建设事业掀开新的一页华章ꎮ
(陈小平)

湛江喜来登酒店　

【湛江南三岛大桥】 起于坡头区麻斜赤后村与渡仔村之间ꎬ 跨海至南三水道ꎬ 桥

长约 ８６１ 米ꎬ 包括引桥全长 １ ３６ 千米ꎬ 采用二级公路标准ꎬ 设计速度 ６０ 千米 /小时ꎬ
路基宽度 １８ 米、 ４ 车道ꎬ 总投资

约 １ ３ 亿元ꎬ 免费通行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ꎬ 南三籍外出打拼创业的李

忠、 李华盛、 黄壮强、 傅腾强、
莫延昌、 黄土群、 郑石轩、 郑罗

丰、 关子敬等 ９ 位企业家ꎬ 致富

不忘桑梓ꎬ 联手合资ꎬ 成立湛江

市南三大桥建设有限公司ꎬ 经过

立项、 勘察设计、 公开招标、 征

地、 用海审批等办理各项报建程

序后ꎬ 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举行

奠基仪式ꎬ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竣

工通车ꎬ 不但从根本上解决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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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交通难题ꎬ 而且促进南三岛的开发建设ꎬ 率先实施规划中 “湛江环城高速” 的

重要一段ꎬ 南三岛大桥 (坡头至南三岛段) 是湛江市中心城区 “三环四通” ( “三
环” 即市区环、 湾区环、 半岛环ꎻ “四通” 即对外通高铁、 县县通高速、 镇镇通快

速、 村村通公路) 道路系统规划中湾区环中的一段ꎬ 与沈海高速、 东海岛至雷州高

速公路、 东海岛至南三岛隧道等道路一起ꎬ 构成环绕湛江中心城区的湾区环ꎬ 为市域

内县 (市) 区与中心城区外围之间过境交通提供快速通道ꎬ 减少城市中心交通流量ꎬ
缓解市区中心交通压力ꎬ 更是一举圆了南三岛 ９ 万人千百年来的建桥梦ꎮ 从此ꎬ “有
女不嫁南三岛” “最贱不过南三泥” 的尴尬局面一去不复返!

【湛江喜来登酒店】 位于海滨大道北 １２８ 号ꎬ 占地面积 ３ ２２ 公顷ꎬ 建筑面积约

２０ 万平方米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开工ꎬ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竣工ꎮ 由喜达屋酒店与度假酒店国

际集团联合管理ꎬ 广东民大投资集团投资兴建的豪华国际五星级酒店ꎬ 外形酷似华美

张扬的帆船ꎬ 屹立在金沙湾海岸边上ꎬ 带着海螺外壳天然的肌理ꎬ 流畅挺拔ꎬ 极富韵

律ꎬ 更有宛若玉盘的直升机停机坪、 横空而出空中游泳池拥有 ４４０ 间宽敞舒适的

客房ꎬ １４４０ 平方米大宴会厅及 ６ 个独立会议室和多功能空间ꎬ 主宴会厅配备两块大

型 ＬＥＤ 屏幕 (４５ 平方米 /块)ꎬ 约 ２８００ 平方米宴会及会议空间ꎬ 均可欣赏到无敌海

景ꎬ 成为举办会议或休闲度假的绝佳场所ꎮ 这就是湛江喜来登酒店给外人神秘而奢华

的印象ꎮ
【湛江万达广场】 位于海滨大道和龙潮东路交汇处东南侧ꎬ ２０１６ 年开业ꎬ 建筑面

积 ７４ ０８ 公顷ꎬ 高 １５０ 米ꎬ 由大型商业中心、 商业步行街、 超高甲级写字楼、 精品

ＳＯＨＯ 等组成ꎬ 是集购物、 休闲、 餐饮、 娱乐、 商务、 文化、 居住多功能为一体的大

型城市综合体ꎬ 室内外设计既传承海洋文化的地域特色ꎬ 又突显设计创新ꎬ 建筑外立

面采用一条条竖向波浪造型ꎬ 有规律拼接ꎬ 增强海浪动态韵律感ꎬ 使万达广场在周边

建筑群中脱颖而出ꎬ 成为湛江市区高端商业旗舰ꎬ 前所未见的城市地标ꎮ

湛江西客站

【湛江西客站】 ２０１６ 年动工ꎬ 占地面积 ３１ ７３ 公顷 (４７６ 亩)ꎬ 站房总建筑面积



２５１　　

第
三
章
　
市
政
建
设

２ ５ 万平方米ꎬ 建筑高度 ２４ 米ꎮ 旅客进站天桥一座ꎬ 宽 １５ 米ꎻ 旅客出站地道一座ꎬ
宽 １２ 米ꎬ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建成使用ꎮ 附属配套的长途汽车客运站ꎬ 用地面积 ２ ７ 万平方

米ꎻ 公交车首末站用地面积 ２ １６ 万平方米ꎻ 出租车停车场面积 ０ ５ 万平方米ꎬ 车位

１５０ 个ꎻ 私家车停车场用地面积 １ ６ 万平方米ꎬ 车位 ５６９ 个ꎮ 整座建筑设计创意ꎬ 来

源于湛江古代祭雷活动的 “雷州换鼓”ꎬ 建筑立面仿雷州铜鼓为形ꎮ 同时ꎬ 结合沿海

城市 “蓝天白云、 海浪海鸟” 的城市印象ꎬ 大鹏展翅的曲线屋面与波浪线条巧妙融

合ꎬ 并采用大面积玻璃幕墙与白色主色调ꎬ 既考虑历史文化的传承ꎬ 也体现出沿海城

市的鲜明特点与现代发展的时代气息ꎬ 让建筑与城市更和谐统一ꎬ 成为湛江城市的门

户与建筑地标ꎮ 湛江西客站的开通ꎬ 开启了湛江出行新版图ꎬ 湛江和粤港澳大湾区内

各大城市联系更加紧密ꎬ 进入珠三角 “３ 小时生活圈”ꎮ 湛江西客站充分发挥高铁的

地面交通快速外联作用ꎬ 促进多种运输方式的有机结合ꎬ 强化湛江西站、 西城新区与

湛江中心城区的快捷联系ꎬ 构建湛江高效流畅的内外交通体系ꎬ 提升湛江成为国家公

路、 铁路运输枢纽的地位ꎬ 对拓展城市发展空间ꎬ 巩固湛江作为广东副省级中心城市

的地位ꎬ 加快建设环北部湾中心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湛江财富汇】 位于开发区乐山路 ２７ 号ꎬ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动工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竣工ꎬ 总建筑面积为 ９６９３０ 平方米ꎬ 湛江市国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开发ꎬ 是集商务

金融、 高端写字楼为一体的现代智能化综合大楼ꎬ 建筑高度 １９６ ６ 米ꎬ 地上 ４５ 层ꎬ
地下 ３ 层ꎬ 是经开区标志性建筑ꎬ 同时也是已建成的粤西第一高楼ꎮ 由知名的建筑设

计公司悉地国际 (ＣＣＤＩ) 设计ꎬ 超 ５Ａ、 数字智能化高端配置ꎬ 约七百多个智能停车

位ꎬ 是同步世界商务品位的现代化超 ５Ａ 智能化综合写字楼ꎬ 成为湛江都市商务形象

新窗口ꎮ 配置大中小型会议室、 商务会客区、 商务休息区、 餐饮区、 便利店、 银行自

助网点、 内部员工餐饮区、 商务活动中心ꎬ 满足入住企业日常办公和商务应酬的多方

面需求ꎮ 该大楼获得 ２０１６ 年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结构奖、 ２０１７ 年广东省建筑业绿色

施工示范工程、 ２０１８ 年度湛江市建设工程优质奖、 ２０１８ 年度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
２０１９ 年度广东省优秀建筑装饰工程奖ꎬ 荣获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ꎬ
成为湛江市第 ２ 个获得鲁班奖的建筑项目ꎮ

【湛江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综合大楼】 位于霞山区民友路 １２ 号ꎬ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动工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竣工ꎬ 地上 ２１ 层ꎬ 地下 ２ 层ꎬ 建筑高度 ７９ ５ 米ꎬ 总建筑

面积 ４２３０４ 平方米 (含地下室 ６６７１ 平方米)ꎬ 设有病床 ６１０ 张ꎬ 项目实际投资 １９００
万元ꎮ 一到五楼为医疗功能用房ꎬ 六到二十一楼为住院病房ꎬ 共设六百五十张床位ꎮ
该大楼荣获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ꎮ

【华都汇国际中心】 位于湛江市开发区绿华路ꎬ 占地 ５ ６ 万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４５
万平方米ꎬ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动工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开业ꎬ 湛江中心商务区崛起的一

座超大型商业综合体ꎬ 为中国城集团旗下湛江华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倾心打造ꎬ 总规

划面积为 ６０ 万平方米ꎬ 总投资达 ３０ 多亿ꎬ 集 １６ 万平方米购物中心、 ２１ 层星级假日

酒店、 高 １９３ 米 １０Ａ 写字楼、 ７ 万平方米高尚住宅于一体ꎬ 实现体验式购物、 餐饮、
文化、 旅游、 娱乐、 休闲、 儿童、 商务、 商住等业态全功能ꎬ 是湛江首家商业综合

体ꎮ 其购物中心借助项目独具特色的建筑设计ꎬ 在内部让每个店铺都自然连接起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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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死角ꎬ 使顾客在整个购买过程能顺畅实现ꎮ 同时ꎬ 场内设置便利的配套服务ꎬ 如

行政服务中心、 体检中心、 健身房等ꎬ 融入与项目相关的特色文化理念ꎬ 打造优雅、
便民的内外在环境来达到吸引客户ꎮ 整个项目采取 “高规格、 高起点、 大手笔” 来

提高社会效益、 解决就业、 增加税收ꎬ 可为当地提供近万个工作岗位ꎬ 成为湛江商业

经济中心的地标性建筑ꎬ 湛江市对外开放、 商贸旅游的城市名片ꎮ

二、 住宅小区和商品房开发建设

湛江住宅小区及商品房开发建设ꎬ 经历三个阶段ꎬ 第一阶段是福利房以及房改房

开发建设ꎻ 第二阶段是商品房开发建设ꎻ 第三阶段是高层综合楼盘开发建设ꎮ

(一) 福利房及房改房开发建设

１９７９~１９９９ 年ꎬ 湛江市区陆续兴建许多住宅楼房ꎬ 也建成一批住宅小区ꎬ 新建小

区有: 赤坎的海棠、 百园、 庶园ꎬ 霞山的荷花、 菉邨、 滨海小区、 莲塘ꎬ 坡头的南调

小区ꎬ 麻章的明苑小区ꎬ 经开区的生活小区等ꎬ 加上湛江港务局福利区、 渔业公司福

利区、 南海西部石油公司福利区、 化工厂福利区、 柳州铁路局湛江车站福利区等 １６
个小区ꎮ 各小区的开发建设基本上实行统一规划ꎬ 配套建设ꎬ 做到楼房竣工ꎬ 楼下排

污沟通ꎬ 路通ꎬ 水通ꎬ 电通ꎬ 电讯通ꎬ 绿化好ꎬ 环境美ꎮ
这一时期主要住宅小区:
【海棠小区】 位于赤坎海萍村侧ꎬ 占地 ９ ２ 公顷ꎬ 规划建房 ５１ 幢ꎬ 建筑面积达

１３ ４６ 万平方米ꎬ 其中进居住宅建筑面积 １２ ９７ 万平方米ꎬ １３６９ 套ꎮ 小区设有中学、
农贸市场、 幼儿园、 粮店、 邮政、 储蓄、 居委会ꎮ 由赤坎区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ꎮ

【滨海小区】 位于霞山海滨公园北侧ꎬ １９９０ 年填海兴建ꎬ 由海昌、 海宁等 ５ 个居

住区、 ２ 个别墅区组成ꎬ 占地面积 ７４ 公顷ꎬ 规划建房屋 ３８５ 幢ꎬ 建筑面积 ９９ ９５ 万平

方米ꎬ 住宅建筑面积 ８７ １７ 万平方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建成交付使用房屋 １５６ 幢ꎬ 建筑面积

２９ ２１ 万平方米ꎬ 进居住户 ２８６４ 户ꎮ 小区生活设施齐全ꎬ 建有中心花园、 街头小游

园ꎬ 银行、 邮电、 停车场、 综合市场、 老人活动中心、 青少年之家、 商业步行街、 综

合商店、 饮食店、 洗理店、 垃圾处理站、 变电所、 公厕、 街道办、 派出所、 中小学

校、 幼儿园、 医疗所等公共建筑ꎮ 由土地开发总公司负责开发ꎮ
【菉邨小区】 位于霞山菉塘村侧ꎬ 占地面积 １０ ２６ 公顷ꎬ 规划建房 ５０ 幢ꎬ 建筑面

积 １２ ２０ 万平方米ꎬ 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１０ ５０ 万平方米ꎬ １２３６ 套ꎮ ２０００ 年底已建成

交付使用房屋 １７ 幢ꎬ 建筑面积 ５ １２ 万平方米ꎬ 进居 ５７１ 户ꎮ 小区有公园 １ 个ꎬ 小

学、 幼儿园、 居委会、 派出所各 １ 所ꎮ 由坡头区房产开发公司开发ꎮ
【荷花小区】 位于霞山解放西路ꎬ 占地面积 ２ ５１ 公顷ꎬ 规划建筑房屋 ２５ 幢ꎬ 建

筑面积 ５ ９５ 万平方米ꎬ 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５ ４７ 万平方米ꎬ ６８４ 套ꎮ ２０００ 年建成交付

使用房屋 ４０ 幢ꎬ 建筑面积 １５ ３７ 万平方米ꎬ 住进居民 １５５５ 户ꎮ 小区内建设配电房 １
个、 办公楼 １ 幢、 幼儿园、 小型肉菜市场等ꎮ 由市城建综合开发总公司开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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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湾片区

【金沙湾片区】 过去ꎬ 金沙湾只是一片海滩涂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 随着城市建

设的发展ꎬ 填海造地ꎬ 开发建设成为湛江城市的一张新名片ꎬ 由七大高端商住区组

成ꎬ 包括 “金沙湾新城”ꎬ 是粤西地区首家被建设部列为国家康居示范工程建设项目

的小区ꎻ “观海一号滨海园”ꎬ 共建 ９ 幢高层商住楼裙ꎻ “丽湾名邸”ꎬ 拥有 ２５ 万平方

米高端商住区ꎻ “君临海岸”ꎬ 是占地面积 ８ 万多平方米高端商住区ꎻ “万象金沙湾广

场”ꎬ 拥有三栋 １１０ 米高豪宅公寓ꎬ 和一栋 ２００ 米高塔式花园酒店ꎬ 以及 “金沙湾豪

璟园” “雅韵苑” 等商住区ꎮ

(二) 商品房楼盘开发建设

进入 ２０００ 年后ꎬ 湛江已成为房地产投资的一块热土ꎬ 市内大型建筑、 高层建筑

不断增多ꎮ ２０１６ 年经历楼市发展史上最为大起大落的一年后ꎬ 至 ２０１７ 年是湛江楼市

迎来丰收的一年ꎬ 楼市成交量、 房价上涨后劲十足ꎬ 量价齐升ꎬ 刷新历年记录ꎬ 楼盘

均价普遍突破万元ꎬ 市场需求旺盛ꎬ 几度出现一房难求的现象ꎮ ２０１７ 年湛江市区 ４７
个新楼盘ꎬ 房产总供应量 ２００ 万平方米ꎮ

这个阶段主要商品楼盘建设:
【西粤京基城】 位于湛江人民大道 ４１ 号ꎬ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首个 “湛江新地

王” 诞生: 深圳市京基房地产公司以 １１ ０３ 亿元成功拍得 ３３ ３４ 公顷 (５００ 亩) 商住

用地ꎬ 这在湛江历史上是头一回ꎬ 它是当年湛江市出让单宗面积最大的商住土地ꎮ 该

地块毗邻湛江市的 “五大中心” (行政中心、 会展中心、 文体中心、 商务中心、 广电

中心)ꎬ 是湛江市未来发展的中心区域ꎮ 总建筑面积超过 １００ 万平方米ꎬ 分为 ＡＢＣ 三

个小区: Ａ 区由 １０ 栋 ３１~３２ 层住宅、 １ 栋 ２５ 层甲级写字楼、 １ 栋 ３ 层幼儿园、 ２ 层

商场、 １ 栋会所组成ꎻ Ｂ 区核心居住区包括 ３７ 栋 ２５~３４ 层商住楼、 １ 座 ２ 层会所、 一

座幼儿园ꎻ Ｃ 区教育区为九年制学校ꎬ 包括 ７ 栋 ４~６ 层的教学楼ꎬ 引进全国优秀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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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４　　
资团队ꎬ 以保证教学质量ꎮ

【万象金沙湾新城】 座落于湛江市赤坎区军民路 ８ 号ꎬ 开盘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
日ꎬ 占地 ２９ 公顷ꎬ 以 ２ 万余平方米大型特色园林为主导ꎬ 七个楼群组团呈莲花状布

局ꎬ 独具匠心ꎮ 总建筑面积 ３６ 万平方米ꎬ 可住居民 ２８００ 户ꎬ 是湛江市罕有的万人大

型社区ꎮ
【公园一号】 位于人民大道北与体育南路交汇处ꎬ 交通便利ꎬ 占地约 １０ ６ 公顷ꎬ

建筑面积约 ６０ 公顷ꎮ 由湛江鑫泰投资有限公司开发ꎬ 开盘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ꎬ
项目分三期开发ꎬ 涵盖高端住宅、 商业街、 中庭花园、 游泳池等物业形态ꎬ 并配建一

所幼儿园、 高端法式会所ꎬ 生活配套设施完善ꎬ 背靠文保山ꎬ 东临号称占地千亩的南

国热带花园ꎬ 故称公园一号ꎮ
【保利天悦湾】 位于广州湾大道 ８ 号ꎬ 扼守全城繁华 ３ 千米海岸线ꎬ 代表海居

生活的靓丽名片ꎮ 湛江滨海沿岸又一地标建筑ꎬ 保利天悦湾 ５３ 层海景洋房共 ２８４ 户ꎬ
且户户可望海ꎬ 占地面积 ３７ ８ 公顷ꎬ 建筑面积 ７ 万平方米ꎬ 开盘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３ 日ꎬ 项目紧邻金沙湾沙滩休闲度假区以及坐拥半千米万达广场、 金沙湾广场两大

商圈ꎬ 自身配有游艇码头以及商业风情街等配套ꎮ
【天润御海湾】 位于湛江市赤坎区体育北路 ２ 号ꎬ 总占地面积约 ６ ９ 公顷ꎬ 总

建筑面积约 ３５ ６９ 万平方米ꎬ 开盘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３ 日ꎬ 项目产品由高层住宅、 公

寓、 写字楼及沿街商铺组成ꎮ
【申蓝宝邸】 位于广东省重点发展五大中心城区之—海东新区ꎬ 是湛江钢铁为增

强企业凝聚力ꎬ 解决员工住房的需求ꎬ 引入市场化的开发模式ꎬ 向职工销售商品房的

住宅小区ꎬ 由湛江宝航置业有限公司开发ꎬ 总建筑面积 ６８ 万平方米ꎮ 建筑单体全部

为高层住宅ꎬ 由 ２５ 层、 ３２ 层、 ３９ 层、 ３６ 栋裙楼组成ꎮ 申蓝宝邸距离东海岛 ４５ 千米ꎬ
未来在南三岛建设海底隧道后ꎬ 离湛江钢铁基地距离只有 ２５ 千米ꎮ

【万象凯旋湾】 位于湛江市海东新区海湾大道南侧ꎬ 规划总用地面积 １１ ７７ 公

顷ꎬ 其中建设用地面积 ９ ３５ 公顷ꎬ 总建筑面积为 ３７ ２７ 万平方米ꎬ 开盘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ꎮ
【恒大绿洲】 位于坡头区海湾南路 １２ 号 (海湾大桥东 ８００ 米南侧)ꎬ 占地约

１２ ８３ 公顷ꎬ 总建筑面积达 ４９１４２０ 平方米ꎬ 总户数 ３７３４ 户ꎬ 开盘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９
日ꎬ 由恒大地产集团湛江御景置业有限公司开发ꎮ

【南国豪苑】 位于湛江开发区人民大道北 ６ 号ꎬ 占地面积 ７ ６４ 公顷ꎬ 建筑面积

７９ 万平方米ꎬ 开盘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２６ 栋 ２８~３２ 层商住楼ꎬ １ 栋 ３ ~ ４ 层幼儿

园ꎬ １ 栋 ２５ 层酒店ꎬ 由湛江市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ꎬ 成功引入大润发超市、
华和国际酒店、 悦都汇商场、 大地 ３Ｄ 影院、 谷歌 ＫＴＶ、 华和酒家、 澳莱牛扒等商业

配套设施ꎬ 是集健康、 生态、 便利、 实惠于一体的综合性地产项目ꎮ
【鼎能东盟城】 总占地逾 １１３ ３４ 公顷 (１７００ 亩)ꎬ 东临在建大型住宅项目京基

城ꎬ 西接湛江市中心人民医院新址ꎬ 北连接湛江市占地约 ２８０ 亩的大型生态市政公园

－－东盟公园ꎻ 地块周边通连三条市级主干道ꎬ 通达性良好ꎬ 距赤坎区传统商业中心

世贸大厦约 ８００ 米ꎮ 总建面约 ３２０ 万㎡ꎬ 可为 １０ 万人提供属于鼎能东盟城的品质



２５５　　

第
三
章
　
市
政
建
设

生活ꎮ 首期开发用地面积为 ９ 万平米ꎬ 总建筑面积为 ３７ 万平米ꎬ 开盘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１ 日ꎬ 沿街设两层商业ꎬ 住宅塔楼共 １８ 栋ꎬ 由 ２８ ~ ３１ 层不等ꎬ 居住户数为 ２３６５
户ꎬ 并配套有地下停车场ꎮ

【鼎盛广场】 位于人民大道南 １１６ 号 (原址湛江啤酒厂)ꎬ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ꎬ 经过

３０ 多轮的激烈竞拍ꎬ 以绝对的 “地王价格” ８００ 万元 /亩夺得ꎬ 她的出现让之前的所

谓地王为之失色ꎮ 直到今日ꎬ 仍无人打破此价格ꎮ 项目东至绿村路、 北至绿塘路、 西

至人民大道ꎬ 项目南侧是未来的二期用地ꎬ 东南侧有 ４０ 亩城市公园配套ꎮ 总占地面

积 ７ １ 公顷 (约 １０６ ４ 亩)ꎬ 总建筑面积达约 ４５ 万平方米ꎬ 开盘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是ꎬ 湛江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综合体ꎬ 集合高尚住宅、 多功能商业、 高端办公和

五星级酒店为一体ꎬ 是一个将居住、 购物、 休闲、 娱乐、 会客、 办公一体化的新型综

合体地标建筑物ꎮ
主要高层建筑:
【湛江保利天悦湾】 高 １５８ 米ꎬ ５３ 层海景洋房ꎬ 共 ２８４ 户ꎬ 且户户可望海ꎬ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主体封顶ꎮ
【湛江万达广场】 高 １６５ 米ꎬ 总建筑面积约 ２４ ０６ 万平方ꎬ 共分四栋ꎬ 其中二栋

４５ 层带装修的公寓ꎬ 一栋 ４２ 层毛坯公寓ꎬ 一栋 ３９ 层小户型ꎮ
【湛江花园酒店】 高 ２００ 米ꎬ ４５ 层五星级酒店和公寓ꎬ 由三栋 １１０ 米高的公寓组

成商业裙楼ꎮ
【财富汇】 高 ２２０ 米ꎬ ４５ 层ꎬ 总建筑面积 ９７８６１ ７８ 平方米ꎬ 位于经开区乐山路

２７ 号ꎬ 是粤西地区第一高楼ꎮ

第七节　 市政设施维护

一、 维护管理

【２００１ 年市政维护】 全年共修补沥青道路面积 ４ 万多平方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２ 万多

米ꎮ
【２００２ 年市政维护】 全年共维修沥青路面共 ５ ７ 万平方米ꎬ 其中赤坎 ２ ２５ 万平

方米ꎬ 霞山 ２ ６３ 万平方米ꎬ 坡头 ８４００ 平方米ꎮ 清疏下水道 ３ ６ 万米ꎬ 更换、 补充各

种下水道井盖 ５６５ 个ꎬ 铺砌彩色方块砖、 广场砖 ７５７９ 平方米ꎬ 维修下水道 ３２７ 米ꎮ
【２００３ 年市政维护】 全年共维修沥青路面共 １４ ３ 万平方米ꎬ 其中赤坎 ９ 万平方

米ꎬ 霞山 ４ ２ 万平方米ꎬ 坡头 １ １ 万平方米ꎬ 道路维护的完好率达 ９５％以上ꎮ 维修安

装侧石 ２９ 千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８７ 千米ꎬ 更换、 补充下水道井盖一批ꎬ 维修雨水井、 排

污检查井一批ꎮ
【２００４ 年市政维护】 全年共维修沥青路面 １４ ３ 万平方米ꎬ 其中赤坎片 ９ 万平方

米ꎬ 霞山片 ４ ２ 万平方米ꎬ 坡头片 １ １ 万平方米ꎬ 道路的完好率达 ９５％以上ꎮ 改造安

装侧石 ２９ 千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８７ 千米ꎬ 更换、 补充下水井盖一批ꎬ 维修雨水井、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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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一批ꎮ

【２００５ 年市政维护】 全年共维修道路 ４ ９８ 万平方米ꎬ 其中赤坎片 １ ６３７ 万平方

米ꎬ 霞山片 ２ ３５８ 万平方米ꎬ 坡头片 ０ ９８ 万平方米ꎬ 道路的完好率达 ９５％以上ꎮ 维

修安装侧石 ５４１２ 米ꎬ 修复人行道 １９９２ 平方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６７７８６ 米ꎬ 更换、 补充下

水井盖一批ꎬ 维修雨水井、 检查井一批ꎮ
【２００６ 年市政维护】 全年共维修城市道路 ５ ４ 万平方米ꎬ 维修侧石和人行道 １ ５

万平方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７ ７ 万多米ꎬ 更换、 补充下水井盖一批ꎮ 组织力量对北桥河於

泥进行清疏ꎬ 对市区各种检查井进行了全面清理ꎬ 维修桥梁 １６００ 平方米ꎮ 同时进一

步严格临时占用道路和挖掘的审批ꎮ
【２００７ 年市政维护】 全年共维修道路 ４５２４２ 平方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２６５３０ 米ꎬ 修复

检查井 ７６３ 个ꎬ 更换井盖 ５５６ 个ꎬ 加强对市区城市桥涵的日常检测维修ꎬ 逐步健全管

养制度ꎮ
【２００８ 年市政维护】 全年共维修、 补强道路 １４ ５１５ 万平方米 (其中人行道 ８４２６

平方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３２２７８ 米ꎬ 修复检查井 ９２７５ 座ꎬ 更换井盖 ７２３ 块ꎬ 改造小街小

巷 ２２ 条约 １１ 千米ꎻ 检测桥涵 １３２ 座ꎬ 维护桥面 １５６９８ 平方米ꎬ 安装道路下水道的

“四防” 设施 ５０００ 座ꎮ
【２００９ 年市政维护】 全年共维修、 补强道路 ９９５２１ 平方米 (其中砼路面 １６４９４ 平

方米)ꎬ 维修及铺设人行道 １６５８３ 平方米ꎬ 维修及铺设侧石 ５１５６ 米ꎬ 清疏、 维修改造

下水道 ６１５９０ 米 (其中维修改造 １８６０ 米)ꎬ 清疏、 修复检查井 １０７４１ 座ꎬ 补缺被盗、
更换损坏井盖 ７１２ 块ꎬ 改造小街小巷 ７ 条ꎻ 维护保养桥面 １０６９８ 平方米ꎮ

【２０１０ 年市政维护】 全年共维修、 补强道路 ６ 万多平方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１２ 万多

米ꎬ 清疏维修检查井、 进水井 ６０００ 多座ꎬ 更换、 补充井盖 ６００ 多块ꎬ 维修、 新装侧

石 ６０００ 多米ꎮ
【２０１１ 年市政维护】 全年共维修、 补强道路 ８ 万平方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１３ 万多米ꎬ

更换井盖 ６０００ 多个ꎬ 巡查维护桥梁 ２８ 座ꎬ 市政道路、 桥梁和排水设施等完好率保持

在 ９５％以上ꎮ
【２０１２ 年市政维护】 全年共维修、 补强道路 ２４３２１ 平方米ꎬ 维修侧石 ３７７２ 米ꎬ

维护人行道 ６２２５ 平方米ꎻ 道路清障 ２５３０ 立方米ꎬ 清疏下水道 １５２５９９ 米ꎬ 清理检查

井、 雨水井 ６１１４ 座次ꎬ 修理更换井盖 ２２０７ 块ꎬ 维修桥梁 ２８ 座ꎮ
【２０１３ 年市政维护】 全年共维修补强沥青路面 ５ ６ 万平方米ꎻ 维修侧石 １６ ８ 千

米ꎻ 维护人行道 ３ ６ 万平方米ꎻ 道路清障 ３５８６ 立方米ꎻ 清疏下水道 ２８０ 千米ꎻ 清理

检查井、 雨水井 １ １５ 万座次ꎻ 修理更换检查井、 雨水井和盖板 １８７２ 块ꎻ 更换 “四
防” (防鼠、 防蚊、 防蟑螂、 防臭气) 装置 ２７００ 多个ꎮ 按照精细化管理的要求ꎬ 在

霞山、 赤坎和坡头分别设立了示范管理街ꎬ 不断提高管理标准和维护水平ꎮ
【２０１４ 年市政维护】 全年共完成维修补强沥青路面 ５７５７４ 平方米ꎻ 维修侧石 ５２８１

米ꎻ 维护人行道 ２９８１０ 平方米ꎻ 道路清障 １２２０ 立方米ꎻ 清除杂草 ７８４０ 平方ꎻ 清疏下

水道 １５５５８５ 米ꎻ 清理检查井、 雨水井 １２５９９ 座次ꎻ 修理更换检查井、 雨水井和盖板

２４５１ 块ꎻ 更换 “四防” 装置 ３６２７ 多个ꎮ 市区主次干道比较平整ꎬ 排水畅通ꎮ ２０１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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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月ꎬ 赤坎市政维护站接管麻章坑排村、 坛头村、 赤坎水库边三座泵站ꎮ
【２０１５ 年市政维护】 全年共维修补强沥青路面 ３２３３６ 平方米ꎻ 维修侧石 ３０５８ 米ꎻ

维护人行道 １４３０９ 平方米ꎻ 道路清障 ３５００ 立方米ꎻ 清疏下水道 １０６４９０ 米ꎻ 清理检查

井、 雨水井 １３２４０ 座次ꎻ 更换检查井、 雨水井和盖板 ８６０ 块ꎻ 维修井 ５９５ 座ꎻ 对市区

３４ 座桥梁进行了正常维护ꎬ 维修桥面 １０６９８ 平方米ꎮ 市政基础设施抢修率达 １００％ꎬ
完好率达 ９８％以上ꎮ

【２０１６ 道路桥梁建设、 维修与管理】 市政维护站共收到数字城管派件 ７５３３ 单ꎬ
其中完成 ４６１４ 单ꎬ 退回 ２７４８ 单ꎬ 派单完成率 ９６ ４３％ꎻ 累计沥青路面 ２８６７０ 平方米、
水泥路面 ６８０４ 平方米ꎬ 维修更换人行道透水砖 １９４３４ 平方米、 侧石 ９８８５ 米ꎬ 检查维

修雨水井检查井 １６１５ 座ꎬ 清理淤泥 ６４６５ 立方ꎮ 完成市区桥梁检测项目ꎬ 由项目中标

商华南理工大学组织对市区 ３９ 座城市桥梁开展外观、 无损检测ꎬ 对 １２ 座城市桥梁开

展静动载检测ꎮ 全年共审批临时占用、 挖掘城市道路许可证 １６８ 个ꎬ 没有发生一起投

诉和纠纷问题ꎮ 答复、 处理局办公室、 创建办、 五城同创办、 １２３４５ 热线和数字城管

办公室转来的提案议案、 市民反映问题共 ８２ 件ꎮ
【２０１６ 年排水设施维修与管理】 组织实施完成赤坎区百姓渠 (华田路至滨湖公

园) 清淤工程ꎬ 对管辖范围内管道 (渠道) 进行机械和人工清淤ꎬ 并对部分需要修

复的管渠进行修复ꎬ 恢复已有排水设施的排水能力ꎮ 统筹实施霞山污水管网主管道

(绿塘河至洪屋路段) 清淤工作ꎬ 涉及污水管管径 ｄ１２００ ~ ｄ１６００ꎬ 管道长度约 ４３３１
米ꎬ １２ 月底完工ꎮ 完成雷州青年运河鸭槽干渠 ３ ４ 千米截污段河床清淤工程及鸭槽

干渠截污管道维修、 加固工程ꎻ 完成霞山污水处理厂污水主管道 (汉口路至东堤路

段) 应急清淤的验收手续ꎻ 完成坛头村污水泵站供电设备应急抢修工程ꎮ (李世宙)

二、 资金来源和投入

历年市政建设计划和城市维护费计划ꎬ 都是由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配合湛江市

财政局联合编制ꎬ 所安排的资金逐年增加ꎬ 主要来源于湛江市财政收入ꎮ 市政建设和

城市维护经费列入年度湛江市财政预算计划ꎬ 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审定ꎬ 并提交

市人大常委务审议通过ꎬ 再由湛江市财政局下达执行ꎮ
以下列举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６ 年市政建设计划和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６ 年城市维护费计划的概

况ꎬ 两计划合并简称年度资金投入概况:
【２０１０ 年资金投入情况】 市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部门预算资金 ８６６０ ３７ 万元 (含人

员经费 ３０９０ ７ 万元及路灯电费 １５００ 万元)ꎬ 市政维护资金 ５５６９ ６７ 万元ꎬ 不下达预

算经费 ７ ３７ 万元ꎮ
本年度市政建设实际支出 ７６３３１ ５ 万元ꎮ
【２０１１ 年资金投入情况】 市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部门预算资金 ９０４０ ５５ 万元 (含人

员经费 ３０１３ ０８ 万元及路灯电费 １５００ 万元)ꎬ 市政维护资金 ６０２７ ４７ 万元ꎬ 不下达预

算经费 ７３８ ０１ 万元ꎮ
本年度市政建设计划投资 １３１７５９ 万元ꎬ 实际支出 ３７７２５ ２８ 万元ꎬ 主要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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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建、 新建和前期项目ꎬ 共计 ５７ 个ꎬ 重点在道路新建扩建、 小街小巷改造、 公

园新建规划和生态恢复整治、 四个区 (麻章、 赤坎、 霞山、 坡头) 污水处理厂工程、
道路排水工程等项目ꎮ

【２０１２ 年资金投入情况】 市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部门预算资金 ９７０６ ７５ 万元 (含人

员经费 ３００５ ９７ 万元及路灯电费 １７００ 万元)ꎬ 市政维护资金 ６７００ ７８ 万元ꎬ 不下达预

算经费 ３９６０ 万元ꎮ
本年度湛江市进入还款高峰期ꎬ 财政压力比较大ꎬ 为了保证 ２０１２ 年市政建设计

划资金的落实ꎬ 充分利用融资进行市政建设ꎬ 计划投资 １８２２７２ 万元ꎬ 实际支出

４０９７１ ８１ 万元ꎬ 主要建设项目 ５７ 项ꎬ 在建项目 １４ 个ꎬ 新开工项目 ２４ 个ꎬ 重点在创

卫项目ꎬ 计划投资约 ３８５７１ 万元ꎬ 前期项目 １９ 个ꎮ
【２０１３ 年资金投入情况】 市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部门预算资金 １１７５７ ０４ 万元 (含

人员经费 ２９９５ ７４ 万元及路灯电费 ２０００ 万元)ꎬ 市政维护资金 ８７６１ ３ 万元ꎬ 不下达

预算经费 ３０３６ ８３ 万元ꎮ
本年度市政建设计划投入资金 １４６７１９ 万元ꎬ 实际支出 ４３７６３ ０８ 万元ꎮ 本年度围

绕 “推动五年崛起、 建设幸福湛江” 工作重心ꎬ 市政建设在道路建设改造、 创卫创

模、 中心城区提质、 治水、 园林生态恢复方面详细列出共计 ６８ 个项目ꎬ 其中ꎬ 在建

项目投资 ８６０４２ 万元ꎬ 新开工项目 ４３０２５ 万元ꎬ 民企捐建、 政府奖励项目投资 ７４００
万元ꎬ 前期项目投资 １９５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４ 年资金投入情况】 市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部门预算资金 １７３５８ ２７ 万元 (含
人员经费 ４６３８ ７ 万元及路灯电费 ２０００ 万元)ꎬ 市政维护资金 ７０３１ ５ 万元ꎬ 不下达预

算经费 ２３８８ ９１ 万元ꎮ
本年度市政建设计划投入资金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ꎬ 实际支出 ６８４０１ ２５ 万元ꎮ 以创建全

国卫生城市、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为目标ꎬ 重点抓城市扩容提质ꎬ 着眼于完善城市

路网、 整治城市出入口景观、 改善城市灯光夜景、 加强城市截污治污能力ꎬ 在市政道

路建设、 照明亮化、 治污保洁、 园林绿化和环卫设施等方面共列出 ８８ 个具体建设项

目ꎮ 其中在建项目 ３０１５０ 万元ꎬ 新开工项目 ４３８５０ 万元ꎬ 前期项目 ５００ 万元ꎬ 民企捐

建、 政府奖励项目 ２０００ 万元以及其他项目包括偿还工程欠款 ２５００ 万元ꎬ ＢＴ 项目回

购款 １ ４ 亿元以及机动费ꎮ
【２０１５ 年资金投入情况】 市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部门预算资金 １８２００ ７５ 万元 (含

人员经费 ６２９３ ０３ 万元及路灯电费 ２６００ ２８ 万元)ꎬ 市政维护资金 ７３００ ２５ 万元ꎬ 不

下达预算经费 ７７５ 万元ꎮ
安排台风 “彩虹” 救灾复产资金 ２８７００ 万元ꎮ
本年度市政建设计划投入资金 １６６６００ 万元ꎬ 实际支出 １１８４８９ ４２ 万元ꎮ 建设项

目共计 ５０ 个ꎬ 其中ꎬ 续建项目 ６５４００ 万元ꎬ 新建项目 ８３００ 万元ꎬ 包括 “海绵城市、
脚印城市、 循环城市” 建设项目和垃圾处理场抢险工程ꎮ 民企捐建、 政府奖励” 项

目投资约 １０ ５ 亿元ꎮ 分为新建项目和完工项目奖励两方面: 新建项目安排资金 ５３５０
万元ꎬ 完工项目奖励安排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ꎻ 偿还工程欠款 １００００ 万元ꎬ 主要是历年市

政项目已经完工结算ꎬ 需要支付质保金和结算款ꎬ ＢＴ 项目回购款 ７００００ 万元以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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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费 １０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６ 年资金投入情况】 市城乡社区环境卫生部门预算资金 １６６２６ ４ 万元 (含人

员经费 ６９３１ ３３ 万元)ꎬ 市政维护资金 ９３９５ ０７ 万元ꎮ 年度市政建设计划投入资金

１４２０００ 万元ꎬ 实际支出 ８７５１９ ８９ 万元ꎮ 建设项目 ６０ 个 (包括 “民企捐建ꎬ 政府奖

励” 项目 １８ 个)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平台公司计划建设项目 ３８ 个ꎬ 计划投资 ２４６５２１ 万元ꎮ 其中市交投集团

计划建设项目 ２１ 个ꎬ 计划安排 ３２１５０ 万元ꎻ 市水投集团计划建设项目 ３ 个ꎬ 计划安

排 ５２７０ 万元ꎻ 市基投集团计划建设项目 １４ 个ꎬ 计划安排 ２０９１０１ 万元ꎮ (周甜、 申平

娟)

第八节　 市政工程队伍

一、 市政机构沿革

【湛江市市政建设工程总公司】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ꎬ 成立 “湛江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工程

队”ꎬ 隶属湛江市城建局ꎬ 队长为李洪涛ꎬ 职工 １００ 人ꎮ 当时ꎬ 从国民政府接管烧木

柴的五吨、 七吨蒸气压路机各 １ 台ꎬ 福特汽车 １ 台ꎬ 加上锄头、 铲、 簸箕等工具ꎮ
１９５２ 年成立工程队的工会ꎬ 工会主席为梁国隆ꎬ 建立职工饭堂ꎬ 拥有炊事员 ５ 人ꎮ

１９５３ 年梁自兴任队长ꎬ 工会主席梁国隆ꎬ 党支部书记黄国英ꎮ
１９５４ 年ꎬ 队长梁国兴ꎬ 副队长梁国隆 (兼工会主席)ꎬ １９５５ 年更名为 “湛江市

政建设工程队”ꎮ
１９５６ 年~１９５８ 年ꎬ 党支部书记黄自兴ꎬ 工会主席陈明ꎮ
１９５８ 年~１９６６ 年ꎬ 更名为 “湛江市道路下水道工程队”ꎬ 党支部书记梁国兴ꎬ 队

长梁国隆ꎬ 工会主席梁鼎旭ꎮ
１９６６~１９６８ 年文革期间ꎬ 市政公司生产瘫痪ꎮ １９６８ 年ꎬ 公司成立革命委员会ꎬ

主任、 党支部书记梁国隆ꎬ 副主任、 副书记郑南生ꎬ 副主任陈赖ꎬ 职工 １４８ 人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７０ 年代ꎬ 市政府为南海舰队麻斜基地征用土地ꎬ 安置大批农转非人

员入市政公司ꎮ ７０ 至 ８０ 年代ꎬ 市政府扩大城市规划建设范围征用城中村土地ꎬ 附近

新村、 菉塘、 屋山、 文保等村庄也有大批农转非人员安排入市政公司工作ꎬ 当时为市

政府排忧解难ꎬ 肩负历史性使命做出应有贡献ꎮ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ꎬ 公司成立水泥制品厂ꎬ 拥有制造压力管、 排水管、 电线杆等机械

设备 ５６ 台ꎬ 年产各种管径排水管和压力管、 各种尾径电杆、 其它各种小型构件 １ ~
１ ５ 万立方米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到 １９８５ 年底生产排水管 ２８０５０３ 条ꎬ 各种压力管

２３１３８ 条ꎬ 电杆 １２６０８ 条ꎬ 其它侧石 １２０２０９ 块ꎬ 窗花 ７６０２４ 块ꎬ 橄榄槽 ５１２３４ 条ꎬ 井

盖 ７４２６ 块ꎬ 人行道方块 ８６３８２ 个ꎮ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ꎬ 更名为 “湛江市政工程公司”ꎬ 经理、 党总支书记梁国隆ꎬ

副经理、 副书记郑南生ꎬ 副经理吴启明ꎬ 职工 ６７３ 人ꎬ 同年成立医疗室ꎬ 拥有医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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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护士 ２ 人ꎮ １９７７ 年成立托儿所ꎬ 拥有幼师 ７ 人ꎬ 设置大中小班ꎬ 入托小孩 ４７ 人ꎮ

１９７３ 年ꎬ 公司成立沥青搅拌厂ꎬ 属行政划拨土地ꎬ 由省建委投资部分资金建厂ꎬ
既是转运沥青接卸站ꎬ 又是沥青搅拌生产厂ꎮ

１９８４ 年ꎬ 更名为 “湛江市市政工程公司”ꎬ 暂定为国营二级市政施工企业ꎬ 经理

兼党总支书记李运发ꎬ 副经理吴启明、 郑南生、 陈兆经ꎬ 职工 ５０７ 人ꎬ 其中工程师 ４
人ꎬ 助工 ２ 人ꎬ 技术员 ８ 人ꎬ 大中专学历 ８ 人ꎮ

机构改革以后ꎬ 为减轻财政负担ꎬ 市里将市政工程公司定性为事业单位ꎬ 实行企

业化管理ꎬ 从原来由市财政拨付经费改为自收自支、 自负盈亏、 自谋出路ꎬ 市政建设

工程项目参与市场竞争ꎬ 并将原霞山区和赤坎区、 坡头区三个维护站和路灯管理所独

立划分出来ꎬ 由各区管辖ꎬ 至此该公司总人数由 ６７０ 多人减为 １９８５ 年 ４９０ 多人ꎬ 该

公司自行更新一批机械设备ꎬ 拥有各类施工设备 １９６ 台、 总功率 ４７７６ ３４ 马力ꎬ 全员

技术装备率 ３７７９ 元 /人ꎬ 年产值 ７００ 万元ꎬ １９８５ 年达到省二级施工企业资质ꎮ 此外ꎬ
还有生产厂房 １２ 间ꎬ 建筑面积 １１４３２ ３１ 平方米ꎻ 职工住宅楼房 ６ 幢、 平房 １２ 幢ꎬ
建筑面积 １９５９３０ ０１ 平方米ꎬ 共 ２０８ 户ꎮ

１９８６ 年ꎬ 经理陈兆经ꎬ 党总支书记魏俊ꎻ １９８８ 年ꎬ 经理欧观帝ꎬ 党总支书记郑

南生ꎬ 职工人数 ７３２ 人ꎬ 其中高工 ２ 人ꎬ 工程师 ５ 人ꎬ 助工 ４ 人ꎬ 助理会计师统计师

５ 人ꎬ 技术员 ２５ 人ꎬ 施工机械设备 ７７ 台ꎬ 总功率 ３３２８ 千瓦ꎬ 人均 ６ ２１ 千瓦ꎬ 全员

技术装备率人均 ３８１１ 元ꎬ 下设 ４ 个专业施工队伍ꎬ 还有水泥制品厂、 综合修理厂、
沥青搅拌厂ꎬ 铁路专线 ３０８ 米ꎮ

１９９４ 年公司冠名为 “湛江市市政建设工程总公司”ꎬ 总经理欧观帝ꎬ 党总支书记

郑南生ꎮ 自此开始ꎬ 公司面向市场ꎬ 进入自我积累、 自我发展的旺盛时期ꎬ 注册资本

从原来不到一千万元发展到 １９９６ 年拥有注册资金 １ ５５０２ 亿元ꎬ 成为湛江市市政建设

工程专业队伍ꎬ 是国家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国有企业ꎬ 经营市政工程、 公路、 桥

梁、 机场码头、 给排水、 土石方、 房屋建筑、 防洪堤坝工程施工等业务ꎮ 公司属下管

辖水泥制品厂、 沥青搅拌厂ꎮ ２００５ 年该公司被建设部评为全国建设系统企业文化建

设先进单位ꎻ ２００６ 年被省建设厅评为全省建设系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ꎻ
２００７ 年被评为湛江市文明单位ꎻ ２００９ 年公司被湛江市企业家协会和企业联合会评为

优秀企业家和广东省诚信示范企业ꎻ 被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评为全省精神文明建

设示范单位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ꎬ 企业再次被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评为全国建设系统企

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ꎮ 公司连续 ２９ 年被省工商系统评为 “重合同守信用” 企业ꎮ
公司立足本市ꎬ 面向市外、 省外ꎬ 在广州、 惠州、 东莞、 顺德及南宁、 北海、 合

浦、 海海口、 福州等省市设立分公司和工程处ꎬ 不断开拓省内外市场ꎬ 积极为城市市

政建设服务ꎮ 在湛江市承担市政建设的大部分施工任务ꎬ 先后承建湛江市主要工程

有: 人民大道土路路基工程和部分混凝土路面、 湖光路和解放西路混凝土路面ꎻ 跃进

路、 海滨七路沥青路面工程ꎬ 南桥河改建ꎬ 霞湖截污工程和体育中心道路排水工程ꎬ
新建鸭乸港桥、 北桥和南桥的扩宽工程ꎬ 从 ２０００ 年起先后承建人民大道、 海滨大道

和椹川大道改扩建工程ꎬ 体育北路、 金沙湾观海路工程、 南桥河改造工程、 体育中心

广场工程、 文明路、 南方路、 工农路、 滨海大道、 绿塘路、 海田路、 观海大道、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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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机场路、 社坛路、 乐山路、 湛江市垃圾处理厂道路及排污系统等一批高标准混凝

土道路、 桥梁、 排水、 排污工程ꎮ 并且多个工程荣获省市优良样板工程称号、 中国市

政金杯示范工程称号ꎬ 其中人民大道改造工程荣获中国市政金杯示范工程奖ꎮ 在市外

承建的主要工程有: 广西南宁南北公路混凝土路面工程ꎬ 全长 ４ 千米ꎬ 是国家重点工

程ꎬ 质量被评为广西优质工程ꎬ 受到交通部的赞扬ꎮ １９８８ 年参加施工的广深珠高速

公路ꎬ 也获得好评ꎮ 该公司有雄厚的道路排水、 桥涵的施工实力和施工经验ꎬ 质量信

得过ꎮ
２０１１ 年ꎬ 总经理陈朝晖ꎬ 党总支书记李汉尧ꎮ 调整后公司领导班子年富力强ꎬ

坚持 “以质量求生存ꎬ 以信誉求发展” 的宗旨ꎬ 开拓市场、 努力进取ꎬ 为贯彻市政

府 “要采用多种建设模式筹集建设资金” 的精神ꎬ 公司运用 ＢＴ 模式筹集建设资金ꎬ
接洽银行贷款融资ꎬ 开创市政工程施工的新局面ꎬ 先后承接完成湛江市机场路白改黑

ＢＴ 工程、 湛江市社坛路改造 ＢＴ 工程、 湛江市乐山路改造 ＢＴ 工程、 湛江市生活垃圾

处理场抢险工程等ꎮ
长期以来ꎬ 该公司既是市政建设工程专业队伍ꎬ 又是能挑重担、 能打硬仗的抢险

救灾突击队ꎬ 随时接受市政府的调遣ꎬ 积极配合市政府突击急难重的任务ꎬ 如创卫、
创园做义务劳动ꎬ 无偿派出机械配合东海岛征地拆迁工作等ꎮ 至 １９８５ 年拥有生产厂

房 １２ 间ꎬ 建筑面积 １１４３２ ３１ 平方米ꎻ 职工住宅楼房 ６ 幢、 平房 １２ 幢ꎬ 建筑面积

１９５９３０ ０１ 平方米ꎬ 共 ２０８ 户ꎮ
【市政总公司水泥制品厂】 成立于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ꎬ 隶属湛江市市政建设工程总公

司ꎬ 拥有制造压力管、 排水管、 电线杆等机械设备 ５６ 台ꎬ 年产各种管径排水管 ２０ ~
３０ 千米ꎬ 质量合格率 ９８％ꎻ 各种管径压力管 １０~１２ 千米ꎬ 合格率 ９５％ꎻ 各种尾径电

杆 ２~３ 万米ꎬ 合格率 ９８％ꎻ 其它各种小型构件 １~１ ５ 万立方米ꎬ 合格率 ９６％ꎮ 据不

完全统计ꎬ 到 １９８５ 年底生产排水管 ２８０５０３ 条ꎬ 各种压力管 ２３１３８ 条ꎬ 电杆 １２６０８
条ꎬ 其它侧石 １２０２０９ 块ꎬ 窗花 ７６０２４ 块ꎬ 橄榄槽 ５１２３４ 条ꎬ 井盖 ７４２６ 块ꎬ 人行道方

块 ８６３８２ 个ꎮ
【市政总公司沥青搅拌厂】 成立于 １９７３ 年ꎬ 隶属湛江市市政建设工程总公司ꎬ

市里行政划拨土地ꎬ 省建委投资部分资金建厂ꎬ 目的: 一是作为转运茂名沥青接卸

站ꎬ 便于粤西沿海城市转运沥青ꎻ 二是为市政公司沥青搅拌生产厂ꎬ 更好为湛江市政

工程施工服务ꎮ 后来ꎬ 茂名自建沥青接卸站ꎬ 该厂失去转运作用ꎮ １９８５ 年召开湛江

市第一次横向经济洽谈会ꎬ 经市领导协调ꎬ 市政公司与吴川供销联社合作成立 “湛
吴联营储运公司”ꎬ 以沥青厂部分土地 ２ ２７ 公顷ꎬ 原铁路专线 ３０８ 米以及土地上的房

屋、 设备、 水电、 通讯等作价 ２５０ 万元ꎬ 对方投入 ２５０ 万元ꎬ 共同兴建两座站台、 日

产 ２５ 吨冰库一座和四层综合大楼ꎬ 建筑面积 ５３４１ ５ 平方米ꎮ 沥青搅拌厂保留锅炉一

台ꎬ 沥青搅拌机两台ꎮ
【湛江市赤坎区市政工程公司】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在原赤坎区市政维护队的基础上组建

而成ꎬ 全民所有制三级市政施工企业ꎬ 隶属赤坎区管辖ꎮ １９８８ 年末拥有干部职工 １０９
人ꎬ 临时工 １９９ 人ꎬ 工程师 ２ 人ꎬ 助理工程师 ５ 人ꎬ 助理会计师 １ 人ꎬ 技术员 １３ 人ꎬ
施工机械设备总功率 ９１８ 千瓦ꎬ 人均 ４ ７４ 千瓦ꎬ 固定资产 ２１０ 万元ꎬ 流动资金 ４９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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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ꎬ 办公生产和生活场地 １５ 亩ꎬ 建筑面积 ３５２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８８ 年施工产值

８９２ 万元ꎬ 道路竣工面积 １６ ４ 万平方米ꎬ 下水道 ７４２６ 米ꎬ 工程合格率 １００％ꎮ 公司

从事市政设施维护和建筑施工ꎬ 兼营市政物资和水泥构件预制品供销ꎬ 促进赤坎区市

政建设ꎮ
【湛江市霞山区市政工程公司】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ꎬ 从湛江市市政公司分出部分职工组

建而成ꎬ 全民所有制三级市政施工企业ꎬ 隶属霞山区管辖ꎬ 职工 ４０ 多人ꎬ 其中工程

师 １ 人ꎬ 助理工程师 １ 人ꎬ 技术员 ４ 人ꎬ 拥有汽车、 翻斗车、 压路机等机械设备 ５１
台ꎬ 总功率 １３１２ 千瓦ꎬ 人均 ３ 千瓦ꎬ 人均技术装备率 ６５０ 元ꎬ 预制场、 沥青搅拌场

占地 ２０ 亩ꎬ 新建职工宿舍楼二幢ꎬ ４２ 户ꎬ 建筑面积 ３０００ 多平方米ꎮ 固定资金 １４１ 万

元ꎬ 流动资金 ６６ 万元ꎮ 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８８ 年ꎬ 完成混凝土道路 １２１５４ 平方米ꎬ 沥青路面

３３５２０ 平方米ꎬ 铺设人行道 ３００００ 平方米ꎬ 各种管径排水工程 ３８１７１ 米ꎬ 年年超额完

成上级下达的市政维护任务ꎮ

二、 各区市政维护站

从 １９９４ 年起ꎬ 推行市政工程 “建管分开” 改革ꎬ 湛江市市政建设工程总公司实

行企业化管理ꎬ 参与市政建设工程招投标ꎬ 原负责市政维护职能划分出去ꎬ 由分别成

立霞山、 赤坎和坡头市政维护站按属地接管ꎬ 隶属各区政府管辖ꎬ 业务归市城建局指

导ꎮ 自此ꎬ 各城区市政道路维护任务ꎬ 由所在辖区市政维护站负责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成立

麻章区市政维护站ꎮ
【湛江市霞山市政维护站】 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ꎬ 隶属市城建局ꎬ 正科级财政核拨的

事业性单位ꎮ 主要负责霞山片城市道路、 排水、 污水管网和桥涵等市政设施的养护维

修工作ꎮ ２０１６ 年管辖城市道路 １０８ 条ꎬ 总面积约 ２７２ ８５ 万平方米ꎬ 排水管道约

１６ ３４ 万米ꎬ 各类检查井、 进水井约 １ １６ 万座ꎬ 桥涵 １３ 座ꎮ 现有职工 １２９ 人ꎬ 在职

职工 ７０ 人ꎬ 退休职工 ５９ 人ꎮ 领导班子为站长一名、 副站长三名ꎮ 下设办公室、 财资

股、 设施管理股、 工程技术股、 机修班、 维护队、 巡逻班、 立交桥管理所、 汽车班、
门卫班ꎮ

日常维护任务: １、 日常道路维护ꎮ 日常清理道路沙井淤泥、 树叶、 垃圾等堵塞

物ꎬ 安装四防装置 (防蚊子、 老鼠、 蟑螂、 苍蝇)ꎬ 更换被车辆压坏或者被盗沙井

盖ꎮ ２、 排水管道清疏、 排水井盖补缺ꎮ ３、 桥梁维护: 对辖区 ８ 座桥涵进行定期检

查ꎬ 年内对百蓬路桥面、 机场路跨线桥进行了维护ꎮ ４、 防洪排涝ꎮ 下雨天气对水浸

街 “黑点” 建设路南柳河一号桥、 友谊路友谊花园片、 东堤片区、 海景市场片、 海

滨大道绿村路口、 友谊一横路二十小等进行蹲点排水ꎮ ５、 泵站管理ꎮ 负责昌大昌泵

站和湖光立交桥泵站的运行和维护ꎮ ６、 上级下达的维修、 抢修等突发性任务ꎮ
２０１３ 年开展 “创卫大会战” 活动ꎬ ５ ~ ７ 月份完成市区主干道、 人行道维修改造

工程ꎻ 制定 “四防装置” 管理制度ꎬ 落实管理工作ꎬ 并与管辖区的责任人签订包干

协议ꎬ 定期清理 “四防装置” 内垃圾杂物ꎬ 保持该装置完好和封闭状态ꎮ 完成管辖

区内的 ３０ 多条市政道路、 人行道维修补强任务ꎬ 侧石维修 ３００ 多米ꎬ 容易水浸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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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安装防坠网 ８０ 多张ꎻ 清理雨水井达 ４ 万多座次ꎬ 巡查补缺 “四防装置” １０００ 多

个ꎻ 修砌检查井、 收水井 ３００ 多座: 处理市区积水点 ２０ 多个ꎻ 整治河渠ꎬ 完成南柳

河一号渠两侧排污口截污工程ꎬ 绿塘河 (乐金路至城市假日段) 截污工程ꎬ 南柳河

二号渠覆盖改造ꎬ 海港公园北侧污水管道改造ꎻ ２０１４ 年完成霞山城区多处路口的改

造工程ꎬ 人民大道与文明路、 绿塘路、 人大楼交叉口ꎬ 海滨大道与文明路、 绿村路交

叉口ꎬ 鼎盛广场路口ꎬ 绿村路与绿塘路交叉口等渠化改造ꎬ 较好地解决交通拥堵问

题ꎮ

时代广场

【湛江市赤坎市政维护站】 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ꎬ 隶属市城建局ꎬ 正科级财政核拨的

事业性单位ꎮ 主要负责赤坎片城市道路、 排水、 污水管网和桥涵等市政设施的养护维

修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管辖城市道路 １１９ 条ꎬ 面积约 １９８ 万平方米ꎻ 排水约 １２ 万米ꎬ 各类

雨水、 污水井约 ６ 千座ꎬ 桥涵 ２３ 座ꎮ 现有职工 ３１ 人ꎬ 退休职工 ３３ 人ꎬ 临时工 １１
人ꎮ

领导班子为站长、 副站长各一名ꎮ 内设机构为: 生产股ꎬ 人事及安全生产股ꎬ 财

务股ꎬ 计生和工青妇室ꎬ 机修班ꎬ 维护队ꎬ 巡逻队ꎮ
日常维护任务: 日常清理赤坎区内道路沙井淤泥、 树叶、 垃圾等堵塞物ꎬ 安装四

防装置 (防蚊子、 老鼠、 蟑螂、 苍蝇)ꎬ 更换被车辆压坏或者被盗沙井盖ꎮ 下雨天气

对东菊苗场、 立交桥底、 南华市场门口水浸街 “黑点” 进行蹲点排水 (２０１５ 年由市

政总公司进行排水改造)ꎮ ２０１３ 年湛江 “创卫” 进入攻坚阶段ꎬ 完成 １０ 多条道路的

路面、 人行道修复ꎬ 北桥河清淤工程、 金沙湾截污工程ꎮ
【湛江市坡头市政维护站】 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ꎬ 隶属市城建局ꎬ 正科级财政核拨公

益一类事业单位ꎮ 核定事业编制 １５ 名ꎬ 现有在职职工 １２ 人ꎬ 退休职工 １６ 人ꎮ 主要

任务: 负责辖区内城市道路、 排水、 污水管网和桥涵等市政工程的维护工作ꎮ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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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４　　
年管辖城市道路 １５ 条ꎬ 面积约 ３０ １６ 万平方米ꎻ 排水排污总长 ３５ １１ 千米ꎬ 各类雨

水、 污水井约 １１５１ 座ꎬ 桥涵 ３ 座ꎮ
领导班子为站长一名、 副站长二名ꎮ
【湛江市麻章市政维护站】 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ꎬ 根据湛机编 〔２０１４〕 １ 号文件精神ꎬ

将湛江市堵海工程指挥部留守处并入湛江市麻章市政维护站ꎬ 不再保留牌子ꎬ 其人、
财、 物、 债权、 债务交由湛江市麻章市政维护站管理ꎬ 隶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ꎬ 正科

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ꎮ ２０１５ 年管辖区内 ２２１ 条道路ꎬ 总长 １０１ 千米ꎬ 面积 ２４２ 万平常

米ꎬ １２３ 千米排水设施、 桥涵 ２ 座、 雨水井约 ７ 千座、 污水井约 ５ 千座ꎬ ３ 座污水提

升泵站ꎬ 和东海岛堵海大堤 ６８２０ 千米的维护管理工作ꎮ 在职人员 ８ 人ꎬ 离退休人员

２４ 人ꎬ 合同工 １６ 人ꎮ
领导班子为站长一名、 副站长二名ꎬ 站长王武ꎮ 下设办公室、 设施管理股、 工程

技术股、 市政维护队ꎮ
【湛江市霞山湖光路立交桥管理所】 湖光路立交桥建于 １９８３ 年ꎬ １９８５ 年建成使

用ꎮ １９９０ 年经霞山区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湛江市霞山湖光路立交桥管理所ꎬ 定员 ６
人ꎮ 位于湖光路立交桥西侧ꎬ 占地面积 １９００ 平方米ꎬ 装置 ２５０ 千瓦高压变压器一台、
３００ 千瓦发电机组一套、 变配电系统一套、 ５５ 千瓦轴流泵五台及其相应配套设备和房

屋ꎻ 管理所的主要任务是管理立交桥地下来水、 周围生活来污水、 雨水及泵井积沙的

清疏排泄工作ꎬ 防止水淹桥底通道ꎬ 确保市区南出口通道畅通无阻ꎬ 为道路车辆的运

行安全提供保障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湖光路立交桥管理所并入湛江市霞山市政维护站ꎮ

三、 城建企业

【湛江市城建设计院】 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ꎬ 是在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主管领导下

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ꎬ 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以市政工程设计为主的设计单位ꎬ 具有市

政公用行业设计、 建筑工程设计资质ꎬ 各类专业人才配备齐全ꎬ 电脑出图率达到

１００％ꎮ
从 ７０ 年代起ꎬ 在湛江市城市建设中ꎬ 叶候荣、 尤琼銮作为该院出色的园林设计

高级工程师ꎬ 积累大量的城市园林项目设计经验ꎬ 创作一大批优秀园林设计项目ꎬ 其

中 “湛江儿童公园” 规划、 设计成果ꎬ 收编入 «中国百科全书» 园林编目ꎬ 并作为

高等院校案例教材ꎮ
历年完成设计项目中ꎬ 有多个设计作品分别获得广东省优秀工程设计奖、 湛江市

优秀工程设计一、 二、 三等奖ꎮ 其中: “湛江时代广场” (荣获广东省优秀设计三等

奖)ꎬ 成为湛江市标志性城市景观ꎬ 祖国最南端的 “徐闻窖尾灯塔” (荣获广东省优

秀设计三等奖)ꎬ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古建筑 “海康雷祖祠” 的修复ꎬ “湛江渔港公

园” “中澳友谊花园” “湛江狮子岭陵园” “湛江市寸金桥纪念广场” “湛江师范学院

仿古大门” “海滨公园西北区” “龙海天北苑度假村” 等项目ꎬ 分别荣获广东省优秀

设计三等奖、 湛江市优秀设计一等奖ꎬ 雷州三元塔公园、 徐闻人民公园、 高州潘州公

园、 滨湖公园、 观海长廊 (一期)、 南三伊甸园旅游度假村、 南北桥河栏杆、 北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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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森林公园、 椹川大道绿化设计、 人民大道绿化设计、 湛江市第一中学校园绿化、
金沙湾海滨浴场、 渔港公园沙滩浴场、 人民南人行天桥等园林景观设计ꎬ 成为湛江市

的热门旅游景点ꎮ 在新形势下ꎬ 企业将以全新的姿态ꎬ 面对各项挑战ꎬ 在局党委的正

确领导下ꎬ 全体人员共同努力ꎬ 进一步拓展业务和提高整体设计水平、 使企业发展更

上一层楼ꎮ
【湛江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 成立于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ꎬ 隶属市城建局ꎮ 总经理

沈海君ꎬ 副总经理林英ꎬ 职工 １３ 人ꎬ 主要经营: 土地综合开发、 商品房建设等业务ꎬ
下设三个分公司ꎮ １９９６ 年改组公司领导班子后ꎬ 由于经营不善而倒闭ꎮ

【湛江市园林建设公司】 成立于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ꎬ 前身是湛江市园林建筑工程队ꎬ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改为现名ꎬ 职工 ４０８ 人ꎬ 隶属湛江市园林管理处ꎬ 主要承接民用建筑和

园林建筑施工ꎬ 经理庞日富ꎬ 副经理戚景生、 王植昌ꎬ 叶候荣为技术负责人ꎬ 下设技

术业务组、 质安组、 财务组、 施工组、 城市雕塑室、 加工场和苗木场和六个施工队ꎬ
实行以场队为核算单位的承包责任制ꎮ 自公司成立以来ꎬ 承担施工项目有: 湛江市儿

童公园、 湖光岩风景区、 农垦化工厂庭园、 徐闻人民公园、 徐闻大水桥糖厂福利区、
南油怡海园、 南油儿童公园、 湛江市老干活动中心庭园和市城建档案馆大楼前庭园等

工程ꎮ １９８７ 年承担徐闻人民公园的主要项目施工ꎬ 优质快速ꎬ 受到徐闻县建委的奖

励ꎻ 徐闻大水桥庭园建设工程项目ꎬ 受到中国环卫报领导的赞扬ꎮ 二十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完成园林工程项目如下:

１９８４ 年ꎬ 湖光岩风景区赏月台三层ꎬ 建筑面积 ４５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８５ 年ꎬ 湛江青少年公园喷池、 变电室、 娱乐场、 景门等ꎬ １６０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８６ 年ꎬ 湖光岩风景区诗廊ꎬ 框架结构ꎬ 建筑面积 ４０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８７ 年ꎬ 湛江园林处第 ６ 幢宿舍楼ꎬ 建筑面积 １２５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８７ 年ꎬ 三岭山森林公园职工宿舍ꎬ 建筑面积 ７８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８７ 年ꎬ 徐闻县人民公园曲桥、 双亭、 花坛、 更衣室、 游泳池等ꎬ 建筑面积

１２５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南油海滨公园园亭、 咖啡室、 水池、 景门及绿化等ꎬ 土建 １８２ 平方米ꎬ

绿化 １７００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南油儿童公园雅座、 凉亭等ꎬ 土建 ９９ 平方米ꎮ
１９８９ 年ꎬ 湛江城建档案馆综合楼ꎬ 六层框架结构ꎬ 建筑面积 ３５４１ 平方米ꎮ
１９８９ 年ꎬ 湛江市园林处第 ７ 幢宿舍ꎬ 混合结构ꎬ 建筑面积 １１０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０ 年后ꎬ 该公司被改制兼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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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湛江ꎬ 地处偏僻ꎬ 气候炎热ꎬ 自然灾害多ꎬ 赤地千里ꎬ 史称 “蛮荒之地”ꎮ
除了 “百果园” “振龙园” “荔枝园” 等较大规模观赏和生产性园地ꎬ 只有一些以修

身养性、 闲适自娱为主要功能的私家园林ꎬ 分布在寺庙、 古庵、 会馆、 宦宅等ꎮ ２０
世纪初ꎬ 广州湾租借地西营辟建一些公共绿地ꎬ 如法国公署使花园ꎻ 绿荫路花园和街

头花坛ꎻ 海滨小花园 (２ 公顷ꎬ 海滨公园的前身)ꎬ 种植一片宽约 ３０ 米的带状椰林ꎻ
“松林” (今儿童公园) 引种数十棵木麻黄树ꎬ 还引进凤凰木、 枇杷树 (大叶榄仁)
等海外树种作为路树ꎬ 这些树种ꎬ 后来成为湛江园林的特色树种ꎮ 新中国成立前ꎬ 湛

江市区有路树 ２１０４ 棵ꎬ 人均公共绿地不到 ０ ５ 平方米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湛江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ꎬ 投入大量资金建设湛江港、

黎湛铁路、 民航机场、 龙划水厂等基础设施ꎬ 使湛江迅速发展成为广东省第二大城

市ꎮ 湛江城市园林绿化也迎来迅速发展的第一个春天ꎮ １９５４ 年ꎬ 成立湛江市园林队ꎬ
管理市区绿化工作ꎮ １９５５ 年ꎬ 成立湛江市绿化苗场ꎮ 毛主席发出 “绿化祖国” 的号

召后ꎬ 湛江市委及时作出三年绿化湛江的规划 (１９５７ ~ １９５９ 年)ꎮ 由此ꎬ 湛江掀起园

林绿化建设的高潮ꎬ 广泛发动群众义务植树ꎬ 至 １９５９ 年ꎬ 市区和近郊植树 ６５３ ２８ 万

棵ꎬ 道路两旁种上风景大苗 ２８ ６４ 万棵ꎬ 实现三年绿化湛江的目标ꎮ 在此基础上ꎬ 市

区推行园林 “四化” (绿化、 美化、 香化、 果化) 建设活动ꎬ 单位庭院实施 “四包”
(包种、 包活、 包维护、 包长大)ꎮ 同时ꎬ 建设海滨、 西山两个公园ꎻ 建成人民、 友

谊、 和平、 南华 ４ 个绿色广场和小游园ꎬ 以及路边花坛多处ꎬ 栽植各种花灌木 ３０ 多

万株ꎬ 单位庭院处处有树、 有花、 有果、 有草、 有绿篱ꎬ 从市区到近郊纺织成一条条

绿色林网ꎬ 使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ꎬ 在全国城市中脱颖而出ꎬ 成为一颗璀灿的

“南国绿明珠”ꎬ 受到外界高度赞誉ꎮ １９５８ 年秋ꎬ 全省第六次林业工作会议ꎬ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７ 日全国造林园林化现场会议ꎬ １９６０ 年全省城镇绿化会议先后在湛江召开ꎬ 湛江

市获得 “花园城市” 称号ꎮ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ꎬ 邓小平视察湛江后ꎬ 对湛江的城市绿化给



２６７　　

第
四
章
　
园
林
绿
化

予高度评价: “北有青岛ꎬ 南有湛江”ꎮ

第一节　 园林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市高度重视园林绿化工作ꎬ 从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起ꎬ 成立人民政

府建设局ꎬ 加强对各种绿地、 林地、 公园、 风景区和苗圃的建设、 养护和管理ꎮ 湛江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ꎬ 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一、 恢复与建设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５９)

建国初ꎬ 湛江百废待兴ꎬ 城市绿化规模很小ꎮ 为提高城市环境质量ꎬ 市政府加大

园林绿化建设ꎬ 从 １９５０ 年起ꎬ 先后建成海滨公园 (１９４９ 年 ２ 公顷ꎬ １９５０ 年 ６ 公顷)、
霞山花圃 (１９５１ 年 ０ ６ 公顷ꎬ １９５３ 年 １ ４ 公顷)、 西山公园 (今寸金桥公园 １９５６ 年

５８ 公顷)、 霞湖公园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２ 公顷)ꎬ 相继从海外引种木麻黄、 凤凰木、 盘架

子、 石栗、 桃花心等绿化树种ꎬ 普遍种植在城市道路两旁ꎬ 正式拉开城市绿化建设的

帷幕ꎮ
１９５３ 年ꎬ 湛江市委书记张泊泉亲自参加选定赤坎东菊岭作为苗圃用地ꎮ 是年ꎬ

在海滨公园内修建游泳场ꎬ 是全省唯一的陆上海水游泳场ꎬ 占地面积 １ ５ 公顷ꎬ 建有

５ 个海水游泳池ꎬ １ 个训练馆ꎮ 同时ꎬ 可容纳 ３０００ 人游泳健身ꎬ 是湛江市水上项目训

练基地之一ꎬ 先后为国家培养张小冬、 刘鸥、 吴国村、 陈晓君等优秀运动员ꎮ １９６３
年ꎬ 中国女运动员在国际跳水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ꎬ １９６４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创作电

影 «女跳水队员»ꎬ 其迷人的南国风光背景片段ꎬ 就是以海滨公园、 海滨游泳场为背

景拍摄的ꎮ
１９５４ 年ꎬ 成立湛江市园林绿化队ꎬ 管理市区的绿化工作ꎮ １９５５ 年ꎬ 毛泽东主席

发出 “绿化祖国” 的号召后ꎬ 市委编制三年绿化湛江规划 (１９５７ ~ １９５９ 年)ꎬ 兴建湛

江市绿化苗场ꎬ 改造海滨公园ꎬ 建一截海堤和一座休息廊ꎬ 补植 １００ 棵椰子树ꎬ 占地

６ 公顷 (含海滨游泳场)ꎮ
１９５６ 年规划建设寸金桥公园ꎬ 总面积 ５８ 公顷ꎬ 其中水面 ７ ５４ 公顷ꎬ 由于缺乏经

费ꎬ 当时只种植一些簕竹划分地界范围ꎬ 名叫 “西山公园”ꎮ １９５８ 年ꎬ 大跃进时期重

新规划设计ꎬ 修建古典式大门、 九孔桥、 月影亭等景点ꎬ 扩建后改称 “人民公园”ꎮ
１９５８ 年ꎬ 中央提出 “大地园林化” 的号召ꎬ 推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开展ꎮ 同年

２ 月 ２５ 日ꎬ 建筑工程部在湛江召开第一次全国城市绿化工作会议ꎬ 与会代表一致认

为ꎬ 湛江是一座 “美丽的花园城市”ꎮ 湛江人民深受鼓舞ꎬ 积极响应中央号召ꎬ 全面

发动群众ꎬ 人人动手ꎬ 家家种树ꎬ 各单位普遍植树ꎬ 掀起园林绿化建设高潮ꎮ 霞湖公

园原是一片莲藕田ꎬ １９５８ 年搞初步规划设计ꎬ １９５９ 年春节过后就开始动工ꎬ 当时提

出 “党政军民齐动手ꎬ 打破常规过春节” 的口号ꎬ 全靠肩挑手抬挖出一个人工湖ꎬ
建成公园面积 １２ ２ 公顷ꎬ 其中水面 ５ ５ 公顷ꎬ 并利用地势低洼ꎬ 以水面为主ꎬ 湖岸

种植亲水植物落羽松ꎬ 还有白蒲桃、 红蒲桃、 白千层、 红千层、 各种榕树等ꎬ 取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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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ꎬ 全市工厂、 学校、 机关等单位以及居住区广泛开展绿化工作ꎬ 使城市面貌

发生较大变化ꎬ 得到中央领导高度评价ꎮ １９５６ ~ １９５９ 年ꎬ 市区和近郊共植树 ６５３ ３８
万棵ꎬ 道路两旁种上风景大苗 ２８ ６４ 万棵ꎬ 实现三年绿化湛江的规划ꎮ 在这基础上ꎬ
市区范围内搞 “四化” (绿化、 美化、 香化、 果化) 建设ꎬ 各单位实行 “四包” (包
种、 包活、 包维护、 包长大)ꎬ 在人民、 友谊、 和平、 南华等 ４ 个广场以及路边花坛

栽植各种花灌木 ３０ 多万棵ꎬ 市内各单位庭院到处有树、 有花、 有果、 有草和绿篱ꎮ
从市区到近郊ꎬ 织成绿色林网ꎮ １９５８ 年秋ꎬ 全省第六次林业会议在湛江召开ꎮ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 全国造林绿化工作会议先在广州开幕ꎬ ３ 月 ７ 日移师湛江召开现场会

议ꎬ 来自全国各省市、 自治区林业部门的厅局长、 专家、 教授及会议代表 １４０ 多人出

席ꎬ 原本安排参观几天后会议便结束ꎬ 没想到眼前湛江蓝天白云、 绿树红花ꎬ 风景如

画ꎬ 代表们兴致勃勃ꎬ 对湛江的造林绿化评价很高ꎬ 一致要求多看看ꎬ 多学习ꎬ 结果

会议延长到 ３ 月 １９ 日才总结闭幕ꎮ 整个会议前后一个月ꎬ 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
时间最长、 反响最强烈的一次林业会议ꎮ 国务院林业部副部长惠中权作总结ꎬ 发言中

提到会议在花园城市湛江胜利结束ꎬ 很有意义ꎮ 这是湛江获 “花园城市” 称号在国

家层面的首次肯定ꎮ 中央新闻电影制厂派出摄影组ꎬ 跟随大会摄制会议纪录片ꎬ 他们

也为湛江的美丽景色赞叹不已ꎬ 把湛江市容面貌专题拍摄下来ꎬ 定名 «花园城市

———湛江»ꎬ 于 １９６０ 年初以新闻简报向全国发行ꎬ 湛江 “花园城市” 的称号由此享

誉神州ꎮ １９６０ 年全省城镇绿化会议ꎬ 也在湛江市召开ꎬ 彰显当时湛江市园林绿化工

作走在全国先进行列ꎮ

二、 损坏与调整发展时期 (１９６０~１９８９ 年)

从 １９６０ 年代起ꎬ 以各种理由在公园内划地开发建设ꎮ 至文革ꎬ 湛江园林绿化停

滞、 遭到破坏ꎬ 在霞山松林、 赤坎西山公园内辟为安葬武斗勇士牺牲的 “烈士墓

地”ꎮ 全市园林绿化事业遭受历史性的破坏ꎬ 绿化覆盖率下降到 ７ ２％ꎬ 公园绿地被

占去 １１ ６ 公顷ꎬ 使公园由原来 ５８ 公顷缩小为 ４６ ４ 公顷ꎬ 面积减少 ２０％ꎮ
１９６３ 年ꎬ 湛江市委动员全市人民开展普及绿化活动ꎬ 凡能种树的地方都种上树ꎬ

并提高园林艺术水平ꎮ 据统计ꎬ 至 １９６４ 年ꎬ 市区和近郊共植树 １８２９ 万棵ꎬ 绿化面积

达 ４２１４０ 亩ꎬ 市区绿化覆盖率达 ２８ ５％ꎮ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ꎬ 国家建筑工程部在北京召开

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ꎬ 把湛江市列为普遍实现绿化的城市之一ꎬ 会议将湛江普遍绿

化的总结材料加按语批转全国各地城市ꎬ 湛江市被誉为 “花园城市”ꎮ
１９７２ 年规划扩建霞山花圃ꎬ 强调 “生产与游览” 相结合ꎬ 在园林设计上着墨于

少而精ꎬ 建有盆景园、 花展廊、 睡莲池等ꎬ 总面积由 ０ ６ 公顷扩大到 １ ５ 公顷ꎮ １９７２
年建成儿童公园ꎮ １９８５ 年海滨公园增建一些杉皮亭ꎮ １９８６ 年建设康顺小游园ꎬ 这些

项目都很受群众欢迎ꎮ 但由于片面的、 过分的强调 “园林结合生产” “以园养园” 发

展方针ꎬ 使园林绿地大量被占用ꎬ 园林绿化面积缩小ꎬ 如 １９７４ 年海滨公园内建设冰

室ꎬ １９８５ 建设醉海园 (音乐舞厅) 和画舫酒楼ꎻ 霞湖公园内建设水晶宫 (娱乐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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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远眺

寸金桥公园建设寸金酒家等ꎬ 都是借 “以园养园” 的名义ꎬ 侵占公共绿地ꎬ 搞经营

性副业ꎮ
十一届三中会以后ꎬ 湛江园林绿化工作逐步恢复和发展ꎮ １９８１ 年ꎬ 全国五届人

大四次会议通过 «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ꎬ 湛江市政府除抓好园林部门

植树绿化外ꎬ 还广泛发动群众义务植树ꎮ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８ 年ꎬ 湛江市区党政机关、 团体、
学校、 企事业单位完成义务植树 ６７２ ２２ 万棵ꎮ 按应参加义务植树人数计算ꎬ 人均每

年植树 ５ 棵以上ꎬ 达到国家规定每人每年义务植树 ３ ~ ５ 棵要求ꎬ 成活率达到 ８５％以

上 (包括补植在内ꎬ 成活率达到 ９８％以上)ꎮ 至 １９９０ 年ꎬ 市区绿地总面积 １５６５ ４５ 公

顷ꎬ 占建成区面积 ３５ １３％ꎬ 其中公用绿地面积 ２６２ ２１ 公顷 (含道路绿化带)ꎻ 专用

绿地面积 ４１７ ７４ 公顷ꎻ 生产绿地面积 ６６ ３５ 公顷ꎻ 防护林地面积 １０４ 公顷ꎻ 城郊风

景区林地面积 ５０１ ２ 公顷ꎻ 市区 ５１９ 个庭院ꎬ １８ 条自然村ꎬ １１１ 条主要道路ꎬ ５ 座公

园ꎬ ６ 个广场ꎬ 绿化覆盖率为 ３９ ２５％ꎬ 人均拥有公共绿地面积 ７ ６８ 平方米ꎮ

三、 提高发展时期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１９８２ 年ꎬ 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召开 “第四次全国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会议”ꎬ 确立继

续把普遍绿化作为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重点ꎮ 广东省委提出 “十年绿化广东” 的目

标ꎬ 从此园林绿化建设进入快速发展ꎮ 湛江搞好规划ꎬ 统筹安排ꎬ 除继续加强苗圃建

设ꎬ 还采取专业队伍管护与群众管护相结合的办法ꎬ 加强园林绿化养护管理ꎬ 提高植

树绿化的成活率和保存率ꎮ 首先ꎬ 重点建设寸金桥公园ꎬ １９８３ 年秋ꎬ 建 “寸土寸金ꎬ
浩气长存” 雕像ꎬ １９８４ 年建金竹园、 露天舞场、 音乐茶座、 露天电影剧场、 溜冰场、
碰碰车等设施ꎬ 从 １９８７ 年起ꎬ 陆续建仙溪园景区、 北苑、 圮苑、 鸳鸯岛、 烈士陵园

等景区ꎬ 成为市区最大、 最具历史文脉的综合性公园ꎬ 以定名 “寸金浩气” 被评为

湛江八景之一ꎮ
同时ꎬ 湛江把握时机ꎬ 全民发动植树造林ꎬ １９９０ 年规划建设三岭山森林公园ꎬ

总面积 １ ６ 万亩ꎬ 建假塑杉皮亭、 白鹭亭、 三角亭、 引种示范区和育林区等ꎮ 这一时

期园林绿化取得显著成就ꎬ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ꎬ 经省绿化达标小组一个月的检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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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ꎬ 继吴川县、 坡头区和南海西部石油公司率先实现绿化达标后ꎬ 徐闻县、 海康县、
廉江县、 郊区、 霞山区、 赤坎区和湛江港务局均达到省制定的造林绿化标准ꎮ ８ 月 １
日ꎬ 中共广东省委、 省人民政府批准湛江市成为 “广东省第一个全面绿化达标市”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海滨公园从霞山区收回ꎬ 归口市城建局管辖ꎬ 重新修编调整规划ꎬ
１９９５ 年建时代广场及大门、 月亮岛及月亮湖等景点ꎬ ２０１２ 年改造北苑区ꎬ 总面积由

６ 公顷扩大到 ２８ ６ 公顷ꎬ 公园呈现蓝天碧水ꎬ 椰风海韵ꎬ 成为最富热带滨海风情的

“城市客厅”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实施 “还岸于民” 工程ꎬ 建霞山金海岸观海长廊ꎬ 南起海淀

路北至海洋路ꎬ 全长约 １ ７ 千米ꎬ 建有花池、 休息亭、 小广场和观海台ꎬ 以乡土植物

大榕树为主ꎬ 配以开花灌木ꎬ 体现热带海滨城市的风光和园林景色ꎬ 成为湛江八景之

一ꎮ

四、 高速发展时期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２００１ 年ꎬ 湛江市开展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活动ꎬ 在国家、 省建设部门的指导下ꎬ
提出建设 “百姓城市” 的理念ꎬ 走 “以人为本ꎬ 绿化惠民” 的生态建绿之路ꎬ 因地

制宜ꎬ 生态优先ꎬ 科学建绿ꎬ 取得良好的生态、 社会和经济效益ꎮ 市政府决定把

２００３ 年定为 “绿化年”ꎬ 湛江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又迎来一个春天ꎮ 根据市政府的要

求ꎬ 当年最大限度地扩大绿化面积ꎬ 通过各种有效办法ꎬ 实现拆除违章和临时建筑

３０ 万平方米ꎬ 新增绿地 １００ 万平方米ꎮ 坚持规划先行原则ꎬ 编制好城市绿地系统规

划及控制性详规、 修建性详规ꎬ 突出 “五个字” 即 “环、 线、 廊、 园、 林”ꎬ 营造出

“绿化是项链”ꎬ “廊、 园、 林为宝石” 的 “项链宝石” 型城市园林意境ꎬ 体现 “南
方港城、 南国风光” 这一主题ꎮ 新区规划建设落实 “五个一”ꎬ 即 “一 (社) 区一公

园ꎬ 一路 (街) 一绿带ꎬ 一 (庭) 园一绿景ꎬ 一楼一绿地ꎬ 一家一绿地”ꎬ 新区建设

绿地率达 ４０％以上ꎮ 旧城区扩大绿化面积注重 “三个绿”ꎬ 即 “拆违建绿ꎬ 拆墙透

绿ꎬ 见缝插绿”ꎮ 园林创新设计做到 “两个力求”ꎬ 即力求做到 “新、 大、 深、 精”ꎬ
城市与自然协调发展ꎬ 贯彻 “生态优先ꎬ 绿地优先ꎬ 开敞空间优先” 的原则ꎮ 这一

时期ꎬ 湛江全面推进创建活动ꎬ
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得到蓬勃发

展ꎮ 城市园林建设ꎬ 从量的增长

转变到质的提高ꎬ 实施 “三年四

还” 工程ꎬ 侵占绿地的建筑被拆

除ꎬ 拆违建绿ꎬ 还绿于民ꎬ 古树

名木和古典园林得到有效保护与

管理ꎮ 植物配置ꎬ 讲究科学种

养ꎬ 注重乔灌草相结合ꎬ 园林绿

化水平普遍提高ꎮ 深入实施 “工
业强市、 以港兴市、 生态建市”
发展战略ꎬ 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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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ꎬ 全面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ꎬ 把创建工作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和谐湛江、
增强城市竞争力的一项重要 “民心工程” 来抓ꎬ 提出 “建设老百姓城市” 的目标ꎬ
按照政府组织、 规划先行、 群众参与、 部门联动、 因地制宜、 讲求实效的原则ꎬ 坚持

绿化惠民的设计理念、 生态自然、 因地制宜、 节约高效的建设理念ꎬ 突出 “南方港

城、 热带风光” 和热带滨海城市特色ꎬ 不断加大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和管理力度ꎬ 大

量运用乡土植物和本地建材ꎬ 以较低成本营造生态绿化景观ꎬ 探索出一条低成本高效

率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路子ꎮ 新建成一批公园ꎬ 各具特色ꎬ 渔港公园的渔人渔船ꎬ 渔

港渔家ꎬ 成为港湾都市中最具渔乡风情的特色公园ꎻ 绿塘河湿地公园的水清草野ꎬ 花

香石幽ꎬ 是繁华闹市中省内首个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ꎻ 中澳友谊花园是一桥飞架东

西ꎬ 友谊连接中外ꎬ 共栽南北两个半球热带植物———中国湛江市与澳洲凯恩斯市姐妹

城市的友好见证ꎻ 南国热带花园 “丝路花雨”ꎬ 缤纷飘色ꎬ 千亩花香ꎬ 是湛江城市园

林绿化 “皇冠上的一颗绿明珠” 通过 ５ 年努力ꎬ 于 ２００５ 年湛江成功创建国家园

林城市ꎬ 整个城市面貌发生很大改观ꎬ 基本实现市民步行 １０ ~ １５ 分钟可达公园绿地

的目标ꎮ
创园成功后ꎬ 湛江园林建设不停步ꎬ 向 “生态园林城市” 的目标迈进ꎮ 至 ２０１６

年ꎬ 湛江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４５ ８％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１２ ７ 平方米ꎬ 位居全

国重点城市前列ꎬ 成为继国家园林城市之后ꎬ 还获得中国城乡建设范例城市、 中国人

居环境范例奖城市、 十佳低碳生态城市等称号ꎮ «２０１６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

域比较» 公布的中国百城绿色发展指数排名中ꎬ 湛江高居全国第 ８ 位ꎮ 该 «报告»
以经济增长、 绿化度、 资源环境承载潜力、 政府政策支持度等为一级指标ꎬ 测算中国

３０ 个省 (区、 市) 和 １００ 个城市绿色发展指数排名ꎬ 前 １０ 位为: 海口、 深圳、 克拉

玛依、 长沙、 青岛、 北海、 广州、 湛江、 北京和苏州ꎮ
【城市绿道网建设工程】 为打造宜居城乡建设ꎬ 湛江把市区分散的绿道建设点ꎬ

连接为城市绿道网ꎬ 形成生态、 环保、 旅游、 运动、 休闲为一体的生活网和生态安全

网ꎮ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 年ꎬ 完成南国热带花园环园 ２ ２ 千米绿道建设、 人民大道－海田路

－东盛路－军民大道 ７ 千米绿道、 森林公园 １、 ２ 号全程 ３ 千米绿道、 滨湖公园－南桥

公园等 ５ 条绿道建设ꎮ
【社区体育公园建设工程】 ２０１５ 年ꎬ 完成市区社区体育公园改造工程 １３ 个点ꎬ

共建设标准室外篮球场 ３ 个ꎬ 室外网球场 ２ 个ꎬ 室外羽毛球场 ５ 个ꎬ 五人制足球场 １
个ꎬ 体育运动场地一批ꎬ 新建公共卫生设施一座ꎬ 安装室外乒乓球台 １１６ 张ꎬ 健身器

材 １８ 套共 ３４２ 件ꎬ 儿童娱乐设施 ７ 套共 ２１ 件ꎮ
【银帆公园建设工程】 位于霞山区银帆片区ꎬ 占地面积约 ２７ ５ 公顷 (４１２ ３ 亩)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施工ꎬ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完成ꎮ 公园设计主题为 “湛蓝之心” (包含水环境治

理、 绿化资源利用及海洋文化展示)ꎬ 项目总投资约 ６０００ 万元 (不含征地拆迁)ꎮ 公

园划分为五个主要活动空间ꎬ 中心湖片区以环湖步道为主ꎬ 体现水中岸际的浪漫景

观ꎻ 西入口片区以象征海洋的入口广场和主景建设为主ꎬ 景观体现热烈的海洋城市激

情空间氛围ꎻ 南入口以健身和娱乐活动场地分布集合ꎬ 体现活力多样的健身娱乐氛

围ꎻ 东片区以密林河生态湿地景观为主ꎬ 体现自然的生态景致ꎻ 北片区以打造自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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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绿塘河溪流景观为主ꎬ 体现溪流野趣景观ꎮ

作为综合性城市公园绿地ꎬ 银帆公园与绿塘河紧密 “相依”ꎬ 水环境治理与规划

也是 “重头戏” 之一ꎮ 公园中心地势较周边低ꎬ 汇水流域面积约为 ７５ 公顷ꎬ 排水采

用雨污分流ꎬ 在绿塘河上游设置污水截流管进行截污ꎬ 并入市政污水管网ꎬ 流入霞山

污水处理厂处理ꎮ 公园内水体设计ꎬ 结合防洪滞洪与景观蓄水需求ꎬ 采用坝与闸进行

水流引导与水位控制ꎻ 日常多余地表水收集入湖ꎬ 湖水流入湿地净化水塘系统ꎬ 最后

汇入绿塘河ꎻ 如果是洪水期间ꎬ 雨水则通过泄洪道迅速排走ꎮ 此外ꎬ 公园喷淋用水ꎬ
充分结合生态雨洪利用系统ꎬ 降低水资源损耗ꎮ

【东菊公园建设工程】 湛江市首个按 “政企共建” 模式建设的城市公园ꎬ 位于赤

坎区原东菊苗场ꎬ 根据 «湛江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ꎬ 在此地块上规划设计ꎬ 建成集

休闲、 观光、 花卉、 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公园ꎬ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动工ꎬ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完成ꎬ 总占地面积约 １１ 公顷ꎬ 投资 ４０００ 万元 (含源珠路过街人行天桥)ꎮ 公园规

划有音乐喷泉区、 活动聚会区、 康体健身区、 生态休闲区和儿童活动区ꎮ 设计结构体

系概括为: “一泉一湖两带四区”: 一泉为湖中绿岛沁泉ꎬ 一湖为公园观光科普湿地ꎬ
两带为沿湖观光带、 园区游览带ꎻ 四区分别为: 湖区、 康体科普区、 活动聚会区和生

态休闲区ꎮ 公园建设采取 “企业捐建、 政府补贴 (奖励) ” 的模式建设ꎮ 该公园是

湛江市城市生态系统、 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改善周边生态环境ꎬ 发挥海绵体的

作用ꎬ 吸纳、 蓄渗和缓释雨水ꎬ 并为市民提供休息、 游览、 锻炼、 交往以及举办各种

集体文化活动的场所ꎮ
根据创建生态园林城市要求和湛江市新的绿地系统规划ꎬ 建设海绵城市ꎬ 按照除

新建银帆公园、 东菊公园外ꎬ 计划今后几年在市区还建设一批新的公园及绿地ꎬ 如麻

章公园、 海东公园、 灵山岭公园、 南油四区公园等ꎬ 并对市区现有公园绿地进行海绵

化改造和配置体育设施ꎮ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湛江市新建南国热带花园、 瑞云湖公园、 滨湖公园、 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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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 东菊公园等ꎬ 建成区内拥有公园 ３４ 座、 小游园 ６６ 个ꎬ 绿地率 ３８ ０６％ꎬ 绿化

覆盖率 ４２ ０１％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１４ ２４ 平方米ꎻ 新建和改造东新路、 机场路、 疏

港大道、 椹川大道、 广州湾大道等数十条绿色廊道ꎬ 建成绿道 １０１ 多千米ꎻ 还有全国

最大、 世界第二的桉树林基地ꎬ 全国最大的木麻黄防护林带和红树林防护林区ꎬ 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湖光岩等ꎬ 构建成 “环、 线、 廊、 园、 林” 相结合的城市绿地系统ꎬ
三大绿化指标已达到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指标要求ꎬ 使整座城市宛如一幅美丽的园林画

卷ꎮ

湛江市区绿化指标一览表

单位: 公顷

年份
园林绿地

面积

其　 中

生产

绿地

专用

绿地

公共

绿地

防护

绿地

绿化

覆盖

面积

绿化

覆盖率

(％)

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

(ｍ２)

１９９１ １５６２ ５８ ６９ ９４ ６３１ ０５ ２６２ ２ ５９９ ３９ １７５３ ２９ ３９ ２５ ７ ６８

１９９５ １８４０ ２３ ６４ ４４ ７０８ ２４ ２８８ ６ ７７８ ９５ ２１０３ ０４ ３６ ２６ ６ ２５

２００１ １９６ １０ ３１４ ３３ ２２３５ ６０ ３４ １１ ５ １２

２００２ ２０９７ １９ １４５ ９１ ７９１ ６０ ４１０ ８２ ６１５ １３ ２３６２ ９８ ３５ ４０ ６ ６９

２００３ ２１４８ ２５ ４８４ ８４ ２６８１ ６９ ３８ ９６ ７ ８９

２００４ ２７７７ ８３ ６０６ ０９ ３０２７ ２０ ４３ ０４ ９ ７７

在荣获国家园林城市称号基础上ꎬ 为进一步建设美丽湛江ꎬ 创造舒适和谐的人居

环境ꎬ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ꎬ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ꎬ ２０１２ 年湛江市又提出争创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的奋斗目标ꎬ 并将其作为 “五城同创” 目标之一ꎮ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湛江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工作保持稳步提高的态势ꎮ ２０１４ 年底ꎬ 建成区绿地面

积已达 １１５４ ９８ 公顷ꎬ 绿化覆盖总面积达 ４４４６ 公顷ꎬ 绿地率达 ３７ １９％ꎬ 绿化覆盖率

达 ４１ ２％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１２ ９４ 平方米ꎮ 绿化指标处于广东省内先进水平ꎬ 位

居全国重点城市前列ꎮ
按照 «湛江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年»ꎬ 大力推进城市各类绿地的建

设ꎬ 至 ２０１７ 年建成公园和小游园 ９４ 个ꎬ 城市园林绿化系统格局以 “海、 湖、 山” 为

自然特征ꎬ 即以海滨公园、 霞山金海岸观海长廊、 广州湾大道、 渔港公园、 中澳友谊

花园、 赤坎金沙湾观海长廊等海岸绿化景观为主要脉络ꎬ 以湖光岩风景名胜区为核

心ꎬ 三岭山森林公园为依托的自然生态景观ꎬ 通过富有热带植物特色的绿道ꎬ 把自然

生态景观引入城市ꎬ 构成具有生态服务功能的绿色空间ꎬ 彰显绿地系统对提升城市生

态环境ꎬ 方便居民休闲娱乐ꎬ 满足城市景观、 美化环境和防灾避险等综合作用ꎮ 绿色

港城空气清新ꎬ “领鲜” 广东各城市———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对外发布的全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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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道绿道

空气质量综合排名ꎬ 湛江连续三年 (２０１４ 至 ２０１６ 年) 名列第一ꎮ

一、 管理机构

(一) 行政领导机构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成立湛江市绿化委员会ꎬ 市委第一书记张泊泉任主任、 市长何

鸿景任副主任ꎮ 每年植树季节ꎬ 为统一指挥ꎬ 又成立植树指挥部 (１９６０ 年起改为园

林绿化指挥部)ꎬ 由驻军首长陈明仁上将和市委第一书记分别任正、 副总指挥ꎬ 市长

任办公室主任ꎮ 为健全机构ꎬ 绿化委员会和指挥部又按系统成立分会、 分指挥部ꎬ 基

层单位成立领导小组ꎮ
文革时期ꎬ 绿化机构名存实亡ꎮ １９８２ 年ꎬ 恢复湛江市绿化委员会ꎬ 由市长王国

强任主任委员ꎬ 办公室设在市园林处ꎬ 归市城建局主管ꎮ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ꎬ 湛江地区与

湛江市合并ꎬ 实行市管县ꎬ 保留湛江市绿化委员会ꎬ 先后由历任市长腾义发、 李国

荣、 郑志辉、 徐少华等任主任委员ꎮ 现任主任委员为市委副书记、 市长姜建军ꎮ 办公

室设在市林业局ꎬ 内设绿委农村组、 绿委城镇组ꎮ 其中ꎬ 绿委城镇组先设在市园林处

办公ꎬ 后改为现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办公ꎬ 业务上隶属市绿委和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双重领导ꎬ 主要负责市区机关、 学校、 部队和企事业单位的庭院绿化管理工作ꎮ 市城

市综合管理局主要负责城市园林绿化行业管理工作ꎬ 管辖 ７ 个基层园林绿化事业单

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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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级园林管理机构

２０１６ 年ꎬ 市区 ７ 个基层园林绿化事业单位ꎬ 分别介绍如下:
【湛江市园林管理处】 成立于 １９５１ 年ꎬ 由最初霞山苗圃ꎬ 绿化苗场ꎬ 园林管理

所到园林管理处ꎬ 经历四个时期:
１ １９５１~１９５４ 年ꎮ １９５１ 年建霞山苗圃ꎬ 占地 ０ ６ 公顷ꎬ 这是绿化机构的雏形ꎮ

１９５３ 年改为市政工程队苗圃组ꎮ １９５４ 年接收赤坎私营 “振农园”ꎬ 人员增多ꎬ 分为

霞山、 赤坎两片ꎬ 并成立园林队ꎮ
２ １９５５~１９６０ 年ꎮ １９５５ 年底ꎬ 市绿委在霞山荔枝园 (现该处办公场所及周边地

块) 举办 “首届绿化展览会”ꎮ 展览会后ꎬ 在原址成立绿化苗场ꎬ 全面管理市区绿化

建设工作ꎬ 下辖赤坎果苗场、 东菊苗场ꎮ １９６０ 年ꎬ 绿化苗场改称市园林管理所ꎬ 内

设人事秘书组、 生产技术组ꎬ 管辖路树队、 东菊苗场、 赤坎果苗场ꎮ
３ １９６１~１９８４ 年ꎮ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ꎬ 改称市园林管理处ꎬ 内设行政秘书、 政工保卫、

生产技术、 公园管理、 财会供销、 工会等股室ꎬ 下辖人民、 儿童、 海滨、 霞湖、 霞山

花圃 (含花店) 等 ５ 个公园和东菊苗场、 铁木加工场、 路树队、 花园茶楼、 园林综

合服务部等 ５ 个基层单位ꎮ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ꎬ 与市外经科技器材总公司合作ꎬ 成立湛江

市美利艺术摄影服务中心ꎮ ６ 月ꎬ 寸金桥公园、 赤坎路树队、 南华广场划给赤坎区管

理ꎬ 海滨、 儿童三个公园划给霞山区管理ꎻ 霞湖划给市团委管理ꎻ １０ 月ꎬ 成立湛江

市园林建设公司 (前身铁木加工场)ꎮ
４ １９８５~２０１６ 年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ꎬ 首次定编ꎬ 人员编制 ２７１ 名ꎬ 下设单位和机构

为处部办公室、 路树队、 花圃、 东菊苗场、 园建公司、 花园茶楼、 园林综合服务部ꎮ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成立桔场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市美利艺术摄影服务中心合作经营期满注销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ꎬ 成立湛江市绿岛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ꎮ １２ 月ꎬ 成立湛江市东菊园林

绿化有限公司ꎮ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ꎬ 接管寸金桥公园管理处路树队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事业单

位分类改革ꎬ 保留市园林管理处ꎬ 同时撤销路树队、 花圃、 东菊苗场、 花园茶楼、 园

林综合服务部、 桔场、 园建公司等 ７ 个机构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湛机编 〔２０１６〕 ２ 号文 «关于印发湛江市园林管理处机构编制方案

的通知»ꎬ 该处由正科级调整为副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ꎬ 内设办公室、 公园管理

科、 绿化管理科、 规划建设科等副科级机构 ４ 个ꎬ 接管湛江市东坡荔园管理处 (由副

处级调整为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ꎬ 暂保留处部办公室、 计划财务、 人事、 物业

管理、 园林技术、 安全保卫、 绿化监察等股室和工会、 绿化一队 (原路树队)、 绿化

二队 (原花圃)、 绿化三队 (渔港公园)、 赤坎绿化队、 东菊苗场等 １３ 个机构ꎬ 配备

事业编制 ２７ 名ꎬ 其中主任 １ 名ꎬ 副主任 ３ 名ꎮ 拥有小汽车 １ 辆、 轻型普通 (自卸)
货车 ２８ 辆、 高空作业车 ５ 辆、 吊机 ３ 辆、 洒水车 １２ 辆、 喷药杀虫车 ２ 辆 (属下三个

队另有小汽车 ５ 辆、 洒水车 ４ 辆、 轻型普通货车 １３ 辆)ꎬ 以及一批绿篱机、 油锯、 高

枝锯、 割灌机、 打草机、 喷药机、 草坪机等园林绿化养护机械及工具ꎮ
公园历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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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康文 (１９６８ ９－１９８４ ４)
黄光耀 (１９８４ ６－１９８９ ６)
詹光景 (１９８９ ６－１９９４ ９)
陈竞章 (１９９４ ９－１９９６ １２)
林国权 (１９９６ １２－２００２ ４)
孔令培 (２００２ ４－２００６ １２)
刘袁明 (２００６ １２－２０１４ １１)
叶耀华 (２０１４ １１ 至今)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 成立于 １９５６ 年ꎬ 原称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

处ꎬ 隶属市城建局管辖ꎮ １９８５ 年ꎬ 拥有职工 １４４ 人ꎬ 业务性质为浏览区ꎬ 主要景点:
净湖、 楞严寺、 白衣庵、 观海楼等ꎬ 以及茶室、 餐馆等服务设施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ꎬ 湖

光岩风景区管理处由科级升格为副处级局ꎬ 从市城建局划分出去ꎬ 归市政府直属参公

管理事业机构ꎬ 局长黄坤伟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升格为正处级参公管理事业机构ꎬ 局长

何贵ꎬ 党委书记孔令培任ꎬ 事业编制人员 ２４４ 人ꎬ 内设办公室、 园艺科、 综合管理

科、 资源保护科、 营销发展科 ５ 个科室ꎬ 下设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中心、 湛江市

玛珥湖医疗保健中心和湛江市三岭山森林公园管理处 ３ 个正科级事业单位ꎮ
【湛江市海滨公园管理处】 成立于 １９５７ 年ꎬ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ꎬ 从市园林管理处划出ꎬ

归霞山区管辖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ꎬ 收归市城建局管辖ꎬ 为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与霞湖公园合并ꎬ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ꎬ 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ꎬ 隶属市城市综合

管理局管辖ꎬ 正科级事业单位ꎬ 经费由财政补助一类拨付ꎮ 配备编制 ２７ 名ꎬ 其中主

任 １ 名ꎬ 副主任 ４ 名ꎮ 现管理公园绿化总面积 ９４ ５８ 公顷 (１４１８ ６８ 亩)ꎬ 包括海滨

公园 ２８ ６ 公顷 (含海滩 １ ６１ 公顷、 月亮湖 ０ ７０ 公顷)ꎬ ２０１０ 年接管霞山金海岸观

海长廊 ２５ ６２ 公顷 (含海滩 ４ ０５ 公顷、 红树林 ８ １０ 公顷)ꎬ ２０１４ 年接管霞湖公园

１３ ８０ 公顷 (含水体 ０ ３０ 公顷)、 疏港公路二期 (１３ ５６ 公顷)ꎬ ２０１６ 年接管新湖大

道 １０ ２９ 公顷ꎮ
公园历任负责人:
林日新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１９８５ 年 ３ 月)
符明海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１９８６ 年 ６ 月)
刘　 琦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吴清泉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张培兴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书记陆凤云

田建民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许保敬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 副主任ꎬ 负责全面工作)
麦昌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至今)
【湛江市寸金桥公园管理处】 成立于 １９５８ 年ꎬ 原名西山公园ꎬ 原划定范围是沿

跃进路、 南方路 (湛一中除外)、 赤坎水库尾数地中心线ꎬ 含西山砖厂ꎬ 经雷州师

专、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一线ꎬ 到农林路、 劳动路ꎬ 总面积 ５８ 公顷ꎮ
１９５８ 年ꎬ 在园内建农业展览馆 (图书馆ꎬ 今湛江市群众艺术馆)ꎮ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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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业展览馆 (今博物馆)、 月影亭、 九曲桥等景点ꎮ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１ 年建溜冰场 (旧
场)、 玉兰亭ꎮ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年发动全区干部职工和群众义务劳动ꎬ 清除污泥杂物ꎬ 扩

建月影湖 (九曲桥以上)ꎮ １９６６ 年改名人民公园ꎬ １９７２ 年恢复原名ꎮ １９８０ 年ꎬ 更名

为寸金桥公园管理处ꎮ 文革期间ꎬ 先后有湛江军分区、 西山砖厂、 湛江广播电台、 市

体委灯光球场、 湛江地区基建局等单位在园内占地建设ꎬ 故现有面积仅为 ４７ １ 公顷ꎮ
１９８４ 年建抗法纪念像ꎬ 中外合资建港华乐声 (内含儿童乐园、 小赛车场、 电子玩具

等) 娱乐场ꎮ １９８５ 年建金竹园 (内含餐厅、 茶座、 舞厅)、 溜冰场、 碰碰车场及跑马

场ꎬ 种植乔木 １５９８ 棵ꎬ 绿篱 ８８０ 米ꎬ 草皮 ４５０ 平方米ꎮ 至此公园初具规模ꎬ 可供游

客观赏游玩、 饮食娱乐ꎬ 成为市民节日、 工余的好去处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ꎬ 公园

游客不多ꎬ １９７６ 年以后游客逐年增加ꎬ １９８５ 年全年游客量达到 ６１ 万人次ꎮ
建园初期ꎬ 直属湛江地区行政公署管辖ꎮ １９６３ 年移交给湛江市人民政府城建局

管理ꎮ １９８４ 年划给赤坎区管辖ꎬ 由区城建局主管ꎬ 成立区园林管理处直接管理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归口市城市综合管理局管辖ꎬ 成立湛江市寸金桥公园管理处ꎬ 正科级公益

一类事业单位ꎮ 主要任务: 负责寸金桥公园、 金沙湾观海长廊和滨湖公园的管理工

作ꎬ 配备事业编制 ２９ 名ꎬ 主任 １ 名ꎬ 副主任 ３ 名ꎬ 经费按财政补助一类事业单位拨

付ꎮ 公园内设办公室、 生产技术股、 保卫股和花圃等 ４ 个股级机构ꎮ 地址: 跃进路

９５ 号 (邮编: ５２４０３８)ꎮ
公园历任负责人:
陈铭春 (１９６１~１９６９ 年)
赵连东 (１９６９~１９７０ 年)
刘善岐 (１９７０~１９７１ 年)
蔡泰东 (１９７２~１９８４ 年)
许学东 (１９８４~１９９９ 年)
尤广才 (１９９９ 年~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叶耀华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王松柏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至今)
【湛江市三岭山森林公园】 成立于 １９５８ 年ꎬ 原名为三岭山建设委员会ꎬ １９５９ 年

改名军民友谊农场ꎮ １９６３ 年改名三岭山林场ꎬ １９６９ 年撤消ꎬ １９７１ 年恢复ꎮ １９８３ 年更

名湛江市三岭山森林公园ꎬ 隶属市城建局管理ꎮ 至 １９８５ 年拥有职工 １２２ 人ꎬ 土地面

积 １２８６ ５４ 公顷 (１９２９８ 亩)ꎬ 其中森林面积 １０５１５ 亩ꎬ 苗圃 １５ 亩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收回

１１５８４ 亩林土地ꎬ 接管原海头二中、 湛化疗养院、 旧墙体材料厂等旧校舍、 旧厂房土

地ꎬ 公园面积扩大到 １５１２ ４０ 公顷 (２２６８６ 亩)ꎮ ２０１２ 年ꎬ 由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划给

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管辖ꎮ
【湛江市霞湖公园管理处】 １９５９ 年建成ꎬ 公园面积 １２ ２ 公顷ꎬ 由市城建局管辖ꎮ

改革开放后ꎬ 划给中共青年团湛江市委管理ꎬ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更名 “青少年公

园”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改为青少年宫用地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后ꎬ 收

归市城市综合管理局ꎬ 纳入湛江市海滨公园管理ꎮ
公园历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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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国梅 (１９９４ 年ꎬ 以前负责人不详)
陈同国 (１９９４ 年~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严政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 书记ꎬ 临时负责全面工作)
田建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湛江市东坡荔园管理处】 成立于 １９６３ 年ꎬ 其前身是市民政局属下收容遣送站ꎬ

名为地区民政场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针对国民党散兵游勇、 妓女、 社会无业游民等人

群进行收容遣送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ꎬ 三年困难时期ꎬ 大量灾民进入城市ꎬ 收容安置

无家可归流浪人员ꎬ 成为救济灾民的一项主要任务ꎮ 文革时期ꎬ １９６８ 年由原五十五

军接管ꎬ １９７４ 年交回地区民政局ꎬ 更名为湛江地区东坡岭农场ꎬ 恢复原社会职能

———收容安置无家可归 “三无” 人员 (无生活来源、 无劳动能力、 无法定抚养义务

人或法定抚养义务人丧失劳动能力而无力抚养的公民)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 流动人口剧增ꎬ 出现逃避计生、 乞讨、 逃婚、 逃学、 逃债

的人ꎮ １９８２ 年ꎬ 国务院发布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ꎬ 将乞讨者和 “其他

露宿街头生活无着落的人” 列为收容遣送对象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ꎬ 改称为湛江市东坡岭

农场ꎬ 科级事业单位ꎬ 实行企业管理ꎬ 归口市民政局管理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国务院发布 «关于城市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ꎬ 将收容遣送对象扩

大到三证 (身份证ꎬ 暂住证ꎬ 务工证) 不全的流动人员ꎮ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ꎬ 经中共湛江

市委党委会研究同意ꎬ 由科级单位升格为副处级事业单位ꎬ 仍归口市民政局管辖ꎮ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经市编委同意ꎬ 成立湛江市收容遣送分站ꎬ 与湛江市东坡岭农场并挂两

牌子ꎬ 内设收容管理科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 东坡荔园度假村正式对外开放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因 “孙志刚事件” 引发社会极大反响ꎬ 收容遣送行政法规与宪法相抵

触ꎬ ６ 月 ２２ 日国务院公布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第 ３８１ 号

令ꎬ 废止原 “收容遣送” 法规ꎬ 全国取消 “收容安置” 工作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ꎬ 经市编

委批准ꎬ 更名为湛江市东坡荔园管理处ꎬ 归口市市政园林局管理ꎬ 内设机构不变ꎬ 员

工 ５９ 人ꎮ 业务范围调整为植树造林与护林防灾ꎻ 城市园林绿化美化与绿地维护管理ꎻ
动物饲养与动植物保护ꎻ 绿色生态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ꎮ ２００９ 年ꎬ 经市编委同意把

麻章金康榕园、 百乐园划入湛江市东坡荔园管理处管理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经市委市政府批准ꎬ 由湛江市园林管理处接管ꎬ 副处级调整为正

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ꎮ 配备事业编制 ２０ 名ꎬ 其中主任 １ 名ꎬ 副主任 ３ 名ꎮ 主要任

务: 负责湛江市东坡荔园、 金康榕园、 百乐园等日常维护管理工作ꎻ 研究、 选育适合

湛江市栽种的道路绿化、 公共绿地绿化树种、 花卉品种ꎮ
公园历任负责人:
麦建丰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麦昌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副主任ꎬ 负责全面工作)
李　 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至今)
【湛江市南国热带花园管理处】 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ꎬ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管辖正科级

建制事业单位ꎬ 配备事业编制 ２４ 名ꎬ 其中主任 １ 名ꎬ 副主任 ２ 名ꎮ 下设 ３ 个股级管

理部门: 办公室、 技术股和保卫股ꎻ 五个一线管理队: ３ 个绿化维护队、 治安队和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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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队ꎮ 工作主要职能是负责南国热带花园和瑞云湖公园管理范围内的园林建设、 绿化

维护、 安全生产、 环卫保洁、 护林防火、 旅游管理和开发等工作ꎮ
公园历任负责人:
黄宏林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陈鹏程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至今)
【湛江市绿塘河湿地公园管理处】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成立ꎬ 位于市霞山区和经开

区交接处ꎬ 是城市中心区的一条绿色通风廊道和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栖息地ꎮ
公园全长 ３ ３ 千米ꎬ 以自然河流和大面积水塘湿地为主ꎬ 总面积 ３４ １０ 公顷 (５１１ ５
亩)ꎬ 其中水域湿地 ２６７ 亩ꎮ

市委市政府对湿地公园建设十分重视ꎬ 把它纳入 «湛江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年) »ꎬ 确立为城区绿地系统 “一岸两轴三带四廊五心六园” 规划结构

中的 “四廊” 之一ꎬ 明确提出要结合绿塘河地形河岸特征ꎬ 建设滨水游憩绿带ꎬ 构

建绿塘河生态景观绿廊ꎮ ２００３ 年编制绿塘河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ꎬ ２００４ 年完成

绿塘河公园景观规划和施工图设计ꎬ 从 ２００５ 年起历经三期恢复性建设ꎬ 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建成ꎬ 总投资约 ３０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获得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称号ꎮ ２０１２ 年被共青团

湛江市委员会评为 “青年文明号”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成为广东湿地协会理事单位ꎮ 绿塘河

湿地公园属于保护性管理公园ꎬ 日常客流量: ５００ ~ ６００ 人次 /日ꎬ 节假日客流量: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人次 /日ꎮ

湛江市绿塘河湿地公园管理处ꎬ 为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ꎬ 属公

益一类财政全额拨款单位ꎮ 配备事业编制 １３ 名ꎬ 其中主任 １ 名ꎬ 副主任 ２ 名ꎮ 内设

办公室、 技术股、 保卫股共三个机构ꎬ 招聘临时工 ８０ 人ꎬ 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按公园

面积核拨解决ꎮ
公园历任负责人:
欧阳烈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刘袁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至今)
【湛江市中澳友谊花园管理处】 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隶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ꎬ 正

科级事业单位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后ꎬ 湛江市中澳友谊花园管理处为公

益一类事业单位ꎬ 经费由财政补助一类拨付ꎮ 配备事业编制 ２８ 名ꎬ 其中主任 １ 名ꎬ
副主任 ２ 名ꎮ 公园总面积达 ３６６３３２ 平方米 (含沙滩面积 １９８５３ 平方米、 红树林面积

１７８５７ 平方米)ꎮ
公园历任负责人:
王松柏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三) 区级园林管理机构

霞山、 赤坎、 坡头、 开发区和麻章等各城区的园林绿化ꎬ 由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

局业务上负责协调指导工作ꎬ 具体机构是:
【湛江市霞山区住建局】 从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起ꎬ 市级园林绿化职能下放ꎬ 由霞山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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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海滨公园、 霞湖公园、 儿童公园三个市辖公园以及负责辖区内单位庭院绿化监督指

导ꎮ 海滨公园、 霞湖公园分别于 １９９３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交回归口市城建局管辖ꎮ
【湛江市赤坎区住建局】 从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起ꎬ 市级园林绿化职能下放ꎬ 由赤坎区接

管寸金桥公园以及辖区内路树、 单位庭院绿化工作的监督指导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寸金桥公

园交回归口市城建局管辖ꎮ
【湛江市坡头园林环卫管理处】 负责辖区内灯塔路、 南调路等绿化维护管理及辖

区内庭院单位绿化监督指导ꎮ
【湛江市开发区城市综合管理局】 负责辖区内主要道路绿化维护管理及辖区内庭

院单位绿化监督指导ꎮ
【湛江市麻章区市政园林局】 负责辖区内道路绿化维护管理及辖区内庭院单位绿

化监督指导ꎮ

二、 政策与法规

(一) 国家和省有关城市园林绿化政策与法规

１ «城市绿化条例» 国务院令第 １００ 号ꎬ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发布ꎬ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１
日实施ꎻ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第一次修订ꎻ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 日第二次修订ꎮ

２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９ 日建设部第 ６３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ꎬ 自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３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经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广东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 １３ 次

会议通过ꎬ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施行ꎮ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容貌标准»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发布ꎬ １９８７ 年 １ 月 １ 日实

施ꎮ
５ «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规定»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印发并施行ꎮ

(二) 湛江市园林绿化管理法规

为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管理ꎬ 湛江市政府先后出台相关的园林绿化管理

和风景名胜管理法规ꎮ
１ «湛江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 湛府 〔２０１３〕 ７５ 号ꎬ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起

实施ꎮ
２ «湛江市城市公园管理办法» 湛府 〔２０１３〕 ５ 号ꎬ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起实施ꎮ
３ «湛江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湛府 〔２０１３〕 ２９ 号ꎬ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起实

施ꎮ
４ «湛江市湖光岩保护管理条例»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批准实施ꎬ 自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 日起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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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广东省湛江市红树林资源保护管理规定» 〔２０１７〕 湛府令第 １ 号ꎮ
６ «湛江市公园条例»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湛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ꎬ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九次会议批准ꎬ 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起施行ꎮ

三、 绿化管理

湛江城市园林绿化建设ꎬ 是以建国以来曾编制过的 ５ 次城市总体规划和 ３ 次城市
园林绿化专项规划为依据ꎬ 以建设现代化的具有南国热带风光特色的 “园林式” 海

滨城市为目标ꎬ 充分利用湛江的自然地理、 生态优势和人文特点发展建设而成的ꎮ
随着湛江市各级领导对城市绿化的重视ꎬ 以及市民休闲活动的增多ꎬ 绿色环保意

识的增强ꎬ 在 “还绿于民” 的思想指导下ꎬ 市政府逐年加大对城市园林绿化投入ꎬ
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以来ꎬ 全市进行建市以来最大规模的 “拆违建绿” 行动ꎬ 按照拆除一

片、 绿化一片的原则ꎬ 在拆违腾出来的空地上种草植树ꎬ 修建寸金纪念广场、 坡头

(南油) 中心公园、 百果园小游园、 紫荆小游园、 吉祥大王椰子园、 麻章百乐园等一

批公园、 小游园ꎬ 连续 １０ 多年ꎬ 每年新增绿地近百万平方米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６ 年以来城

市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步伐加快ꎬ 新建、 扩建瑞云湖公园、 滨湖公园、 东菊公园、 银帆

公园ꎬ 使湛江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湛江市城市园林绿化联席会议制度】 为贯彻落实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市政府城市

绿化工作会议精神ꎬ 努力提高湛江市园林绿化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ꎬ 按照 “一年

打基础、 两年上水平、 三年大变样” 的总体目标ꎬ 提高绿化成荫率ꎬ 有效推进创建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ꎬ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行制度化管理ꎬ 决定建立湛江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园林绿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ꎮ 现联席会领导和成员名单如下:
第一召集人: 孔令培

第二召集人: 麦建丰

联席会议成员: 陈勇、 赖宏、 全勇、 张献红、 刘伟雄、 陈健、 叶耀华、 程勇武、
杨润富、 陈日星、 陈更生、 丁晓勇、 叶赛

联席会议牵头单位为园林科ꎬ 下设三个小组ꎬ 专家组牵头单位为总工室ꎬ 行动组

牵头单位为园林科ꎬ 监督组牵头单位为局纪检ꎮ 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ꎬ 由第

一召集人或第二召集人主持ꎮ
根据工作需要ꎬ 联席会议可邀请其他相关部门参加ꎮ 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

议议定事项ꎬ 印发有关单位并抄报市政府ꎬ 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ꎮ 联席会议成员需要

调整的ꎬ 由相关工作小组提出ꎬ 联席会议确定ꎮ
各小组要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ꎬ 加强沟通ꎬ 密切配合ꎬ

相互支持ꎬ 形成合力ꎬ 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ꎬ 形成高效运行的工作机制ꎮ

(一) 专家组

１ 专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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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本系统专业人员的优势ꎬ 选园林技术骨干组成ꎬ 并外聘科研院校专家三

名ꎮ 名单如下:
组　 长: 全　 勇 (兼)
副组长: 陈更生

成　 员: 吴刘萍 (广东海洋大学)、 陈燕 (岭南师范学院)、 武丽琼 (南亚热带

植物研究所)、 欧阳烈、 陈鹏程、 黄治洲、 李卡玲、 高鸿、 张祝、 梁静、 窦天爵、 沈

锐、 郭光石

２ 工作职责

(１) 牵头组织对园林绿化项目规划及设计方案进行研讨ꎮ
(２) 开展绿化工程施工建设及绿化管养技术服务工作ꎬ 包括种苗培育、 苗木种

植、 病虫害防治、 整形修剪等ꎮ

(二) 行动组

１ 成员组成

组　 长: 麦建丰 (兼)
副组长: 叶耀华、 丁晓勇、 郭春涨、 李康武、 吴建平

成　 员: 杨姿新、 严政洪、 彭日雄、 田建民、 欧阳烈、 刘袁明、 陈鹏程、 王松

柏、 黄雷兴

２ 工作职责

(１) 组织落实联席会议布置的工作任务及专家组审定的绿化工作方案ꎬ 并制定

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ꎮ
(２) 积极探索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办法ꎮ 对管理范围内的绿化改造、 景观提升

项目严格施工操作规范ꎬ 严把苗木质量、 土壤、 种植等关键环节ꎬ 做到按设计施工ꎬ
按标准验收ꎮ 确保成活率和绿化景观效果ꎮ 积极探索创新绿化养护模式降低管理成

本ꎬ 提高管护效果ꎮ

(三) 监督考核组

１ 成员组成

组　 长: 张献红 (兼)
副组长: 叶　 赛

成　 员: 李孔星、 朱艳艳、 陈新明

２ 工作职责

(１) 负责督促、 指导、 检查联席会议布置的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ꎬ 全面掌握了

解项目进展情况ꎬ 确保各项工作按进度保质保量完成ꎮ
(２) 对工作计划、 进度、 质量、 效果等进行督促指导ꎻ 对精细化管理等工作进

行督促指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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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对不按要求落实工作ꎬ 进度慢、 质量差、 效果不好、 管理不到位的单位或

个人ꎬ 实施约谈和问责ꎮ
【湛江市园林绿化管理日常工作内容】 为实施科学化、 制度化管理ꎬ 进一步明确

园林绿化管理日常工作内容:
一、 养护管理

为加强公园绿地和道路绿化维护管理ꎬ 进一步完善考评制度ꎮ 提高城市园林绿地

管理水平ꎬ 巩固绿化建设成果ꎬ 结合湛江市实际情况ꎬ 制订 «湛江市城市园林绿地

养护管理考评办法»ꎮ
二、 绿线管理

按照 «湛江市市区公共绿地绿线控制管理图则» 管理ꎬ 本图则共计六十二幅ꎬ
是在湛江市 １: ２０００ 地形图 (９３ 年版)ꎬ 局部在 １: １００００ 地形图 (２０００ 年版) 上绘

制ꎬ 公共绿地范围管控线分别取自:
(１) １: ２０００ 地形图 (原有绿地)ꎻ
(２) 设计图或竣工图 (新建绿地)ꎻ
(３) «湛江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年) » (拟建绿地)ꎮ
湛江市严格实施绿线管理制度ꎬ 以规划为指引ꎬ 绿线管制为手段ꎬ 城市绿线管理

规范有序ꎬ 积极开展 “拆违建绿、 拆旧建绿、 置地换绿和征地造绿” 行动ꎬ 加强绿

地建设ꎮ
１ 收回已出让的土地和闲置土地建公园ꎮ 如赤坎金沙湾观海长廊二期、 金康榕

园ꎮ
２ 结合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建公园ꎮ 如海田带状公园、 绿村苑、 机场路口小绿地

等ꎬ 结合城市景观整治、 拆迁构筑物等收回土地建公园ꎻ 而绿塘河湿地公园、 灯塔公

园、 百乐园等则结合城市生态环境治理ꎬ 提升城市片区综合功能建公园ꎮ
３ 拆除公园的违章建筑改造老公园ꎮ 改造霞湖公园ꎮ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间对公园

进行大规模的清淤截污和景观整治ꎬ 拆除公园的违章建筑搞绿化ꎬ 使老公园恢复生

机ꎬ 成为霞山区闹市中的绿洲ꎮ
４ 依据规划ꎬ 抓好重点公园建设ꎮ 中澳友谊花园、 南国热带花园等均列入湛江

市 “十一五” 社会发展重点项目ꎬ 顺利进行海湾大桥桥东公园等绿化用地征用工

作ꎬ 完成滨湖公园、 银帆公园等土地回收、 征收工作ꎮ
５ 严格绿化审批制度ꎬ 确保配套绿化达标ꎮ 实行建设工程联合报建和综合验收

制度ꎬ 对绿化报建和验收从严把关ꎬ 严格按规划和法规落实配套绿化ꎬ 坚持项目与配

套绿化同步设计、 同步建设、 同步验收、 同步交付使用ꎬ 强化房地产开发小区和单位

庭院绿化的管理工作ꎬ 房地产开发小区绿地率不得少于 ３５％ꎬ 并严格实施异地绿化补

偿制度ꎬ 确保配套绿化达标ꎮ
三、 树木砍伐管理

依照园林管理法规ꎬ 建立树木砍伐管理、 绿地占用管理制度ꎮ 对占用、 迁移、 砍

伐等树木ꎬ 实施严格的审批制度ꎮ
四、 园林建设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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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施工组织建立施工现场项目经理部ꎮ 由项目经理、 施工员、 技术员、 质量员、

安全员、 材料员和土建、 绿化班组组成ꎮ
(１) 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接受企业法定代表人的领导ꎬ 接受企业管理层、 发包人和监理机构的检

查与监督ꎻ 负责对项目工程中有关工程质量、 施工期限、 安全成本等的监督管理ꎻ 合

理组织、 配置、 落实人财物等要素ꎻ 做好工程劳力、 机械、 材料等平等调度ꎬ 如召开

生产会议ꎻ 抓好工程岗位责任制的贯彻实施ꎬ 协调与建设方、 监理及其他施工事务ꎮ
(２) 施工、 技术人员负责工程项目图纸交底、 施工技术、 施工计划实施、 施工

规范、 验收及现场管理等具体事务ꎮ
(３) 质检、 安全人员其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工程质量、 施工安全法规ꎬ 对

原材料、 成品、 半成品按相关规定控制ꎬ 定期参加分项工程的质安检查ꎬ 对违反操作

规程等危险作业行为有权暂停生产并及时上报ꎬ 做好项目的安保工作ꎮ
(４) 采购人员

认真做好工程材料的采购、 运输、 堆放和出入库登记工作ꎬ 配合业主及监理做好

材料检验工作ꎬ 对各种材料严格把关ꎬ 对不合格的材料决不采购ꎮ 绿化采购保证苗木

规格及品质ꎬ 严把苗木关ꎬ 对规格、 质量或苗木起挖不达标者坚决退回ꎮ
(５) 材料保管员认真贯彻公司的财务制度ꎬ 结合项目特点做好本职工作ꎮ 负责

材料的进出库登记、 贮存、 维护ꎬ 对库存材料标识、 合格证明等作记录ꎬ 对不合格材

料有权拒绝入库ꎮ
(６) 各大班组长对土建、 绿化等下达的生产经济目标负责ꎻ 技术交底、 参与图

纸会审、 制定必要的技术措施ꎻ 深入现场指导施工ꎻ 贯彻执行质量管理制度、 施工验

收规范、 技术及安全规程ꎮ
２ 施工现场管理

施工现场管理是施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也是整个施工管理工作的基础ꎮ 因

此ꎬ 施工现场管理水平的高低ꎬ 直接影响园林工程的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ꎮ 施工现

场工作主要包括: 施工准备、 正式施工、 养护管理和竣工验收等几个阶段ꎮ
(１) 施工准备其管理工作主要有: 掌握资料、 熟悉设计、 勘查现场、 制定方案、

编制预算、 材料供应和现场准备ꎮ
①开工前了解工程的有关资料ꎬ 如用地手续、 上级批示、 工程投资来源、 工程要

求等ꎮ
②施工前熟悉设计的指导思想、 设计意图、 图纸质量、 艺术水平的要求ꎬ 将设计

构想向施工单位交底ꎮ
③施工人员了解设计意图及组织有关人员到现场勘查ꎬ 一般包括现场周围环境、

施工条件、 电源、 水源、 土源、 交通道路、 堆料场地、 生活暂设位置ꎬ 以及市政、 电

讯应配合的部门和定点放线的依据ꎮ
④工程开工前制定施工方案包括: 工程概况 (工程项目、 工程量、 工程特点、

工程的有利和不利条件)ꎻ 确定施工方法 (采用人工还是机械施工ꎬ 劳动力的来源)ꎻ
编制施工程序和进度计划ꎻ 施工组织的建立ꎻ 制定安全、 技术、 质量、 成活率指标和



２８５　　

第
四
章
　
园
林
绿
化

技术措施ꎻ 现场平面布置图 (水、 电源、 交通道路、 料场、 库房、 生活设施等具体

位置图)ꎻ 施工方案应附有计划表格 (劳动力计划、 作业计划、 苗木、 材料机械运输

等)ꎮ
⑤根据设计概算、 工程定额和现场施工条件、 采取的施工方法等编制施工预算ꎮ
⑥重点材料的准备ꎬ 如特殊需要的苗木、 材料事先了解来源、 材料质量、 价格、

可供应情况ꎮ
⑦做好现场准备ꎬ 三通一平ꎬ 搭建暂设房屋、 生活设施、 库房ꎬ 事先与市政、 电

讯、 公用、 交通等有关单位配合好ꎬ 并办理有关手续ꎮ
(２) 正式施工

其管理工作主要有: 组织综合施工ꎻ 落实各项技术组织措施ꎻ 跟踪检查计划的实

施ꎬ 及时反馈ꎻ 加强组织平衡ꎬ 保证供应ꎻ 对施工进度、 施工质量和施工成本严格控

制ꎻ 保证施工安全ꎬ 做到文明施工等ꎮ
(３) 养护管理

其管理工作有是做好工程的养护前技术交底ꎬ 编写保养计划ꎬ 落实养护人员和任

务ꎬ 定期检查ꎮ
(４) 竣工验收

其管理工作有: 预检、 隐检及签证ꎻ 整理和审定交工验收资料ꎬ 组织办理工程交

工验收ꎻ 负责编写施工技术与管理的总结资料ꎮ 验收工作要注意某些工序的中间验

收ꎬ 因为园林工程中有的工序属于隐蔽性质ꎬ 如挖种植穴、 换土、 施肥等ꎬ 待工程完

工后已无法验收ꎮ
３ 施工成本管理

园林绿化施工管理中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降低工程造价ꎬ 也就是对项目进行成本

控制ꎮ 成本控制通常是指在项目成本形成过程中ꎬ 对生产经营所消耗的能力资源、 物

质资源和费用开支进行指导、 监督、 调节和限制ꎬ 力求将成本、 费用降到最低ꎬ 以保

证成本目标的实现ꎮ
项目经理部应对施工过程发生的、 在项目经理部管理职责权限内能控制的各种消

耗和费用进行成本控制ꎮ 项目经理部承担的成本责任与风险应在 “项目管理目标责

任书” 中明确ꎮ
(１) 成本构成

根据园林绿化施工项目费用标准的内容ꎬ 施工项目成本主要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

本构成ꎮ 直接成本主要包括种植土方费、 工程苗木费、 种植人工费、 辅助材料费、 机

械台班费及其他直接费组成ꎻ 间接成本包括现场管理人员工资及工资附加费、 办公

费、 差旅费、 固定资产使用费、 行政工具使用费、 职工教育费、 劳动保险费、 待业保

险金和劳动保护费、 工程保修费、 工程排污费等ꎮ
(２) 成本控制方法

①根据计划目标成本的控制要求ꎬ 做好施工采购策划ꎬ 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

置、 合理使用、 动态管理ꎬ 有效控制实际成本ꎮ
②加强施工定额管理和施工任务单管理ꎬ 控制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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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以施工图预算控制成本支出在施工项目的成本控制中ꎬ 按施工图预算实行

“以收定支”ꎬ 或者 “量入为出” 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ꎮ
④加强质量管理ꎬ 控制质量成本ꎬ 一是降低停工、 返工损失ꎬ 将其控制在成本预

算的 １％以内ꎮ 二是减少质量过剩支出ꎮ 施工员要严格掌握定额标准ꎬ 力求在保证质

量的前提下ꎬ 使人工和材料消耗不超过定额水平ꎮ 三是健全材料验收制度ꎬ 控制劣质

材料额外支出ꎮ
⑤加强施工合同管理和施工索赔管理ꎬ 正确运用施工合同条件和有关法规ꎬ 及时

进行索赔ꎮ
４ 施工安全管理

园林工程施工必须坚持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的方针ꎮ 项目经理部应建立安

全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责任制ꎮ 安全员应持证上岗ꎬ 保证项目安全目标的实现ꎮ 项目

经理是项目安全生产的总负责人ꎮ
(１) 施工安全目标应根据项目施工安全目标的要求配置必要的资源ꎬ 确保施工

安全ꎬ 保证目标实现ꎮ
(２) 安全保证计划安全保证计划应在项目开工前编制ꎬ 经项目经理批准后实施ꎮ

项目安全保证计划的内容宜包括工程概况、 控制程序、 控制目标、 组织结构、 职责权

限、 规章制度、 资源配置、 安全措施、 检查评价、 奖惩制度ꎮ
(３) 安全保障措施应根据工程特点、 施工方法、 施工程序、 安全法规和标准的

要求ꎬ 采取可靠的技术措施ꎬ 消除安全隐患ꎬ 保证施工安全ꎮ 园林工程的施工现场管

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ꎬ 在实际工作中既要掌握工程原理ꎬ 又要具备指导现场施

工等方面的技能ꎬ 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ꎬ 较好地把园林工程的科学

性、 技术性、 艺术性等有机地结合ꎬ 建造出既经济实用、 又美观大方的园林作品ꎮ
五、 绿地占用管理

为做好环境整治工作ꎬ 维护现有绿地ꎬ 保护环境ꎬ 促进环境与社会的和谐发展ꎬ
维持居民的良好生活环境ꎬ 根据 «湛江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 湛府 〔２０１３〕 ７５
号文ꎬ 对市区绿地占用作出如下规定:

(一) 建成区内各类绿地都要加强管理ꎬ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绿地性质

和占用绿地ꎮ 8 1 3 0 8 4 3 2

(二) 严禁擅自砍伐和折枝剥皮等损害行道树的行为ꎬ 严禁擅自采摘花果ꎬ 破坏

绿化设施ꎮ 8 1 3 0 8 4 3 2

(三) 禁止在公共绿地堆放杂物ꎬ 倾倒废物等ꎬ 不得践踏或穿越绿地ꎬ 禁止其他

一切破坏绿地的行为ꎮ 8 1 3 0 8 4 3 2

(四) 绿地内应保证干净无杂物ꎬ 对绿地内的垃圾应做到日产日清ꎬ 巡视保洁ꎮ
(五) 行道树须规格一致ꎬ 修剪造型美观ꎬ 不妨碍行人、 车辆通行和影响交通视

线ꎬ 无缺株、 枯死折断枝条等ꎮ
(六) 树圈内无垃圾杂物、 土质疏松ꎬ 行道树树圈平整ꎬ 浇灌水不漏水ꎮ 树池完

整ꎬ 每年适时刷白一次ꎮ 8 1 3 0 8 4 3 2

(七) 严禁在行道树上乱钉、 乱刻、 乱画、 乱挂等损害行道树的行为ꎮ



２８７　　

第
四
章
　
园
林
绿
化

(八) 行道树应无无虫蛀、 病害落叶、 株黄萎蔫、 死亡等症状ꎬ 叶片上无虫粪、
虫网ꎬ 被虫咬的等现象ꎬ 病虫害控制及时、 科学、 有效ꎮ

六、 公园园容管理

公园园容ꎬ 是生态环境改善和公园品质提升的重要体现ꎬ 也是公园管理的重要环

节ꎮ 随着湛江城市公园数量持续增长ꎬ 园容管理的难度和成本逐渐增加ꎬ 存在的问题

也日益凸显ꎮ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组织工程技术力量制定公园园容管理标准化ꎬ 公园预

防和处置突发事件工作预案ꎬ “公园迎春花展评比” 等管理制度ꎬ 推动公园园容管理

走向规范化、 科学化和精细化ꎬ 推动湛江城市公园管理创新、 提升湛江公园整体品

质、 打造 “公园为城市客厅” 具有重大意义ꎮ
【公园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工作预案】 为充分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袭

击ꎬ 事先保持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应对手段ꎬ 在紧急时刻能够做出迅速的反应和有序、
有效、 妥善的处置ꎬ 最大程度地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ꎬ 积极协助公安部门

打击犯罪活动ꎬ 全力保障人身安全ꎬ 全力维护公园安全的工作和游览环境ꎮ 根据

«湛江市公园条例» 规定ꎬ 结合本市公园的实际情况ꎬ 特修订 “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

工作预案”ꎮ
本预案只适应于公园内突发事件现场的当时处置ꎮ
(一) 工作任务

１ 可能发生的各种非法集会、 聚众闹事、 散发反动宣传品、 非法募捐、 “法轮

功” 等邪教组织活动以及涉外案件等政治事件ꎮ
２ 可能发生的恐怖、 爆炸、 凶杀、 枪击、 抢劫、 绑架、 打砸抢等暴力案件和重

大刑事案件ꎮ
３ 可能发生的打架斗殴、 偷窃、 哄抢、 破坏等治安案件ꎮ
４ 可能发生的拥挤伤人恶性事故ꎮ
５ 可能发生的自杀、 游客受到伤害等事故ꎮ
６ 可能发生的火险和火灾事故ꎮ
７、 可能发生的游人落水、 翻船、 游船失火等事故ꎮ
８ 可能发生的燃气外泄 (管道燃气和液化石油气) 事故ꎮ
９ 可能发生的重大安全生产、 重大交通安全事故ꎮ
１０ 可能发生的食物中毒事故ꎮ
１１ 可能发生的雪灾、 涝灾、 雷电、 树倒屋塌等自然灾害事故ꎮ
１２ 可能发生的因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造成严重后果的重大事故ꎮ
(二) 组织机构

在公园党支部、 管理处的统一领导和公安部门的配合下ꎬ 成立 “湛江城市公园

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指挥部”ꎮ 如遇突发事件ꎬ 立即启动指挥系统ꎮ
(１) 公园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指挥部

总指挥: 公园主任

副总指挥: 公园副主任、 属地派出所长

成员: 各科、 队党政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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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各种突发事件应急小组

１ 处置突发治安事件小组

组长: 派出所所长

副组长: 保卫科 (股) 长

成员: 各单位领导

职责: 配合公安部门及时组织力量ꎬ 采取有效措施ꎬ 对园内各类突发的重大政治

事件、 重大刑事案件、 治安案件、 恶性事故等进行紧急处置工作ꎮ
２ 紧急灭火小组

组长: 保卫科 (股) 长

副组长: 护园执法队领导、 各单位领导

成员: 保安队员和护园执法队人员、 各队义务消防员

职责: 及时组织力量ꎬ 采取有效措施ꎬ 对园内发生的火情和火灾进行紧急扑救工

作ꎮ
３ 处置水域突发事件小组

组长: 游船队领导

成员: 游船队工作人员

职责: 及时组织力量ꎬ 对园内湖面和冰面上的突发事件进行组织和实施抢险工

作ꎮ
４ 处置重大安全生产和交通安全事故小组

组长: 保卫科 (股) 长

成员: 各单位领导

职责: 及时组织力量ꎬ 对园内发生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交通安全事故进行组织

和处置ꎮ
５ 处置食物中毒事故小组

组长: 管理经营科科 (股) 长

成员: 各单位领导

职责: 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抢救ꎬ 查封所有食物ꎮ
６ 抢险救灾小组

按照 «公园抢险救灾工作预案» 执行ꎮ
７ 处置重大内部矛盾小组

组长: 保卫科 (股) 长

成员: 各单位领导

职责: 及时处置各种人民内部矛盾ꎮ
８ 安全机动小组:
组长: 保卫科 (股) 长

副组长: 护园执法队领导、 工程队领导、 游船队领导、 园艺队领导

成员: 护园执法队、 保安、 工程队、 游船队、 园艺队人员ꎮ
职责: 随时听候指挥部命令ꎬ 参与处置各类突发事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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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处置原则

视突发事件的当时初期情况ꎬ 按以下原则处置ꎮ
１ 先报告ꎬ 后处置ꎮ
２ 边报告ꎬ 边处置ꎮ
３ 先处置ꎬ 后报告ꎮ
(四) 处置程序

１ 公园所有工作人员发现或知道突发事件后ꎬ 必须立即向公园管理处报告 (突
发的重大政治事件、 重大刑事、 治安事故或火灾事件同时报告公安或消防部门)ꎮ 报

告要有事发性质、 地点、 事态规模等内容ꎬ 报告内容应尽量详实ꎮ
２ 公园管理处接到报告后ꎬ 适时启动应急预案ꎮ
３ 事发现场职务最高负责人或报告人在领导未赶到现场之前为现场临时指挥ꎬ

负责初期的情况处理ꎮ
４ 采取切实可能措施ꎬ 控制事态发展ꎮ
５ 迅速疏散或保护人群ꎬ 控制和保护现场ꎮ
６ 协助公安部门抓捕可疑人员ꎮ
７ 协助专业部门做好查处工作ꎮ
(五) 处置方案

１ 若发生非法集会、 聚众闹事、 散发反动宣传品、 非法募捐、 “法轮功” 等邪教

组织活动以及涉外案件等政治事件时ꎮ
(１) 发现者要立即报告公安派出所ꎬ 同时报告管理处ꎬ 并要注意观察事件的动

态和跟踪犯罪嫌疑人的动向ꎮ
(２) 管理处接报后ꎬ 要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赶到现场查明情况ꎮ 视情况组织力量

抓获犯罪嫌疑人或协助公安人员抓捕犯罪嫌疑人ꎮ
(３) 收缴群众手中的反动宣传品ꎬ 立即疏散群众ꎮ
(４) 若事件涉及外国人时ꎬ 要注意外事要求ꎬ 当场谨慎处置ꎬ 送交公安部门处

理ꎮ
２ 若发生恐怖、 爆炸、 凶杀、 枪击、 抢劫、 绑架、 打砸抢等暴力案件和重大刑

事案件时ꎮ
(１) 发现者要立即报告公安派出所 (或报告 “１１０” )ꎬ 同时报告管理处ꎬ 并要

注意观察事件的动态和跟踪犯罪嫌疑人的动向ꎮ
(２) 管理处接报后ꎬ 立即组织力量实施现场控制和封锁ꎬ 协助公安人员抓捕犯

罪嫌疑人ꎮ 并及时抢救伤员ꎬ 疏散群众ꎬ 保护自己ꎮ
(３) 如犯罪嫌疑人逃窜ꎬ 各门口工作人员要按通知立即对出园可疑人员进行盘

查ꎮ 对于可疑人员要记住特征、 相貌、 逃跑路线及所用的交通工具等ꎮ 确属犯罪嫌疑

人ꎬ 要立即制服ꎬ 送交公安部门处理ꎮ
(４) 如发现爆炸物未引爆时ꎬ 有关人员赶到现场后ꎬ 距爆炸物周围 １００ 米处设

警戒线ꎬ 禁止人群靠近ꎬ 由护园队员将爆炸物用防爆毯覆盖后ꎬ 迅速远离爆炸物ꎬ 等

待公安人员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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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若发生打架斗殴、 偷窃、 哄抢、 破坏等治安案件时ꎮ
(１) 发现者要当即进行制止或制服犯罪嫌疑人ꎬ 并立即报告公安派出所ꎬ 同时

报告管理处ꎮ
(２) 如犯罪嫌疑人逃窜ꎬ 各门口工作人员要按通知立即对出园可疑人员进行盘

查ꎬ 对于可疑人员要记住特征、 相貌、 逃跑路线及所用的交通工具等ꎮ 确属犯罪嫌疑

人ꎬ 要立即制服ꎬ 送交公安部门处理ꎮ
４ 若发生拥挤伤人恶性事故时ꎮ
(１) 发现人多拥挤苗头时ꎬ 在场工作人员应召集所有人员ꎬ 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进行疏导ꎬ 控制事态发展并迅速报告管理处和公安派出所ꎮ
(２) 人多拥挤时ꎬ 要采取截留、 排队、 单行线的方式ꎬ 进行疏导游人ꎮ 各门口

要加强疏导ꎬ 一时人多拥挤收验票困难时ꎬ 可先放人不收验票ꎬ 切忌为了收验票而将

大门关闭ꎮ 如园中园游人过多ꎬ 可以采取暂时关门闭园措施ꎮ
(３) 如发生拥挤伤亡事故时ꎬ 一是要立即报告管理处和公安派出所ꎻ 二是必要

时通知 “１２０” 急救中心ꎻ 三是抢救伤员ꎻ 四是抓获故意制造事端人员ꎮ
５ 若发现自杀、 游客受到伤害等事故时ꎮ
(１) 发现者要立即报告公安派出所ꎬ 同时报告管理处ꎬ 并保护好现场ꎮ
(２) 必要时通知 “１２０” 急救中心ꎮ
６ 若发生火情和火灾事故时ꎮ
(１) 所有发现者都要当即采取边召集周边人员利用可行办法紧急扑救ꎬ 边报告

管理处和视情况报告 “１１９” 的措施ꎮ
(２) 邻近火情和火灾周边的职工必须无条件的就地取材全力以赴进行扑救ꎬ 同

时视情况采取救人、 疏散游客、 抢救易燃易爆物品和重要物品、 断电、 断气等先后措

施ꎮ
(３) 保卫科接报后ꎬ 要视情况报告 “１１９” 和迅速通知护园执法队ꎬ 必要时调集

应急机动力量和紧急抢修小组ꎬ 赶赴现场进行扑救ꎮ
(４) 护园执法队人员接到通知后ꎬ 要无条件的携带灭火器材迅速赶赴现场全力

以赴扑救ꎮ
(５) 如油锅起火ꎬ 操作人员应立即用防火毯将起火油锅履盖或用锅盖将油锅履

盖至火熄灭ꎮ
(６) 到场扑救人员要注意配合和分工ꎬ 做到: 维护现场秩序ꎻ 先救人后救物ꎻ

先断电、 断气后放水ꎻ 先防护后深入ꎻ 先救危险易燃物品ꎬ 后救一般物品ꎮ
【湛江市公园迎春花展评比】 每年春节前夕ꎬ 要求市区各园林部门在公园和街头

小游园布置 “迎春花展 “ꎬ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打分ꎬ 评出一二三等奖ꎬ 进行表

彰鼓励ꎮ 每年的迎春布展ꎬ 都是本市花艺家的一次大比拼ꎬ 他们借助各种绿地空间献

艺ꎬ 挥洒灵感、 倾情创作ꎬ 一根根花草到了他们手里ꎬ 很快聚变成匠心独运的作品ꎬ
令人赏心悦目ꎬ 让市民和游客观赏拍照ꎮ

以 ２０１８ 年迎春花展为例ꎮ 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份起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就给市区

各园林单位布置任务ꎮ 各园林管理单位未雨绸缪ꎬ １０ 月起就全力投入设计、 制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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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ꎮ 迎春花展分别在海滨公园

时代广场、 霞山金海岸观海长廊

大草坪、 南国热带花园主广场、
渔港公园主广场和寸金桥公园主

广场共设立 ５ 组大型的花展景

点ꎻ 在市区各公园内和道路节

点ꎬ 设置 ２２ 组小型花展景点ꎬ 同

时以花卉露地种植、 盆花摆设、
悬挂灯笼、 点缀灯饰夜景烘托ꎬ
道路栏杆摆挂约 ７０００ 个花盆ꎬ 道

路景观节点摆放花架、 ２６０ 组花篮和约 ８０００ 盆簕杜鹃ꎮ 此外ꎬ 全部花艺造型突出

“湛江新时代” 文化主题ꎬ 并以硫璜菊、 凤仙、 矮脚牵牛、 石竹、 角堇、 猫耳花、 孔

雀草等鲜花为主装扮材料ꎬ 用花量超过 ３５ 万盆ꎬ 营造浓郁的春节喜庆氛围ꎮ 在渔港

公园入口广场ꎬ 长城、 舰船、 风帆造型的景观传递湛江人 “不忘初心ꎬ 继续前进”ꎻ
在金沙湾观海长廊风车广场ꎬ 三种乐器扎花造型弹奏出 “三大抓手ꎬ 共创美好明天”
的美好音符ꎻ 在南国热带花园北广场ꎬ 名为 “春意盎然” 的花卉造型长 ３０ 米ꎬ 高 ８
米ꎬ 全景运用五彩缤纷的鲜花制作花瓶ꎬ 以喜庆春字和狗年元素营造出春节气氛
这些文化味浓厚的园林花展景点ꎬ 是时代性和艺术性的统一ꎬ 万紫千红组成美不胜收

的春天画卷ꎬ 为市区公园景区和街道增添浓浓的节日氛围ꎬ 市民纷纷围观ꎬ 赏心悦目

地领略春展景观ꎮ
这项活动ꎬ 一直坚持 ３０ 多年ꎬ 目的有两个: 一是装饰扮靓街景ꎬ 营造喜乐祥和

的过年氛围ꎻ 二是利用评比ꎬ 促进各园林部门相互观摩学习ꎬ 提高园艺技术水平ꎮ

四、 绿化规划管理

绿化规划编制ꎬ 在城市绿化管理工作中居于首要位置ꎬ 被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看作是个关键点ꎮ 经过 ６０ 多年的发展ꎬ 湛江城市绿化工作取得骄人成绩ꎮ 但是ꎬ 城

市绿化规划编制ꎬ 在实施管理中存在着绿化规划编制中依据不足、 有效性差和绿化规

划没能与城市规划和其它相关规划有效协调与衔接好ꎬ 需从规划编制、 严格控制用地

范围、 规范规划审批程序、 完善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加强ꎬ 以此来建立法制化、 系统

化、 信息化以及公众参与的绿化规划实施管理新机制ꎮ

(一) 城市绿化规划编制管理的现状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ꎬ 湛江城市绿化注重项目规划设计ꎬ 基本上没有整体规划的

思路ꎮ 从 ９０ 年代起ꎬ 组织编制过 ３ 次城市园林绿化专项规划:
第一次是 １９９６ 年ꎬ 编制实施 «湛江市园林绿化专项规划»ꎻ
第二次是 ２００３ 年ꎬ 编制实施 «湛江市城市绿化系统规划 (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年) »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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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 ２００５ 年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之后ꎬ 市政府进一步提出创建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的目标ꎬ 对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ꎬ 组织技术力量重新修

编 «湛江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ꎮ
综观 ３ 次专项规划的编制、 实施ꎬ 在促进湛江城市生态环境改善、 人居环境优

化、 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ꎬ 但在编制专项规划中ꎬ 还存在三方面问题ꎬ 需要

加以注意:
１ “生态优先” 的绿地规划理念没有真正确立ꎮ 生态自发、 生态失落、 生态觉

醒以及生态自觉四个阶段ꎬ 是人类在建城活动中经历的生态意识ꎮ 湛江城市绿化的一

个重要课题ꎬ 是生态建设要加强ꎬ 可持续发展要促进ꎬ 环境效益要求把经济、 社会效

益统一起来ꎮ 这些问题ꎬ 在实际操作中重视不够、 力度不大ꎬ 以及绿化建设 “看重

数量ꎬ 看轻质量”ꎬ 植物群落稳定性差ꎬ 没有将建设城市生态圈真正的融入构筑 “城
乡一体化” 绿地系统空间网络的格局ꎮ

２ “建筑优先” “绿地填空” 的思维模式没有改变ꎮ 在总体规划层面中ꎬ 城市绿

化规划编制ꎬ 主要集中的就是城市绿地系统规划ꎮ 配合城市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ꎬ 几

个主要规划管理阶段ꎬ 如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等等ꎮ 这些阶段中ꎬ 绿化规划编制仍处

于较弱化的状态ꎬ 城市规划与它的编制方法、 规划指标ꎬ 以及管理体系不能相对应ꎬ
在详细规划的操作层面ꎬ 总体规划不能在逐层实施中落实到位ꎬ 特别是不能为一些方

面如绿化用地的控制提供科学依据ꎮ
３ 绿地系统规划管理各部门不统一ꎮ 在建设城市中ꎬ 众多的职能部门分工与协

调不一致ꎬ 因城市建设所涉及的部门较多ꎬ 且管理体制不一ꎬ 有的交叉重叠ꎬ 甚至出

现盲区ꎮ 面临城市绿化规划实施的关键性问题ꎬ 是怎样对城市详细的规划进行监督以

及管理ꎬ 确保绿化总体规划实施的有效性ꎮ 规划部门怎么控制绿化用地ꎬ 在具体行政

审批中ꎬ 如道路建设、 房地产开发、 企业、 单位、 厂矿建设等项目审批ꎬ 怎么样操作

好ꎬ 则是确保城市绿化的前提及条件ꎮ

(二) 绿化规划管理的对策

１ 要加强规划编制管理的龙头和先导作用ꎮ 从整体角度ꎬ 考虑土地利用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以及生态分区规划作为指导ꎬ 合理整合规划区内城市建设用地空间ꎮ 掌

握规划对象变化的趋势ꎬ 要做好总规层面分层规划编制ꎬ 要合理确定市域、 大都市圈

以及中心城区ꎬ 营造良好的、 自然的绿色生态网络结构ꎮ
２ 要严格控制用地范围的绿线ꎮ 城市绿线ꎬ 是指城市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ꎬ

包括已建成绿地和规划预留绿地ꎬ 为加强城市绿地的保护与控制ꎬ 创造良好的人居环

境ꎮ 为此ꎬ 要严格划定绿线ꎬ 保护在城区中要有一定的绿化用地比例ꎮ
３ 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推进以及管理要创新ꎬ 管理体制要完善ꎬ 就是要求审批程

序要规范ꎬ 审批监督机制要完善ꎬ 管理透明度增加ꎬ 实施 «行政许可法»ꎬ 要根据部

门职能调整ꎬ 绿化用地的审批、 审查监督及管理要加强ꎬ 这些都是在配合城市建设项

目管理过程中所必需的ꎬ 这样物质空间 (绿地) 可以得以确保ꎮ



２９３　　

第
四
章
　
园
林
绿
化

４ 加强园林科研的工作ꎮ 要推进城市绿化科研工作ꎬ 加强资源调查ꎬ 以植物为

主ꎬ 建立数据库系统ꎬ 而且数据库信息化ꎬ 生物多样性保护区要划定好ꎬ 要适当加强

对乡土植物研究以及园林引种培育工作ꎬ 在城市绿化建设的过程中ꎬ 要多注意、 要合

理引入地带性植被群落ꎮ
５ 建立有效的管理队伍ꎮ 绿化管理机构要健全ꎬ 要有专业素质比较高的管理人

员ꎬ 开展有效的绿化管理工作ꎮ 管理方式要采用数字化ꎬ 要评估城市每一块空地或评

估地是可以改造成绿地的ꎮ

(三) 湛江园林绿化规划管理成效

湛江城市园林绿化规划管理成效显著ꎬ 主要项目如下: １９５２ 年市区建成海滨公

园ꎬ 经过多次扩建和改造ꎬ １９９５ 年扩建后公园面积为 ２８ ６ 公顷ꎻ 寸金桥公园原名

“西山公园” “人民公园”ꎬ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ꎬ 为纪念湛江人民抗法斗争的英雄事迹而改为

现名ꎬ 是湛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ꎻ １９８４ 年将三岭山林场改建为三岭山森林公园ꎻ
１９９９ 年建成霞山金海岸观海长廊ꎻ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建成赤坎金沙湾观海长廊ꎬ 是湛江市

“一湾两岸” 西海岸城市景观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ꎻ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建成南桥公园ꎬ
面积 ８ ６ 公顷ꎻ ２００４ 年建成北桥公园ꎬ 占地面积 ６ 公顷ꎻ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建成渔港公

园ꎬ 面积 ２１ 公顷ꎮ
２００５ 年 “创园” 成功后ꎬ 湛

江园林建设不停步ꎬ 几乎每年都

有新建公园ꎮ ２００６ 年建成绿塘河

湿地 公 园、 金 沙 湾 广 场 绿 化ꎮ
２００７ 年中澳友谊花园建成开放ꎬ
占地 ３４ ６ 公顷ꎮ ２００８ 年南国热

带花园落成ꎬ 占地 ６４ 公顷ꎮ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１ 年森林公园收回被占林

地 ７８７ ４ 公顷 (１１８１１ 亩)ꎬ 生态

复绿 ３０００ 多亩ꎮ ２０１２ 年建设滨

湖公园ꎬ ２０１５ 年完工ꎬ 新增绿地 ２１ 公顷ꎮ ２０１３ 年建成瑞云湖公园ꎬ 占地 １３８ 公顷ꎮ
２０１４ 年建成奥林匹克公园ꎬ 占地 ４１ 公顷ꎮ ２０１６ 年建设银帆公园ꎬ 占地 ３０ 公顷ꎮ
２０１７ 年建成东菊公园ꎬ １３ ４９ 公顷ꎮ

(四) 湛江城市园林绿化建设获奖项目

２００８ 年ꎬ 湛江市生态保护及城市绿化建设项目获得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ꎻ
２００７ 年ꎬ “市民身边的绿化” 项目湛江市首次工作创新奖ꎬ 入围候选前十名ꎻ
２００７ 年绿塘河湿地公园成为广东省第一个 “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ꎮ
２０１０ 年湛江市获得 “中国城乡建设范例城市” 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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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ꎬ 湛江南国热带花园获得 “广东园林优秀作品奖”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湛江南国热带花园获得 “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ꎮ

(五) 湛江重要园林建设项目论证和决策

湛江南国热带花园建设项目的论证和决策ꎮ ２００１ 年以来ꎬ 随着 “三年四还” (还
路于民、 还绿于民、 还景于民、 还岸于民) 工程的实施ꎬ “城市绿化年” 活动的开

展ꎬ 湛江市全面开展环境综合整治ꎬ 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工作纳入城市社会经济发

展战略ꎬ 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和谐湛江、 增强城市竞争力和提高城市文明程度

的一项重要 “民心工程” 来抓ꎬ 坚持做到政府组织ꎬ 群众参与ꎬ 社会支持ꎬ 部门共

建ꎬ 因地制宜、 讲究实效ꎬ 打造 “南方港城ꎬ 南国风光” 城市品牌ꎬ 促进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ꎮ
在全民努力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浪潮中ꎬ ２００３ 年市委市政府发布 «湛江市南国

热带花园规划设计招标文件»ꎬ 启动建设南国热带花园的步伐ꎮ 经中国工程院孟兆祯

院士等专家评委评审ꎬ 网上投票筛选ꎬ 中国对外建设深圳园林设计公司提交以 “打
造城市客厅” 为理念的方案脱颖而出ꎮ 但经过多次实地考察ꎬ 专家多次讨论ꎬ 该方

案虽有较强的创新概念ꎬ 但不合实际ꎬ 可操作性差ꎻ 造价投资过大ꎬ 不符合湛江经济

发展状况ꎮ 因此ꎬ 有关部门重新组织方案征集ꎮ 经过方案评审ꎬ 湛江市规划勘测设计

院提供方案获得专家好评ꎬ 并受市市政园林局委托进行方案修改完善和施工图设计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市市政园林局发布 «关于征集南国热带花园总体规划设计方案的通知»ꎮ
是年ꎬ 该公园正式动工ꎬ 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竣工ꎮ 实践证明ꎬ 该方案实施后ꎬ 获得非常

好的效果ꎮ
２０１２ 年ꎬ 湛江市南国热带花园获得广东园林优秀作品奖ꎮ
２０１７ 年ꎬ 该公园确定以生态保护及城市绿化建设示范项目申报 “广东省宜居环

境范例奖”ꎮ 该奖项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ꎬ 省住建厅在全省开展评选工作ꎬ 重点表彰在环境

综合整治、 生态保护与城市绿化建设等宜居环境建设方面的优秀项目ꎮ 经过专家初

审ꎬ 现场考察和暗访、 复查等多个环节ꎬ 最终获评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ꎬ 当年全省

共有 ２６ 个项目获此奖项ꎬ 南国热带花园为湛江市首个同时也是全市唯一获得此殊荣

的城市公园ꎮ

第二节　 城市公园

公园既是城市的景观ꎬ 也是城市的 “绿肺”ꎬ 是城市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ꎬ 是满

足城市居民的休闲需要ꎬ 提供休息、 游览、 锻炼、 交往以及举办各种集体文化活动的

场所ꎮ 因此ꎬ 拥有一定数量的公园是衡量一个城市品质的重要标准之一ꎮ 至 ２０１７ 年ꎬ
湛江市建成公园 ３４ 个、 小广场小游园小园 ６６ 个ꎬ 绿道 １７０ 多千米ꎬ 绿地率 ３７ ８６％ꎬ
绿化覆盖率 ４１ ８５％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１３ ９９ 平方米ꎬ 建成区 “三大绿化指标”
均达到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指标的要求ꎮ 是年ꎬ 中商产业研究院统计公布ꎬ 全国主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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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园数量排行榜ꎬ 东莞、 深圳、 广州、 佛山、 珠海公园数量均在 １２７ 座以上ꎬ 进入

前 １０ 名ꎮ 湛江以公园数量 ３４ 座进入前一百名ꎬ 位列 ７４ 名ꎮ

一、 寸金桥公园

寸金桥公园大事记

寸金桥公园

１９５６ 年

西山公园扩建开始筹备ꎮ
１９５８ 年

完成大门牌楼ꎬ 月影亭、 九孔桥、 溜冰场ꎮ 月影湖由干部民众义务劳动挖掘成

湖ꎻ 九孔桥是政府出材料ꎬ 湛江水电局工人义务劳动建成ꎮ
１９７７ 年

建成露天电影剧场ꎬ ２０００ 年拆除ꎮ
１９８３ 年

建成抗法纪念雕像ꎬ 由湛江市博物馆艺术家简向东创作ꎬ 市政府拟定碑文ꎬ １９８４
年落成揭幕ꎮ

１９８５ 年

建成金竹园露天茶座、 舞场、 新溜冰场、 碰碰车场等ꎬ 是湛江改革开放后主要建

设工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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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 年

与港商合作筹建寸金酒家、 娱乐场ꎮ １９９０ 年娱乐场中止合作ꎻ ２００２ 年寸金酒家

拆除ꎬ 恢复绿地ꎮ
１９８７ 年

仙溪园景区第一期工程于 １９８８ 年建成开放ꎮ 第二期工程 １９９１ 年建成投用ꎮ
１９８８ 年

北苑景区建成开放ꎬ 这里原是湛江中心人民医院垃圾堆放场ꎮ
１９８９ 年

鸳鸯岛景区ꎬ 利用挖湖堆放的余泥建成ꎬ １９９０ 年建成开放ꎻ 公园大门牌楼前修

建喷水池ꎬ ２００３ 年改造为花坛ꎮ
１９９０ 年

圮苑建成开放ꎬ 这里原是公园的桔园花圃ꎻ 建成月影湖堤岸ꎮ
１９９１ 年

建成烈士陵园景区ꎬ １９９２ 年湛江解放纪念日落成揭幕ꎮ
１９９４ 年

与安徽省宿州市动物展出团合作ꎬ 建成动物园ꎬ 成为粤西最大规模的动物园ꎮ
１９９９ 年

月影湖截污工程ꎬ 完成博物馆路段排污改造ꎮ
２０００ 年

拆除露天电影剧场ꎬ 改造为文化广场景区ꎬ １０ 月 １ 日作为第三届省港澳台盆景

艺术博览会主会场ꎻ 完成月影湖清淤工程ꎻ 环湖路硬底化ꎮ
２００１ 年

完成寸金书院、 湛江师范学院排污管截污工程ꎮ
２００２ 年

拆除寸金桥头附近市建委旧办公楼、 宿舍楼ꎬ 改造为寸金纪念广场ꎻ 拆除寸金酒

家及商铺ꎬ 建成圮苑新景区ꎮ
２００３ 年

采用野生簕古等乡土植物营造景观ꎬ 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绿化之路ꎬ 受到市

领导表扬ꎮ
２００５ 年

公园环湖路及园内照明路灯ꎬ 全部改装不锈钢灯柱ꎮ
【寸金桥公园】 位于赤坎区西部ꎬ 这里原是一片荒坡野岭ꎬ 南面鸡岭是乱葬岗ꎬ

西面有一座小山坡ꎬ 名叫西山ꎬ 建有一些凉亭、 石碑之类设施ꎬ 故名 “西山公园”ꎮ
１９５６ 年规划面积 ５８ 公顷ꎬ 其中水面 ５ ２ 公顷ꎬ １９６６ 年改名 “人民公园” 人民公园ꎬ
１９７２ 年恢复原名ꎮ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ꎬ 为纪念湛江 (遂溪) 人民抗法斗争的英雄事迹而改

为现名ꎬ 是湛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ꎬ 最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综合性公园和主要旅游

点ꎬ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被评为 “湛江八景” 之一ꎮ
１９５６ 年ꎬ 在地委书记孟宪徳的主持下ꎬ 从市城建局、 财政局等单位抽调人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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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西山公园筹建指挥部ꎬ 具体工作由专暑办公室主任穆杰等人负责ꎬ 由湛江市建筑设

计院一室李剑寒、 吴荣刚等人负责设计公园大门牌楼ꎮ 初时ꎬ 种植簕古作园界ꎬ １９５８
年正式动工兴建ꎬ 重点建设大门牌楼、 九孔桥、 月影湖、 月影亭和溜冰场等ꎬ 首期工

程是挖掘 “月影溯”ꎬ 与赤坎河相接连通ꎮ 那里原是一片菜地ꎬ 先用推土机推掉表土

层ꎬ 然后多次发动党政机关干部、 驻军官兵及学校师生参加挖湖劳动ꎬ 把挖起的泥土

堆成一座小山 (今鸳鸯岛)ꎮ １９５９ 年到 １９６１ 年建成公园大门牌楼、 月影亭、 九孔桥、
溜冰场等ꎬ １９６４ 年前后又增添游艇码头、 动物园、 玉兰亭、 冰室等景点及服务设施ꎬ
公园初具规模ꎮ 园内布局保留自然特色ꎬ 宜山则山ꎬ 宜水则水ꎬ 错落有致ꎮ 其中ꎬ 月

影湖是发动市民义务劳动挖掘成湖ꎻ 九孔桥是由国家拨给建筑材料ꎬ 湛江水电局工人

义务劳动建成ꎮ １９６４ 年交由市园林管理处管理维护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ꎬ 党和国家领

导人朱德、 董必武、 郭沫若等都先后到过这里视察ꎬ 董必武、 郭沫若还留下珍贵的墨

迹ꎮ 文革期间ꎬ 公园绿地被侵占ꎬ 很多设施遭到毁坏ꎬ 使公园面积缩小 １１ 公顷ꎬ 现

为 ３４ ６ 公顷ꎮ
１９８５ 年下放赤坎区管辖ꎬ 陆续增建小动物区、 儿童乐园、 金竹园、 鸳鸯岛、 溜

冰场、 花鸟苑、 门口大喷泉、 烈士陵园等景点ꎮ ２００１ 年收回市市政园林局管辖ꎬ 相

继建设寸金纪念广场、 文化广场、 月影湖岸边绿化改造和劳动小游园ꎬ 形成寸金桥、
抗法纪念石像、 儿童乐园、 金竹园舞场、 圯苑、 北苑、 鸳鸯岛、 仙溪园、 烈士陵园、
寸金纪念广场和文化广场等主要景点ꎮ

“月影湖” 是公园面积最大的人工湖ꎬ 西边是九孔桥ꎬ 东边有月影亭ꎮ 月影湖的

湖堤建于 １９５８ 年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 实施月影湖塌堤修复工程ꎮ 该工程从月影亭至九孔

桥旁边大榕树头ꎬ 全长 ２１６ 米ꎮ 湖堤中结合安设直径 １ 米排污管ꎬ 同时拓宽湖边园

道ꎬ 铺装雷州青石板ꎮ
“寸金桥” 原是木桥ꎬ 建在赤坎西面文章河上ꎮ 文章河自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

年) 法国强租广州湾后成为 “界河”ꎬ 桥设铁丝网划分唐界、 洋界ꎮ １９２５ 年ꎬ 遂溪麻

章绅民集资在河界上建造新桥ꎬ 纪念湛江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ꎬ 取名 “寸金桥”ꎬ 寓

意 “一寸河山一寸金ꎬ 国土寸土必争ꎬ 寸土不让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寸金桥多次重

修ꎬ 现桥为石砌单孔基座跨河ꎬ
是湛江市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ꎮ 桥头立碑ꎬ 有前国

家副主席董必武题字 “寸金桥”
三个大字和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郭沫若 “一寸河山一寸金” 字

迹ꎮ １９６４ 年董必武视察湛江ꎬ 赋

诗讴歌湛江人民抗法斗争: “不
甘俯首听瓜分ꎬ 抗法人民组义

军ꎮ 黄略麻章皆创敌ꎬ 寸金桥隔

自由云ꎮ” 郭沫若也以 “千家炮

火千家血ꎬ 一寸河山一寸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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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赞誉寸金桥ꎮ 寸金桥于 １９５９ 年重建ꎬ 重修后的寸金桥ꎬ 为水泥铺面的单孔石桥ꎬ
长 １９ 米ꎬ 宽 １２ 米ꎬ 两侧各立栏柱 １８ 根ꎬ 桥西头竖碑一方ꎬ 记抗法斗争事迹始末ꎮ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ꎬ 市里再次拨款扩建ꎬ 桥宽扩至 ２２ 米ꎬ 伸长至 ２４ 米ꎬ 为水泥钢筋结构ꎮ

“九孔桥” 建于 １９５８ 年ꎬ 横跨月影湖中部ꎬ 是公园内最雄伟的桥ꎮ 走上桥面之

后豁然开朗ꎬ 整个公园月影湖尽收眼里ꎬ 给人呈现一览众湖小的一番景象ꎮ
“抗法纪念雕像” 屹立于寸金桥公园的中心广场ꎬ 四周环绕着簕杜鹃、 南洋杉ꎬ

庄严肃穆ꎬ 高大雄伟ꎬ 建于 １９８３ 年秋ꎬ 为纪念湛江 (遂溪) 人民抗击国斗争而建

造ꎬ 由湛江博物馆艺术家简向东创作ꎬ 以抗法英雄吴帮泽为原型塑造的纪念雕像ꎮ 用

花岗岩石雕刻ꎬ 像高 ９ 米ꎬ 抗法勇士腰缠螺号、 右手握钢刀ꎬ 左手护盾牌、 赤膊盘

辫ꎬ 头部微仰ꎬ 怒目而视ꎬ 既英武又威严ꎬ 使人们感受到 “中国人民不可侮ꎬ 中国

领土不可侵” 的英勇气概ꎬ 勇士刀尖深插在象征国土的基座上ꎬ 表示寸土不让ꎮ 基

座正面刻有现代文学家、 历史学家、 新诗奠基人之一的郭沫若手迹 “一寸河山一寸

金” 和 (１８９８~１８９９ 年) 字样ꎬ 基座背面刻有纪念碑文ꎬ 落款是湛江市人民政府ꎬ
这是湛江抗法的历史见证ꎮ

“湛江革命烈士陵园” 位于湛江市寸金桥公园内西面后山ꎬ 山上屹立着一座湛江

革命烈士纪念碑ꎬ 陵园面积 ４ 公顷 (６０ 多亩)ꎬ １９９２ 年建成对外开放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ꎬ 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ꎬ 该纪念碑为省重点革命烈士纪念碑建筑保护单位ꎮ 纪念

碑坐西向东ꎬ 依山而建ꎬ 有步梯 １００ 级ꎬ 拾级而上ꎮ 前方建一座碑坊ꎬ 正背面分别刻

上 “万古长青” “百世流芳” 溜金大字ꎬ 是原湛江地署专员、 湛江市委书记黄明德墨

迹ꎮ 纪念碑屹立于步梯顶颠山上ꎬ 碑高 １８ ５ 米ꎬ 雄伟庄严ꎮ 碑身刻上革命烈士纪念

碑镏金大字ꎬ 是原广东省长刘田夫墨迹ꎮ 碑座正面刻上战绩ꎬ 叙述南路以至粤桂边区

人民革命斗争腥风血雨的烽火历程与英烈们的光辉业绩ꎮ 其余三面则镶嵌上表现南路

人民在第一二次国内战争、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壮丽场面汉白玉浮雕ꎮ
革命烈士陵园由寸金桥公园负责管理ꎬ 组建 １３ 人的维护队ꎬ 对该景区进行日常

绿化、 保洁管理工作ꎮ 开放以来ꎬ 成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重要基地和游览热

点ꎬ 每年清明节期间ꎬ 成千上万的大中小学生和社会团体组织前来开展祭奠英烈活

动ꎬ 缅怀革命英烈的崇高品德和光辉业绩ꎻ 数以千计的解放军官兵、 共产党员、 共青

团员、 少先队员在这里举行誓师、 入党、 入团、 入队等宣誓仪式ꎻ 湛江市委市政府及

社会各界团体在这里举行大型的祭奠活动大会ꎬ 继承先烈遗志ꎬ 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ꎮ 据统计ꎬ 每年来开展祭奠活动和游览瞻仰的人达数万人次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ꎬ 湛江市革命烈士纪念碑被评为湛江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ꎮ

“寸金纪念广场” 位于寸金桥北侧湖岸ꎬ ２００３ 年建成ꎬ 占地面积 ２ ３６ 公顷ꎬ 广

场中央建有一座大型艺术浮雕墙ꎬ 墙高 ３ １５ 米ꎬ 宽 １１ 米ꎬ 厚 ０ ５ 米ꎬ 由红砂岩雕刻

成 “南海烽烟” “红土魂” “浴血抗战” “忠魂颂” “半岛砥柱” 五幅浮雕ꎮ 浮雕墙上

的人物栩栩如生ꎬ 其中一座半圆雕塑ꎬ 刻画一位老人给孩子们讲述当年参加抗法斗争

的英雄事迹ꎮ 基座上镶入一块黑色花岗石ꎬ 铭刻 “寸土寸金ꎬ 浩气长存” 和 “１８９８~
１８９９” 的字样ꎮ 浮雕墙背后碑文ꎬ 则简要记载 １８９８ 年 ~１８９９ 年湛江人民抗法斗争的

英勇事迹和寸金桥的由来ꎮ 碑文左侧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家副主席董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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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 年视察湛江为寸金桥题词ꎻ 右侧是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 １９６１ 年视察湛江

题的一首诗ꎮ 寸金桥是 １９２５ 年为纪念湛江人民抗击法国侵占广州湾ꎬ 驱逐外来强敌ꎬ
并取得斗争胜利而修建ꎬ 历经抗日战争、 １９５９ 年和 １９８４ 年几次重修ꎮ

寸金纪念广场的建成ꎬ 不仅增加市民休闲的场所ꎬ 而且增添城市的新景观ꎬ 提高

城市文化品位ꎻ 它涵括纪念湛江人民抗法的历史ꎬ 也昭示新世纪的湛江人民不畏艰

难ꎬ 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ꎮ
服务设施　 寸金桥公园配套服务设施齐全ꎬ 配置动物园ꎬ 仙溪植物园ꎬ 儿童乐园

内有碰碰车、 小赛车、 音乐跑车、 电动跑马、 电池车、 升降飞机、 狂呼飞椅、 溜旱

冰、 电子游戏、 荡板、 秋千等ꎬ 还设有各式各样的休闲设施、 现代化娱乐设施ꎬ 供市

民游玩ꎮ (黄景超　 李振家)

二、 海滨公园

【海滨公园】 位于霞山区东部海边ꎬ 广州湾时期称为西营 “海滨小花园”ꎬ 面积 ２
公顷ꎬ 原是一片连接海滩的低洼地ꎬ 建有一间石屋和油料库ꎬ 砌有海堤长约 ３０ 米ꎬ
堤岸边种植一些花草和 ２０ 多棵椰子树ꎬ 显得稀疏冷落ꎮ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湛江市人民政府

召开首次市政建设会议ꎬ 作出市政建设第一步工作规划ꎬ 确定编制 «１９５５ 年湛江市

城市建设初步规划»ꎬ 同时扩建海滨一路和海滨公园ꎬ 园内种植 １００ 棵椰子树和各种

花卉ꎬ 公园面积扩大为 ６ 公顷 (含游泳场在内ꎬ １９５３ 年建成海滨游泳场ꎬ 交市体委

管辖)ꎮ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ꎬ 上海海燕电影厂 «海魂» 剧组到湛江ꎬ 赵丹、 黄丹凤是影片

主角ꎬ 也随剧组同来ꎬ 在海滨公园拍摄外景ꎮ 这是第一次有电影厂家到湛江拍摄电

影ꎬ 成了当地大新闻ꎬ 引起市领导高度重视ꎮ 是年ꎬ 加大公园建设ꎬ 从市绿化苗场抽

调人员成立海滨公园筹建小组ꎬ 安排经费ꎬ 规划扩建海堤ꎬ 修建一座休息廊ꎬ 西面靠

海滨路一带发动群众平整土地ꎬ 种树绿化ꎮ １９５７ 年春ꎬ 从几千米外的海头镇 (今旧

市四中及煤气公司) 一带迁移 ２００ 多棵椰子树到此种植ꎬ 每棵椰子树高 １０ 多米ꎬ 连

泥头重约千斤ꎬ 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ꎬ 园林工人发扬 “苦干加巧干” 精神ꎬ
八人一组用板车拉、 人工抬ꎬ 顶着烈日一棵一棵地迁运ꎮ 为保证成活率ꎬ 按照苗场园

艺师陈达卿建议ꎬ 在移植后的树杆中间钻一个洞ꎬ 将一桶水吊在树上ꎬ 给树 “打点

滴” 补液ꎬ 使每一棵树都生长良好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ꎬ 又把天主教堂法国人种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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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　　
５ 棵十字架树 (又叫叉叶木、 蜡烛树) 移植公园ꎬ 并种上南洋杉、 糖棕等热带观赏植

物ꎮ 沿海岸砌筑石堤 ７０ 多米ꎬ 公园面积扩大为 ９ 公顷ꎬ 以后逐年在园内开辟园道ꎬ
修筑花坛ꎬ 种上各种花卉灌木ꎬ 兴建音乐茶座、 游泳场ꎮ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 ３ 日ꎬ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视察湛

江ꎬ 来到椰树随风起舞、 浪花拍击沙滩的海滨公园ꎬ 不断称赞说: “湛江真好ꎬ 卫生

好ꎬ 绿化好ꎬ 风光好ꎬ 完全可以和青岛媲美ꎬ 真是 ‘北有青岛ꎬ 南有湛江’ꎮ”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 ２ 日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偕夫人张茜到湛江

视察时ꎬ 连声赞誉湛江是 “中国的日内瓦”ꎬ 并在陈明仁、 黄明德等领导的陪同下ꎬ
亲手在海滨公园内种下两株白玉兰树ꎮ

１９６１ 年年底ꎬ 著名作家冰心来湛江采风ꎬ 后来写下了散文 «湛江十日»ꎬ 发表在

«人民日报» 上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 «女跳水队员»ꎬ 其中美丽的南国海

滨风光都是以湛江市海滨公园为主要外景地拍摄的ꎮ
文革前ꎬ 公园建成以椰林为主、 具有浓郁热带风光的海滨公园ꎮ 但文革时期ꎬ 公

园被侵占ꎬ 面积缩小为 ６ 公顷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因基建ꎬ 而从天主教堂移植入来的十字架树、 伊拉克蜜枣树、 德

国杉等ꎮ １９７４ 年ꎬ 修建海滨冰室ꎮ １９８４ 年公园下放给霞山区管辖ꎮ １９８５ 年ꎬ 与湛江

海洋渔业公司及港商三方合作ꎬ 在公园北区建起占地 ２ 公顷的 “画舫”ꎬ 内设酒楼和

游艺场ꎬ 供人们娱乐及用餐ꎻ 在公园东南面开辟南苑茶楼和舞场ꎻ 中西区修建醉海园

(音乐舞厅) 儿童游乐园、 南苑、 南天望海、 蘑菇状椰翠亭以及杉皮亭等景点和服务

设施ꎮ
１９９２ 年ꎬ 重新修编公园规划ꎬ 由华东设计院海南分院、 广州市园林建筑设计院、

湛江市园林规划设计室进行设计方案投标ꎬ 结果是湛江市园林设计室方案中标ꎬ 设计

方案主笔是园林建筑师尤琼銮女士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市里从霞山区收回海滨公园ꎬ 由市城

建局管辖ꎬ 按照重新修编的规划ꎬ 对公园进行升级改造ꎬ 整个公园沿南北走向的海岸

线布景ꎬ 公园面积扩大为 ２８ ６ 公顷ꎬ 建成四大景区: 南区有榕园、 摩天轮游乐场、
电子娱乐城、 碰碰车、 电池车、 小火车、 旋转马等项目ꎮ 中区设有舞台广场ꎬ 左右两

块草坪广场ꎬ 对面有一座帆板运动员造型的不锈钢雕像ꎬ 寓意 “扬帆搏浪”ꎬ 公园大

门有前广场、 后广场ꎬ 每逢节假日ꎬ 中心舞台都有群众性的文艺节目演出ꎬ 丰富老百

姓的文化生活ꎮ 北区有垒石流泉、 观鲤池、 棕榈苑、 舞池和露天乒乓球台等ꎮ 东区濒

临海湾ꎬ 观海堤外是碧蓝的海水ꎬ 堤内是椰树婆娑的月亮岛、 美丽的月亮湖ꎮ 月亮

湖、 观海堤、 月亮岛这些景区ꎬ 是 １９９３ 年之后填海而建的ꎮ 在此之前ꎬ 海滨公园一

派海浪、 沙滩、 草地、 椰林相连的天然滨海风光ꎬ 无论早上晨运ꎬ 还是晚上散步ꎬ 人

们都喜欢踏着草地ꎬ 穿过椰林ꎬ 来到海边的沙滩上ꎬ 呼吸、 远望ꎬ 逐浪而行ꎬ 随风谈

笑ꎻ 休息日ꎬ 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ꎬ 光膀赤脚来到海边浅滩ꎬ 或捞鱼、 捕虾、 捉蟛

蜞ꎬ 或筑沙围城、 玩过家家ꎬ 好不热闹ꎮ 每逢中秋夜ꎬ 海滨公园及观海堤ꎬ 灯火闪

烁、 游人处处: 在海边上的沙滩、 椰林下的草坪ꎬ 夹竹桃、 竹丛间ꎬ 人们或一家大

小、 或三五成群、 或成双成对ꎬ 围坐着、 相拥着ꎬ 吃水果、 切月饼、 赏秋月ꎬ 一片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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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笑语ꎮ
“时代广场” １９９５ 年建成ꎬ 占地面积 １ ３ 公顷ꎬ 其中大门前广场广场 ３０００ 平方

米ꎬ 地面铺设红、 褐、 灰三色马赛克ꎬ 拼成一幅世界地图ꎬ 地图上标注湛江港和世界

九大著名港口 (东京、 新加坡、 悉尼、 鹿特丹、 阿姆斯特丹、 纽约、 汉堡、 马赛、
圣彼得堡) 位置ꎬ 并标明从湛江港到这九个港口的海上里程ꎮ 广场上ꎬ 屹立着高 １０
米、 长 ６０ 米ꎬ 雄伟壮观的的双排二十根圆柱构成一弧形柱廊ꎮ 柱廊上方ꎬ 镶嵌着九

幅汉白玉浮雕ꎬ 浮雕描绘湛江对外开放百年历史ꎮ 柱廊下是观海台ꎬ 市民凭栏远望ꎬ
海湾景色长尽收眼底ꎮ

从柱廊两侧拾级而下ꎬ 进入大门后广场ꎬ 柱廊背面地形下沉ꎬ 为解决落差大的问

题ꎬ 修建一个露天舞台ꎬ 舞台前面连着两个 ４０００ 平方米绿化广场ꎬ 四周布置花坛、
草坪ꎬ 舞台正对面屹立一座 “扬帆搏浪、 走向世界” 的雕塑ꎮ 时代广场洋溢着独特

的历史、 浓厚的人文艺术气息ꎬ 成为湛江市一个新的城市标志物ꎮ
“九幅汉白玉浮雕”
第一幅

麻斜海背景ꎬ 停泊一艘法国商船ꎮ
那是 １７０１ 年法国商船安菲特理德号来华ꎬ 因台风驶入今南三岛附近海面躲避ꎬ

搁浅登陆 ６ 个月之久ꎬ 见港湾优良ꎬ 便偷测水道ꎬ 绘制成地图献给法国政府ꎮ
第二幅

法国广州湾公使署ꎮ
说的是中法战争清军失败ꎬ 清朝钦差大臣苏元春被迫于 １８９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与法

国海军提督高礼睿签订了 «广州湾租界条约»ꎬ 划出今属湛江管辖的海陆面积共 ２１３０
平方千米给法国ꎬ 统称 “广州湾”ꎬ 租借期 ９９ 年ꎬ 从此广州湾沦为法国租借地ꎮ

第三幅

硇州灯塔、 长桥码头、 东堤路ꎮ
大意是 １８９９ 年法当局在硇州岛用石修建灯塔ꎬ 灯塔高 １９ ２ 米ꎬ 灯光射程 ２６ 海

里 (现仍使用ꎬ 为世界著名古灯塔)ꎻ 在麻斜海西岸建长桥码头ꎬ 称 “西营港”ꎬ 为

法属东京局管理的无关税自由贸易港ꎬ 从此广州湾口岸正式向世界各国开放ꎮ
第四幅

寸金桥ꎮ
反映 １８９８－１９４５ 年湛江人民反抗法国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ꎬ 最后日本投降、 法国

归还广州湾ꎬ 并于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定名为湛江市ꎮ 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作诗传颂为 “一寸

河山一寸金”ꎮ
第五幅

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旧址 (今工商行霞山支行)ꎬ 楼顶上飘扬着五星红旗ꎮ
其意为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４３ 军 ３８４ 团从北海赶到ꎬ 和粤桂边纵队

联手攻克国民党军最后据点ꎬ 湛江宣告解放ꎮ
第六幅

一列火车从湛江南站开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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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 １ 日黎湛铁路通车ꎬ 从此湛江成为祖国大西南的重要出海口ꎮ
第七幅

一艘万吨巨轮停靠在湛江港ꎮ
那是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波兰 “马布切克” 号万吨巨轮首泊湛江港ꎬ 湛江港正式启用ꎮ
第八幅

海上钻井平台ꎮ
记载了 １９８８ 年南海西部第一个油井出油ꎮ
第九幅

«风正帆悬» 的经开区ꎮ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 ４ 日ꎬ 国务院宣布湛江为全国第一批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ꎬ 并批准

建立经开区ꎬ 从此湛江进入经济、 社会迅速发展的新时期ꎮ
九幅浮雕的主题ꎬ 镶嵌在双排弧形柱廊上面ꎬ 表现近代湛江百年历史ꎬ 记载着湛

江从沦为租借地的被动开放、 半主动开放ꎬ 到今天主动开放的历史进程ꎮ 柱廊后面留

有 ９ 个浮雕空白位置ꎬ 留给后人去填写ꎮ
“扬帆搏浪雕像” 在公园的中轴线上ꎬ 屹立着一座帆板女运动员造型雕像ꎬ 她默

默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它就是湛江市早期的室外雕像之一 «扬帆搏浪»ꎬ 寓

意湛江要像在大海里航行的帆板那样 “扬帆搏浪ꎬ 走向世界”ꎮ 于 １９８６ 年底落成ꎬ
雕像超过 ８ 米高ꎬ 不锈钢材质ꎬ 最初安放在海滨一路公园旧门前ꎬ １９９５ 公园扩建后

移至开心广场舞台的正对面ꎮ
“月亮岛与月亮湖” 位于公园东区ꎬ １９９５ 年由人工筑成月亮岛和月亮湖ꎬ ２０１４

年完成公园防浪堤 (含月亮岛) 防险加固工程: 修补破损路面、 涵洞、 栏杆等ꎬ 拆

除月亮岛与防波堤原水泥路面并重建ꎬ 进行绿化工程和园灯修复ꎬ 总投资 ８００ 万元ꎮ
游客在月亮湖坐船游玩ꎬ 每年端午节开展龙舟赛活动ꎮ

【海滨公园北苑改造工程】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 市里推行 “还绿于民” 工程计划ꎬ 大力

整治市容环境ꎬ 开展 “拆违建绿” 活动ꎬ 全年拆除违章建筑、 临时建筑 １３ 万平方

米ꎮ ２００３ 年拆除违章和市政建设需拆除的建筑物 ５５ 万平方米ꎬ 新增绿地 ５２ 万平方

米ꎬ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上升到 ３４ ６５％ꎬ 绿地率达 ３１ ８％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６ ９３ 平方米ꎮ 在 “三年四还” 工程推动下ꎬ 湛江市区街道干净了ꎬ 小区变美了ꎬ “脏
乱差” 消失了湛江这座海滨城市每天都有新变化ꎬ 尤其是脏乱违建拆除后ꎬ 街

角新增的那一抹抹绿色总是让居民惊喜不已ꎬ 连声称赞ꎮ 其中ꎬ 海滨公园北苑拆迁绿

化改造工程ꎬ 值得大写一笔ꎮ
据了解ꎬ 海滨公园北苑原为画舫、 牛仔城、 木材公司危房等建筑堆放杂物ꎬ 脏乱

差现象严重ꎬ 是 “以园养园ꎬ 多种经营” 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画舫被拆除后ꎬ 公园立即清运渣土ꎬ 栽植椰子树、 大皇椰、 散尾葵、 江边刺葵等绿

植ꎬ 修筑六角凉亭、 平菇亭、 健身步道等ꎬ 完成建绿面积约 ０ ７ 公顷ꎬ 打造成集景观

与休闲于一体的 “棕榈园”ꎬ 受到居民赞扬ꎮ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ꎬ 市里趁热打铁ꎬ 部署更大的拆违建绿计划ꎮ 位于海滨公园内原木

材公司危房ꎬ 以 ６００ 万元转让给市四建ꎬ 已经拆除建筑面积 １４４０ 平方米ꎬ 拟建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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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ꎬ 并办好设计报建手续ꎮ 由于此楼房属于 ５０ 年代征地的历史遗留问题ꎮ 徐少华市

长了解这一情况后ꎬ 立即作出指示: 停止建筑ꎬ 恢复公园绿地ꎮ 分管城建常务副市长

潘那生找到市四建老总李华盛ꎬ 反复做他的思想工作ꎬ 最终说服他放弃此项目计划ꎬ
另外觅址以等值土地置换ꎮ 此时ꎬ 距离春节只有 ５ 天时间ꎮ ２６ 日晚上ꎬ 市城建系统

召开春节联欢活动ꎬ 当晚潘副市长匆匆忙忙赶到市第二老干中心ꎬ 在晚会现场把城建

部门领导王强、 海滨公园主任张培兴等拉出来ꎬ 连夜商量对策: “快过年了ꎬ 找不到

临时工人怎么办ꎮ” 第二天ꎬ 张培兴组织公园全体员工ꎬ 全力投入改造北苑工程活

动ꎮ 一位退休老职工居住的平房已经 “大扫除了”ꎬ 被列入这次拆迁对象ꎬ 他二话没

说把家具搬走ꎬ 清空房屋ꎻ 鑫海名城商住楼余留一大堆建筑材料ꎬ 只一个电话ꎬ 老板

龙土金积极配合迁移ꎻ “牛仔城” 拆除后ꎬ 硬底化地面基础要挖掘ꎬ 立即清运建筑余

泥ꎬ 土质粘性重、 含石砾多ꎬ 不利于植物生长ꎬ 从郊外运来 ３００ 多车种植泥土他

们夜以继日ꎬ 连续奋战三天三夜ꎮ 这期间ꎬ 王强局长几乎每天都与职工在一起坚守工

地ꎬ 潘副市长每天 ６ 点钟就前来工地察看督导ꎬ 回到办公室处理应急事务后ꎬ 有空就

到工地转ꎬ 一天来工地察看四五次ꎮ 终于赶在大年三十那天ꎬ 完成海滨公园北苑土地

清理平整任务ꎬ 为春节后园林种植、 施工提供方便条件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ꎬ 海滨公园北苑绿化工程竣工ꎬ 占地面积 ２ ６ 公顷ꎬ 其中ꎬ 种

植乔木 ４４９ 株ꎬ 灌木 ５１６００ 株ꎬ 假花生 ６６９８３ 袋ꎬ 草皮 ５０２８ｍꎬ 美人蕉 ６９００ 袋ꎬ 马樱

丹 １０００ｍｒꎬ 蜘蛛兰 １００００ 袋ꎬ 花卉荫生植物、 小灌木片植面积 ４４５３ 平方米ꎮ 虽是方

寸之地ꎬ 但园林造景形式多样ꎬ 利用原有的水塘经清淤建成锦鲤塘ꎬ 结合小溪、 流

水、 涌泉亭台、 花廊形成一道自然、 幽静、 美丽的景色ꎻ 绿植配置合理ꎬ 树种花草搭

配多样ꎬ 层次分明ꎬ 四季有花ꎬ 以开花乡土树种、 大树、 稀有树种ꎬ 如猫尾树、 大风

凰树等ꎬ 经过多养护ꎬ 部分大树成为独木成林的景观ꎬ 突出自然、 生态的热带雨林特

色ꎮ 如今ꎬ 这个北苑每天吸引不少路人歇脚纳凉ꎬ 园内树木高大ꎬ 生长茂盛ꎬ 树荫下

铺装的空地ꎬ 布置石凳、 石台和乒乓球台ꎬ 成了居民健身、 唱歌、 跳舞的好地方ꎮ
“海滨游乐场” 是公园配套设施ꎬ ２０１２ 年升级改造ꎬ 占地面积约 １ ５ 公顷ꎬ 包括

６２ 米高摩天轮、 大摆锤、 火箭蹦极、 自翔滑车等 ２０ 个项目ꎮ
“园林景观” 公园内植物配置种类丰富ꎬ 数量繁多ꎬ 其中乔木有 １００ 多种ꎬ 形态

各异ꎬ 有独树成林之称、 四季如春的桑科树种小叶榕、 橡胶榕、 高山榕等ꎻ 有花繁叶

茂的大叶紫薇、 凤凰木、 羊蹄甲、 刺桐等ꎬ 最主要的古木名树有元帅树 (１９６３ 年陈

毅视察湛江时在公园手植两株白玉兰树)ꎬ 广州湾时期法国人引种十字架树 (叉叶森

木)、 德国杉、 枇杷树ꎻ 有婀娜多姿的棕榈科树种海南椰子、 鱼尾葵、 老人葵、 油

棕、 霸王耶、 加拿利海枣、 散尾葵等ꎮ 花坛灌木千姿百态ꎬ 五颜六色ꎬ 有观叶为主的

黄金叶、 黄金榕、 大叶红草、 花叶良姜、 白蝴蝶、 朱蕉、 龟背竹、 鸭趾草等ꎬ 有观花

为主的毛杜鹃、 月季、 龙船花、 马樱丹、 小叶紫薇、 金凤花、 夹竹桃、 黄虾花、 长春

花、 希美丽等近百种ꎮ 草地面积约 ５４０００ 公顷ꎬ 主要草种为马尼拉草、 大叶油草ꎮ 公

园植物配置、 造型手法多样ꎬ 中西结合、 乔木、 灌木、 地被高低错落ꎬ 既有宽敞整洁

的广场ꎬ 又有荫凉幽静的密林ꎬ 还有宽阔绿茵的草坪ꎬ 嫣然怒放的花坛各显其色ꎬ 但

又互相衬托、 相得益彰ꎬ 形成一道道秀丽壮观的风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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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施　 海滨公园配套服务设施齐全ꎬ 游泳场、 健身器材、 小卖部等ꎬ 公园游

乐场娱乐设施数量多ꎬ 每年春节都举办大型花展ꎬ 经常性群众文娱活动ꎮ 湛江市多次

在公园举办重大庆典和文艺活动ꎬ 较大型的有西南地区经济贸易博览会、 海博会、 农

博会等开幕式烟花文艺晚会和贺千禧黑豹、 藏民天朔摇滚音乐会等ꎬ 社会效益显著ꎮ

三、 霞湖公园

【霞湖公园】 位于霞山区中心地带ꎬ 东与儿童公园隔街相望ꎬ 南临海头港村和洪

屋街ꎻ 西接人民大道ꎬ 北连解放东路与霞山绿苑对望ꎬ 是 “城市绿心” 的重要组成

部分ꎮ
这里原是一片莲藕塘ꎬ １９５５ 年被划为公园绿地ꎮ １９５７ 年ꎬ 市城建部门先征用一

部分土地建苗圃ꎮ １９５８ 年ꎬ 搞初步规划设计ꎬ 定性为一个综合公园ꎬ 面积 １２ ２ 公

顷ꎬ 其中水面 ５ ５ 公顷ꎮ 当时全国开展灭 “四害” 爱国卫生运动ꎬ 市里决定把这块

莲藕塘挖成人工湖ꎬ 但由于工程量太大及其他原因而停工ꎮ １９５９ 年正值大跃进时期ꎬ
何鸿景市长提出 “党、 政、 军、 民齐动手ꎬ 打破常规过春节” 的动员口号ꎬ 年初一

就组织军民义务挖湖ꎬ 后因经费不足ꎬ 挖湖工程再次搁浅ꎮ １９６２ 年经集体讨论后ꎬ
由市城建局技术员张作琴执笔ꎬ 编制公园设计方案ꎮ １９６３ 年初ꎬ 挖湖工程再度动工ꎬ
市政府发动霞山片各单位群众参加义务劳动ꎬ 经过一年的努カꎬ 挖成一个 “人工

湖”ꎬ 修建水闸及一些园道ꎬ 种植一批金山葵、 紫荆树、 波萝树、 相思树、 塔松等树

木ꎬ 初步形成公园轮廓ꎬ 正式取名为 “霞湖公园”ꎬ 面积 １２ ２ 公顷ꎬ 归市园林处管

辖ꎮ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第二期升级改造工程动工ꎬ 由湛江市城建设计室高级工程师叶候荣

主持重新规划设计ꎬ 建设项目有: 公园大门、 彩色喷泉、 溜冰场、 划艇码头桃花坞、
青少年游乐区、 湖心岛、 双层亭和园内的植物布置ꎮ 由于全园地势低洼ꎬ 地下水位

高ꎬ 植物品种采用亲水植物ꎬ 以水央为主ꎬ 还有落羽松、 白蒲桃、 红蒲桃、 白千层、
红千层和各种榕树等ꎬ 取得很好的景观效果ꎮ

文革期间ꎬ 该公园遭到严重破坏ꎬ 土地被占ꎬ 树木被毁ꎬ 附近居民在此种菜、 养

猪、 放鸭等ꎬ 使公园又回复到以前荒芜状态ꎮ 直到 １９７３ 年ꎬ 拆迁一批乱搭建民房ꎬ
修建围墙ꎬ 清理淤泥ꎬ 大搞绿化建设ꎬ 才使公园面貌改观ꎮ １９８０ 年ꎬ 市委书记慕君

亲自抓该公园建设ꎬ 由市拨款 ８０ 万元ꎬ 修建公园大门ꎬ 砌湖边护岸石ꎬ 修建一个小

码头并购置一批游艇和一套飞椅ꎬ 种植几千棵榕树、 水翁树、 白葡萄、 大叶相思、 刺

桐等ꎬ 在环公园围墙边种上翠竹ꎬ １９８１ 年春节霞湖公园正式开放ꎮ １９８３ 年机构改革ꎬ
该公园移交霞山区管辖ꎮ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更名为 “青少年公园”ꎬ 划给共青团湛江

市委管理ꎬ 为适应青少年的特点ꎬ 增加公园游乐项目ꎬ 在团省委和市财政的支持下ꎬ
共投资 １１３ 万元ꎬ 进行第一期扩建工程ꎬ 购置一批游乐液压自控飞机、 电动小火车、
碰碰车、 电磁车、 小游艇ꎬ 修建了溜冰场、 园内小道、 假山、 路灯、 公厕等ꎬ 重新装

修大门ꎬ 在入口处建一个彩色灯光三级喷水池ꎮ 同时ꎬ 扩大绿化面积ꎮ １９８５ 年 ２ 月

第一期工程完成后ꎬ 公园面貌一新ꎬ 游客倍增ꎮ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广州空军部队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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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退役歼 ５ 型战斗机ꎬ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南海舰队赠送一艘退役鱼雷快艇ꎬ 为公园增添

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展览内容ꎮ １９８７ 年ꎬ 投资 １００ 万元进行霞湖截污工程ꎬ 把公园

附近污水用专管引排出市政管道ꎬ 保持公园湖水清洁ꎮ 进入 ９０ 年代ꎬ 公园改为 “青
少年宫” 用地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依据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ꎬ 市里重新确定为公共

绿地ꎮ ２００４ 年收归市政园林局管理ꎬ 更为现名ꎮ ２００６ 年启动第二轮升级改造工程ꎬ
公园总面积 １３ ８ 公顷ꎬ 以 ５ 公顷湖面为中心ꎬ 环湖布置诗书画长廊、 榕树广场、 旱

冰广场等十多处景区ꎮ 湖水清澈平静ꎬ 波光粼ꎬ 空气清新ꎻ 湖岸依水而植的落羽杉、
水蓊、 蒲桃、 垂柳ꎬ 林木茂盛ꎬ 郁郁葱葱ꎮ 园内环湖岸建有三孔曲桥、 亭子、 小溪、
凤凰苑、 草地、 树林、 沙池、 健身设施ꎬ 花草树木丰富多样ꎬ 鸡蛋花、 龙眼树、 吊瓜

树、 椰子树等ꎮ 动物有蜜蜂、 蜻蜓、 蝴蝶、 燕子、 麻雀等ꎬ 呈现一派鸟语花香的景

色ꎮ 以湖面为中心ꎬ 湖中曲桥横卧ꎬ 桥身嵌上 “霞湖” 两字ꎬ 园、 林、 水有机结合ꎬ
环湖绿树繁茂ꎬ 与四周高楼大厦相映成趣ꎬ 园景因水而秀美ꎬ 湖水因桥而显灵气ꎮ
(梁志强)

　 儿童公园

四、 儿童公园

【儿童公园】 位于霞山解放东路ꎬ 占地面积 ０ １５ 公顷ꎬ 是湛江市唯一的专类儿

童公园ꎮ 虽然地方小ꎬ 但却以其精妙的园林布局ꎬ 成为湛江市少年儿童 “第一乐

园”ꎮ 公园南靠延安路ꎬ 北临解放东路ꎬ 西与霞湖公园、 霞山商业步行街遥望ꎬ 人流

量较大ꎬ 区位条件优越ꎬ 公共交通便利ꎬ 通达性强ꎬ 每年接待青少年游客 ２０ 多万人

次ꎬ 最高 ５０ 多万人次 (１９８８ 年)ꎮ 这里原是一片木麻黄树林ꎬ 高大挺拔ꎬ 附近居民

误称为 “松林”ꎮ １９７３ 年ꎬ 市里拨款 １４ 万元ꎬ 在此地兴建公园ꎮ 当时市城建局局长

王开贵、 副局长左达亲自抓公园筹建工作ꎮ 公园规划设计由叶候荣、 黎汝冠、 吴纪华

工程师负责ꎬ 种植花草树木由市园林管理处负责ꎬ 土建工程分别由原省四建、 市政工

程队、 坡头工程队、 东山

工程队、 乾塘工程队等负

责施工ꎮ 公园呈正方形ꎬ
对称式设计ꎬ 呈现 “一线”
“两轴” “五节点” 的空间

布局ꎬ 趣味乡村体验区、
梦幻科普区、 传统文化休

闲区、 乐趣探险区、 稚趣

游乐区等五个活动区ꎬ 设

置儿童之家、 长征路、 电

动飞机、 旋转木马、 多向

滑梯、 猴舍等共 ２２ 个儿童

游乐项目ꎬ 每个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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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以绿化分隔ꎬ 又相互贯穿连通ꎬ 空间得到充分利用ꎮ 虽然留给儿童使用的空间相

对较少ꎬ 显得非常拥挤ꎬ 但布局合理ꎬ 窄地精用ꎬ 堪称城市园林绿化项目的经典之

作ꎮ 其设计成果ꎬ 被收编入 «中国百科全书» 园林编目ꎬ 并作为高等院校园林设计

案例教材ꎮ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动工ꎬ １９７５ 年元旦建成开放ꎬ 正式定名为 “儿童公园”ꎮ
１９８４ 年移交霞山区管辖ꎬ 该园坚持 “以园养园” 的原则ꎬ 开展多种经营ꎬ 把逐

渐积累的资金用于加强公园建设ꎬ 逐步增加新的娛乐项目设施ꎮ １９８６ 年底ꎬ 增设动

物观赏区ꎬ 把面积扩大 ３００ 多平方米ꎬ 动物由过去几个品种ꎬ 增加到有猴子、 梅花

鹿、 南蛇、 波丝猫、 孔雀、 画眉、 八哥、 鹦鹉、 琴鸟、 桂林相思、 珊瑚鸟、 锦鸡、 山

鸡、 英国珍珠鸡等 ２０ 多种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市里投资 ２８ 万元ꎬ 增设电动旋转马、 电池车

漫游太空、 欢乐海洋等四个项目ꎮ 与广西柳州几童玩具厂联营开设小火车项目ꎮ １９８９
年ꎬ 筹集资金 １８ 万元ꎬ 增设欢乐森林、 航天飞机、 太空列车、 登月火箭等四个项目ꎬ
大大地丰富公园的游乐内容ꎮ 同时ꎬ 该公园还组织职工大种花草树木ꎬ 砌花坛、 搞録

篱、 铺园道ꎬ 把公园硬底化道路面积扩建到 ４００ 多平方米ꎮ 种植树木品种有大榕树、
糖棕、 大王椰蒲葵、 散尾葵、 紫荆、 白玉兰、 人心果等热带植物 ７０ 多种ꎬ 绿化覆盖

率达 ９８ ５％ꎮ 在公园边角还辟有 １０００ 多平方米的繁植区ꎬ 主要培植各种时花供应公

园的需要ꎬ 使公园绿树成荫ꎬ 四季花香ꎮ 但公园几经改造ꎬ 过分追求娱乐商业化ꎬ 已

失去昔日设计理念和风采ꎮ ２０１５ 年春节起免费对外开放ꎮ

五、 海田带状公园

【海田带状公园】 位于赤坎城区主要出入口的海田路西侧ꎬ 公园面积 ９ ７ 公顷ꎬ
南北长约 ２ １ 千米ꎬ 东西宽约 ４８ 米ꎬ 因其与海田路并行故得名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动

工ꎬ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建成开放ꎬ 是赤坎区两年内新建成的第二个公园ꎮ 园内种植近

百种具有南国热带特色的植物ꎬ 创造廊、 亭、 小径等不同的景色空间ꎬ 形成层次分

明ꎬ 四季花开ꎬ 颜色娇艳ꎬ 形态各异的生态植物群落ꎬ 构成一幅 “万紫千红总是春”
绿色图画ꎮ 入园处ꎬ 修建市区最大旱喷泉ꎻ 园内景观设计ꎬ 以绿道、 休闲长廊、 雕塑

等园林小品融入城市的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ꎬ 营造富有地域特色的城市出入口道路景

观ꎬ 不仅成为人们进入湛江市区留下 “第一印象” 的开始ꎬ 对外展示湛江特色园林

风貌的窗口ꎬ 同时也是市民观赏休憩的好去处ꎬ 成为以道路交通功能为主转变为集交

通、 游憩、 观光等功能为一体的 “迎宾大道”ꎮ

六、 绿塘河湿地公园

【绿塘河湿地公园】 位于乐华路南侧ꎬ 以自然河流和大面积水塘湿地为主ꎬ 依河

道自然形态呈东西向带状分布ꎬ 全长 ３ ３ 千米ꎬ 总面积 ５ １２ 公顷ꎬ 其中水域湿地面

积 ２ ６７ 公顷ꎮ 历经三期恢复性建设ꎬ 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建成ꎬ 是城市中心区的一条绿色

通风廊道和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栖息地ꎮ 园内兼有咸、 淡水水域ꎬ 能满足海上

和陆地不同动植物的生存ꎬ 现有可记录大型野生动物 １５ 目 ４６ 科 １０６ 种ꎮ 根据不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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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塘河湿地公园

定和名录ꎬ 公园范围内的野生动物共有 ４０ 种被列为保护动物ꎬ 有效修复自然湿地环

境ꎬ 保护湿地植物群落和动植物生境ꎬ 发挥城市湿地在改善生态环境、 休闲和科普教

育等方面的独特作用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ꎬ 获得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称号ꎬ 是广东省唯

一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配合市区绿道改造工程ꎬ 进行园道更新ꎬ 铺设青石条砖ꎬ 每块砖

厚 ８ 厘米ꎬ 总共 ３６０００ 块ꎬ 砖与砖之间留有渗水缝隙 ３ 厘米ꎬ 全长 １ ５ 千米ꎬ 宽 ２
米ꎬ 总面积约 ３０００ 平方米ꎬ 使这条生态园道的面貌焕然一新ꎮ

七、 霞山金海岸观海长廊

【霞山金海岸观海长廊】 １９９８ 年动工ꎬ １９９９ 年建成ꎬ 南起海淀路与海滨公园月

亮岛相连ꎬ 北至海洋路与渔港公园相连ꎬ 全长约 １ ７ 千米ꎬ 根据其地形现状分为南、
中、 北三个区 (南区 ８６０ 米ꎬ 中区 １５０ 米ꎬ 北区 ６９０ 米)ꎬ 总面积为 １５ 公顷 (南区

６ ３８ 公顷ꎬ 中区 ３ ５ 公顷ꎬ 北区 ５ １２ 公顷)ꎮ 南、 中、 北三区从整体来看形象修长ꎬ
中区带动南、 北两翼ꎬ 硬底铺装面积 １０ 公顷ꎮ

南区地形狭长ꎬ 以紫荆广场居中ꎬ 两翼园道收分有致ꎬ 曲弯自如ꎬ 特别是北翼的

园道曲直对比ꎬ 节点连结灵活ꎬ 小型空间收放得体ꎮ 南区的绿化品种繁多ꎬ 乔木、 灌

木及地被等三类植物组团结合ꎬ 层次分明ꎬ ２８ 种花木共 ２１００５ 株ꎬ 草皮 ２３４９０ 平方

米ꎮ
中区地形宽广ꎬ 分东西两面 (东面 １ ３２ 公顷ꎬ 西面 ３ ２ 公顷) 东面冠名 “观海

台”ꎬ 有园路通绕ꎬ 整体以草地为主ꎮ 西面是一大片的空旷草坪ꎬ 呈四方形ꎬ 草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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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为绿篱ꎬ 南西北三边围绕两行油棕ꎬ 种植花木共 １１２６１ 株ꎬ 草皮 ４５１４９ 平方米ꎮ

北区以 “海螺广场” 为主ꎬ 种植不同棕榈植物ꎬ 以低矮植物构成寓意 “两手抓ꎬ
两手都要硬” 等园林小品ꎬ 其花木品种多达 ２８ 种ꎬ 共 ２４１８１ 株ꎬ 草皮 ９６００ 平方米ꎮ

景观设计将文化性、 娱乐性、 服务性等导入海滨景观空间内ꎬ 使整座公园树草常

绿ꎬ 四季花开ꎬ 呈现一派南国特有的热带海滨风光ꎬ 成为市民和国内外游客休闲旅游

的重要景点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ꎬ 被评为 “湛江八景” 之一ꎮ

渔港公园

八、 渔港公园

【渔港公园】 与霞山金海岸观海长廊北端相连ꎬ 东濒麻斜海湾ꎬ 南临海洋路ꎬ 西

靠广州湾大道 (湛江海滨宾馆路段)ꎬ 北接南海舰队 “南沙家园” 基地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建成投用ꎬ 总面积 ２１ 公顷ꎮ 公园景观设计ꎬ 围绕 “渔人、 渔港、 渔船、 渔家” 的

主题展开ꎬ 结合湛江的地理气候、 文化底蕴等条件ꎬ 突出表现雷州半岛的渔民形象、
渔港风情与渔家生活等海洋渔业文化元素ꎮ 景观创作突出民族化、 地方化、 生态化和

人性化的设计理念ꎬ 为市民提供优美的海滨亲水休闲活动空间ꎮ 植物配置ꎬ 以棕榈科

植物和乡土植物为主ꎬ 充分体现浓郁的雷州半岛乡土气息ꎮ 园内设有入口广场、 «海
之恋» 雕塑、 旱喷泉、 渔乡风情、 渔港渔歌、 渔人之家、 南海明灯、 椰林沙滩、 港

湾钟楼等主要景区和景点ꎬ 成为湛江市区一个海滨亲水性的主题公园ꎬ 也是湛江市民

休闲娱乐的好场所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 渔港公园海滨浴场建成投用ꎬ 为人们提供一个亲

海近海的好去处ꎮ 公园以 “海滨亲水性” 为主题ꎬ 荣获 ２０１４ 年广东省政府启动 “岭
南特色规划与建筑设计评优活动” 的特色园林设计银奖ꎮ 为了满足湛江 “一湾两岸”
城市发展格局的需要ꎬ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结合渔港公园和海洋路改造ꎬ 辟建广州湾大道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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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ꎬ 在渔港公园与湛江海滨宾馆中间穿过ꎬ 长 １４００ 米ꎬ 宽 １５~１８ 米ꎬ 成为一条百姓

看得见走得近海边的景观大道ꎬ 半合围拥抱公园ꎬ 道路景观、 公园景观与海湾景观融

为一体ꎬ 相得益彰ꎮ

九、 南桥公园

【南桥公园】 位于赤坎南桥河上游ꎬ 南靠原广东湛海仪表厂ꎬ 西倚赤坎水库大

坝ꎬ 北接富虹上游城居住区ꎬ 东夹南桥河潺潺水流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建成ꎬ 面积 ８ ６ 公

顷ꎬ 是一个集观赏、 游憩、 健身于一体的市级公园ꎮ 公园建设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ꎬ
以植物造景为主ꎬ 突出生态建园的特征ꎬ 园内种植有上百种植物ꎬ 以棕榈科植物居

多ꎬ 环境优美ꎬ 格调幽雅ꎬ 通过丰富的植物群落与山体、 溪涧、 瀑布、 湖泊、 建筑等

巧妙结合ꎬ 突显南国热带风情景色ꎮ 园内依照河流分为南苑、 北苑两部分ꎬ 通过一座

斜拉索桥相连ꎮ
南苑设有文化广场、 桃花潭、 竹溪、 钓鱼台、 水帘洞、 椰林沙滩、 花架廊、 一览

亭等主要景点ꎬ 各景点的设计精巧ꎬ 立体感强ꎬ 布局独具匠心ꎬ 景观层次分明ꎬ 错落

有致ꎬ 自然幽野ꎬ 绿如碧海ꎮ
北苑设有植物廊、 浮雕小广场、 情侣亭等景点ꎬ 苑内绿树成荫ꎬ 绿草如茵ꎬ 其中

拥有 ２８ 个拱门、 长 ５０ 米、 高 ５ 米ꎬ 用福建茶铺设而成植物花廊尤为引人注目ꎬ 成为

公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ꎮ 公园建成开放后ꎬ 成为附近居民休息、 游玩的好场所ꎮ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组织专家对南桥公园进行考察ꎬ 专家给予评价: 因地制

宜ꎬ 因势构景ꎬ 既构建出朴野与生态的自然风韵ꎬ 又体现精致而文雅的乡土文化品

位ꎬ 荣获 “广东省风景园林优秀样板工程” 二等奖ꎮ

十、 北桥公园

【北桥公园】 位于赤坎南、 北桥河交汇处ꎬ 占地面积 ６ 公顷ꎬ 于 ２００４ 年建成ꎬ 是

湛江市区较有特色的综合性公园ꎮ 该园最大特色是水景设计和建造ꎬ 运用各种造景手

法ꎬ 整合湛江地方文化元素ꎬ 营造生动景观ꎬ 标志性雕塑 «河之恋»ꎬ 耸立在赤坎

南、 北桥河交汇处环绕的半岛上ꎬ 仿似 “Ｒ” 造型ꎬ 是取英文单词 ｒｉｖｅｒ “河” 的首个

字母ꎬ 雕塑蓝黄两色分别代表南、 北桥河ꎬ 暗喻两河相依相恋ꎮ 在雕塑广场南侧ꎬ 设

有一座结构亭ꎬ 远望ꎬ 如白帆飞扬造型ꎬ 近观ꎬ 是休闲凉亭ꎻ 渔村主题广场ꎬ 建造有

木栈桥、 渔船、 草亭等园林小品ꎬ 反映朴实自然的雷州渔家特色ꎻ 形似自然的雾喷

泉ꎬ 雾气漂浮空中ꎬ 周边花木赤橙浅绿ꎬ 梦幻嫣然ꎬ 恍惚空气中都弥漫着浪漫的气

息ꎬ 让人陶醉ꎻ 雾喷泉广场用石板铺设地面ꎬ 以不同颜色构成一幅 «湛江市区地

图»ꎬ 更增添几分乐趣ꎬ 向北延伸至坡顶设有西式风格的观景亭ꎻ 儿童游乐场ꎬ 分别

有植物迷宫、 沙坑、 戏水池、 水帘小品等游戏设施ꎻ 体育健身区位于公园西北部ꎬ 设

有门球场、 旱冰场、 小涌泉、 趣味健身步道等设施ꎮ 公园植物栽种精心搭配ꎬ 依地形

走势ꎬ 高低错落有致ꎬ 形成自西向东依次为开阔草坪、 疏林缓坡草坪和陡坡密林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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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树、 凤凰树、 木棉、 榕树、 鸭脚木等乡土植物ꎬ 配置金凤花、 决明子、 夹竹桃、
龙船花等花灌木ꎬ 相互映衬ꎬ 景色分明ꎬ 形成终年常绿、 四季花香的景象ꎮ

花之恋广场

十一、 南国热带花园

【南国热带花园】 位于湛江城市中心区ꎬ 东临海滨大道ꎬ 西起人民大道ꎬ 北接体

育南路ꎬ 南连文东路ꎬ 上述四条主干道围合而成市区最大花园ꎬ 占地总面积 ６４ 公顷ꎬ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 日建成开放ꎬ 是一座集生态保护、 科普教育、 休闲娱乐与观赏文化为

一体的ꎬ 富有热带园林植物景观特色的市级综合性公园ꎮ
公园建设是湛江市 “一桥两岸三湖四河五大道六花园” 计划中的重头戏ꎬ 运用

园林花卉科普与民俗文化相结合ꎬ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开敞园林空间ꎬ 展示彩色

湛江、 热带湛江独特的园林文化魅力ꎮ 注重生态优先ꎬ 自然修复山林和扩展文保河ꎬ
植绿蓄水ꎬ 因势造景ꎬ 配套儿童游乐区等设施和园林小品ꎮ 以 “花” 为主题进行设

计和建造ꎬ 广栽热带观花植物和乡土植物ꎬ 品种达 ６３６ 种之多ꎬ 其中观花品种达 ３２８
种ꎮ 设有植物园、 千竹园、 旱生 (岩生) 植物区ꎬ 构建地带性植被群落ꎬ 整座公园

草木葱茏ꎬ 百花争艳ꎬ 佳果累累ꎬ 尽显南国热带滨海花城的魅力ꎮ 公园内的亭台楼

阁ꎬ 延用岭南建筑艺术ꎬ 选用本

土火山石、 珊瑚石ꎬ 营造园林建

筑风格ꎮ 以湛江传统民俗文化艺

术为题材ꎬ 创作非遗系列柱状浮

雕ꎬ 构成公园景观主轴ꎬ 体现自

然、 生态的建园理念ꎬ 蕴涵浓郁

的红土文化气息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ꎬ
获得 “广东园林优秀作品” 奖ꎮ
２０１７ 年ꎬ 获得 “广东省宜居环境

范例奖”ꎬ 是湛江市唯一获此殊

荣的公园ꎮ
“花之恋广场” 由位于广场

中央的 «花之恋» 主题雕塑、 两

条休息长廊及浪漫栈桥组成ꎬ 面

积 ３０００ 平方米ꎮ 雕塑高 １２ 米ꎬ
彩蝶造型ꎬ 表现 “蝶恋花ꎬ 花恋

蝶” 的意境ꎬ 由广州美术学院副

教授陈谨设计ꎬ 湛江市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捐资建造ꎮ «花之恋»
与 «海之恋» (渔港公园)、 «河
之恋» (北桥河公园)ꎬ 共同构成

一组 “三恋” 园林文化主题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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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ꎬ 寄托着湛江人对山河湖海割舍不掉的情愫ꎮ
“北广场” 是公园最大广场及主要出入口之一ꎬ 广场上座落着 “三片紫荆花叶

片” 造型雕塑ꎬ 这个雕塑采用夸张手法ꎬ 但含意深刻: 突出紫荆花是湛江市花ꎬ 既

为 «花之恋» 主题雕塑作序景ꎬ 亦是承搭 “南国热带花园” 门牌、 简介的载体ꎻ 运

用 “火山石” “蜂窝石” “珊瑚石” 营造叶脉ꎬ 宛如太阳放出的光芒ꎬ 隐喻植物光合

作用的内在生命规律ꎬ 表现出设计者的匠心独运ꎮ
“鼎能苑” 是一座园中园ꎬ 由深圳市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伟鹏捐资 ７００ 多

万建造ꎬ 以观赏热带荫生植物为主的专类花园ꎬ 面积 １ ２ 公顷ꎮ 该园承继中国传统山

水造园理念ꎬ 融入生态自然、 科普教育为一体ꎬ 分绿荫滴翠、 涵碧晖玉、 山峦逸野三

大景区ꎬ 缀以沁芳桥、 鸣琴溪、 缀玉轩、 滴翠亭、 吟蔻亭等景点ꎮ 全苑种植 ３００ 多种

荫生植物ꎬ 奇花异卉ꎬ 垂缨悬萝ꎬ 绿荫溶溶ꎬ 呈现一派热带雨林的特色景观ꎮ
“丝路花雨” 浮雕群位于南国热带花园景观主轴线上ꎬ 景观设计挖掘和传承湛江

自古就是南国 “海上丝路” 支点的历史文化ꎬ 采用花岗岩雕凿ꎬ 创作一组柱状浮雕

群ꎬ 从北向南分别座落着 “东海人龙舞” “遂溪醒狮” “吴川飘色” “雷州石狗” 和

“廉江舞鹰雄” 等五个不同特色的国家级非遗项目ꎬ 柱雕古朴粗犷ꎬ 生动有趣ꎮ 每条

柱础ꎬ 由一条小溪流连接ꎬ 暗喻 “海上丝路”ꎻ 五项非遗ꎬ 寓意人类历史长河中宛如

飘落的几点雨滴或几片花瓣ꎮ 这条景观轴地面铺设青石条砖ꎬ 两旁种植英雄花———木

棉花和湛江市花———紫荆花ꎬ 花语、 园艺、 非遗和雕塑构成一条别具特色的景观走

廊ꎬ 游览其间ꎬ 让人感觉是一场丰富的视觉文化盛宴ꎮ
“千竹园” 是园中园ꎬ 位于公园 «恋湖» 南岸ꎬ 以竹类植物为主ꎬ 植竹 ２０ 多个

品种ꎬ 面积 ２ ５ 公顷ꎬ 依坡势而建ꎬ 视野开阔ꎬ 远望 «花之恋» 雕塑ꎬ 近掬 «恋湖»
风月ꎮ 园中开凿溪涧ꎬ 分列独岛ꎬ 残留砖窑旧址ꎬ 建竹里新馆ꎬ 走幽深曲径ꎬ 植千竿

翠竹ꎬ 竹芦茶轩香风四溢ꎬ 古窑遗韵苍劲斑驳ꎻ 幽之岛潇洒傲然ꎬ 沁芳涧修竹隐隐ꎬ
可谓幽静清洁ꎬ 高雅风致ꎮ

“花钟” 位于公园西北角ꎬ 是省内最大花钟ꎬ 由湛江市中鑫有限公司捐建ꎮ 整座

花钟由鲜花制成ꎬ 内径 １６ ８ 米ꎬ 有时、 分、 秒三枚针ꎬ 不仅报时ꎬ 还会在 “元旦”
“春节” “五一” “十一” 等节假日 “报节”ꎮ

“主园道” 绿道环绕ꎬ 分为人行道和自行车道ꎬ 总长 ２ ５ 千米ꎬ 依地形弯曲起

伏ꎬ 是适合市民散步、 慢跑等休闲运动的绝佳场所ꎮ

十二、 东坡荔园

【东坡荔园】 位于麻章西北郊 １４ 千米处ꎬ 占地 １７ 公顷ꎮ 其前身是湛江东坡岭农

场ꎬ 成立于 １９６３ 年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归口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管辖ꎮ
据遂溪县志记载ꎬ 公元 １１００ 年ꎬ 宋翰林学士苏东坡被贬琼州ꎬ 途经麻章合流村ꎬ

夕遇黄牛伤禾ꎬ 逐赶至岭边ꎬ 喜见岭上花木葱葱、 荔果累累ꎬ 万绿丛中点点嫣红ꎬ 陶

醉于赏尝ꎮ 入夜在合流岭坡茅舍憩息ꎬ 梦见睡于奇花异草环抱石屋中ꎬ 室内陈设酷似

京城家舍ꎬ 舒适雅致ꎮ 翌晨ꎬ 知情村民纷至送行ꎬ 苏学士深感村民热忱ꎬ 感慨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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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生难得此一宿ꎬ 东坡原是合流人”ꎮ 从此ꎬ 村民遂将此地称作 “东坡岭”ꎮ １９８４ 年

夏ꎬ 现代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闻之昔日苏东坡驻足荔园ꎬ 欣然挥毫题下 “东坡荔

园”ꎮ
东坡荔园分三大景区: １ 东坡荔园渡假村ꎬ 占地面积 ３ ８ 公顷ꎬ 投资 １０００ 多万

元ꎬ 建有绿居、 林居、 迷你居、 金湖乐宫、 迷宫、 游泳池、 溜冰场、 烧烤台、 钓鱼

亭、 东坡饭庄、 美食大观一条街等设施ꎬ 集食、 住、 玩、 农业观光、 旅游渡假于一

体ꎮ ２ 荔枝园景区ꎬ 以荔枝树为主ꎬ 配植其它花卉果树ꎬ 形成观荔阁、 百花园、 百

果园等景点ꎮ ３ 东坡岭火山地质地貌景区ꎬ 与笔架岭、 湖光岩等均属同年代火山地

质活动板块ꎬ 可开发为 “中国雷琼火山世界地质公园东坡岭景区”ꎮ

十三、 滨湖公园

【滨湖公园】 位于湛江市赤坎区的城市中心区北部、 海田区的东侧ꎬ 其南面为军

民大道ꎬ 西面为海湾路ꎬ 北面为东盛路ꎬ 是湛江市区最大的湖泊湿地生态公园ꎬ 占地

面积 １７ ３３ 公顷ꎬ 湖区集雨面积达 １７３ 平方千米ꎮ 此地原是赤坎沙湾海域ꎬ 南桥河与

北桥河汇合ꎬ 经赤坎江流入海ꎬ １９６９ 年湛江军民共建ꎬ 靠人工堵海筑堤ꎬ 建成 “军
民大堤” 后形成一片湖泊湿地ꎮ 起初ꎬ 这片围垦土地和湖泊ꎬ 附近农民认为海滩、
盐咸地ꎬ 不适宜农业种植而放弃使用ꎬ 全部由广州军区成立赤坎生产基地接管ꎮ

这片湿地毗邻金沙湾观海长廊、 调顺岛及海田片区ꎬ 由于水体受到污染和城市防

洪的需要ꎬ ２００５ 年市政府决定启动滨湖公园建设工程ꎬ 包括军民水闸重建和泄洪设

施加固ꎬ 上游治理污染ꎬ 沿湖内两岸布置园林景观ꎬ 主要由临湖游赏区、 生态休闲

区、 飞鸟休栖区和生态培育区等几大景区组成ꎬ 是湛江市最大的湖泊湿地生态公园ꎮ
根据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及绿地系统规划确定的 “六区五心四廊三带” 这一城市绿

地系统结构ꎬ 滨湖公园是 “五心” 结构的其中之一ꎬ 其性质定为市级公园ꎮ
亮点一: 整体规划设计ꎬ 以 “滨水湿地” 为滨湖公园的主要景观形态ꎮ 以湿地

的自然形态、 恢复湿地的生态系统特征为指导思想ꎬ 以形成开敞的自然空间和湿地概

念的地域、 接纳大量的动植物种类、 形成新的群落生境为主要目的ꎬ 同时为游人提供

生机盎然的、 多样性的游憩空间ꎮ 在此基础上营造新的城市公园类型ꎬ 满足市民日益

增长的接近自然的需求ꎬ 更好地发挥滨湖对于周边城市发展用地的生态、 景观、 经济

等各方面的作用ꎬ 使湛江滨湖公园优美的景观为城市增色ꎬ 使滨湖公园服务更多民

众ꎬ 从而带动周边土地升值ꎬ 并促进其开发建设ꎮ
亮点二: 独特的湿地科教展览馆ꎬ 在滨湖公园的最南端ꎬ 也是公园的主要出入

口ꎬ 一座大型的湿地科教展览馆已拔地而起ꎮ 展览馆主要向游人介绍湿地的重要性、
全球分布情况和其惊人的多样性ꎻ 讲述人类文化和湿地之间的历史ꎬ 展示人与湿地之

间的亲密关系等ꎮ
环湖绿道约 １２ ５ 千米ꎬ 无缝链接ꎬ 将滨湖公园所有的美ꎬ 尽收眼底ꎮ 湿地湖泊、

茶室、 观景台、 休息亭、 栈桥、 小型沙滩、 音乐喷泉、 广场休闲游玩设施齐全ꎬ
不仅能为市民提供一个游玩之余歇息品茗的场所ꎬ 也能满足人们纳凉、 避雨等需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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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公园建设大事记

２００５ 年

启动滨湖公园建设工程ꎬ 开展前期调研工作ꎮ 为加快实施湛江市城市发展总体规

划ꎬ 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ꎬ 促进湛江经济发展ꎬ 提升城市防洪抗灾能力ꎬ 潘那生常务

副市长带领湛江市市政园林局到广州军区赤坎生产基地走访ꎬ 加强与部队沟通ꎬ 商议

合作建设滨湖公园、 城市防洪堤用地整治问题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军民水闸重建正式动工ꎬ 包括水闸主体工程中的闸室底板ꎬ 闸墩、 挡

墙、 启闭架、 消力池、 海漫、 防冲槽抛石等ꎻ 下半幅交通桥及桥护底砼ꎻ 两岸连接段

各约 １００ 米的土方回填ꎻ 工作闸门及检修闸门、 卷扬启闭机安装ꎮ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６ 日ꎬ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与广州军区赤坎生产基地签定 “赤坎滨湖公园、 城

市防洪整治建设用地协议书”ꎮ 主要内容:
同意给湛江市市政园林局无偿使用所属 １、 ４ 号地和滨湖部分土地ꎬ 建设赤坎滨

湖公园城市防洪和整治工程ꎬ 全长约 ２ ２ 千米ꎬ 规划用地总面积 １７３３ 平方米 (２６０
亩)ꎮ 其中: 养殖鱼塘 ９１２００ 平方米 (１３６ ８ 亩) 滨湖水面 ８２１３ 平方米 (１２３ ２ 亩)ꎬ
具体用地范围坐标ꎬ 详见附表ꎮ 以上所述的土地ꎬ 仅限于建设园林绿化、 城市道路和

防洪堤ꎬ 工程预计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开工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峻工ꎮ
是年ꎬ 完成滨湖公园水源上游的赤坎江一期整治工程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与广州军区赤坎生产基签定 “滨湖公园建设用地

补充协议书”ꎬ 调整用地范围:
在确保原协议用地总面积 (２６０ 亩) 不变的条件下ꎬ 将海湾路与军民大道交界处

西南角的三角地 (５９ ７６ 亩) 纳入滨湖公园建设用地ꎬ 将原滨湖公园东侧同等面积土

地调整出滨湖公园建设规划由赤坎生产基地开发使用ꎬ 开发项目与滨湖公园景观

相协调等ꎬ 功能相配套ꎬ 不污染、 影响公园环境ꎮ
是年ꎬ 完成滨湖公园土地勘测规划ꎬ 动工建设赤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ꎬ 确保滨

湖公园水质净化ꎮ
２００９ 年

在潘副市长的督促和指导下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开展养殖鱼塘清理、 湖岸土

地平整ꎮ
是年ꎬ 编制完成 «赤坎海田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ꎮ
２０１０ 年

完成编制 «湛江生态市建设规划»ꎬ 开展 « “一湾两岸” 城市景观规划» 编制工

作ꎮ
２０１１ 年

完成赤坎江整治二期工程ꎻ 动工建设滨湖路二期工程ꎬ 沿滨湖路和湖岸开展绿化

种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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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 完成滨湖公园一期工程ꎬ 军民路至东盛路 ２ ３ 千米湖岸完成整治开放使

用ꎬ 增加公园用地 １ １ 万亩ꎬ 建成绿道 ４０ 千米ꎬ 新增绿地面积超 １００ 万平方米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启动 “滨湖堤岸整治工程”ꎬ 南起军民路ꎬ 北接 ３２５ 国道ꎬ 两岸堤线总长

１２ ６ 千米ꎬ 整治主要内容为加固两岸堤防ꎬ 生态绿化ꎬ 利用沿线堤岸建环内海湾绿

道及相关配套设施ꎮ
是年ꎬ 完成滨湖公园北岸东盛路的绿化改造工程ꎮ
２０１５ 年

滨湖公园一期工程如期完成ꎮ 正式启动二期整治升级改造工程ꎮ
同时ꎬ 开展综合整治ꎬ 相关部门采取应急措施减少对滨湖的污水排放ꎬ 加快赤坎

水质净化厂三期建设ꎬ 彻底治理湖水污染问题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滨湖公园三期综合整治工程已启动ꎬ 包括在滨湖西岸中部新建湿地项目ꎬ
设置少量栈桥、 栈道ꎬ 种植以水生植物为主ꎬ 结合陆生植物景观和一些园林建筑小

品ꎬ 打造湿地生态区和湿地游赏区ꎮ
１２ 月ꎬ 完成滨湖公园二期整治升级改造工程ꎮ 新建 １ ６ 千米的水上栈桥、 ５００ 米

长的跨湖桥和沿湖观景亭、 休闲广场、 游艇码头等项目ꎮ
２０１７ 年

建成滨湖公园环湖绿道 １２ ５ 千米ꎮ

十四、 金沙湾观海长廊

【金沙湾观海长廊】 位于赤坎区金沙湾畔ꎬ 东临麻斜海ꎬ 西靠观海路ꎬ 北起军民

大道ꎬ 南至原救捞码头 (天悦湾水上中心) 止ꎬ 是湛江市实施 “一湾两岸” 西海岸

景观改造工程的组成部分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完成一期ꎬ ２００６ 年完成二期ꎬ 全长 ２ １ 千

米ꎬ 宽 ６７ 米ꎬ 占地面积 １２ ６ 公顷ꎮ 该长廊自西向东分为人文景观展示区、 沙滩亲水

活动区、 中心广场景区、 生态之旅景区ꎮ 中心广场设有喷泉区、 奥运女神塑像和湛江

籍运动员手印台及观海台ꎮ 植物配置体现地方特色ꎬ 植物近 １００ 种ꎬ 以棕榈科植物和

常绿植物为主景树ꎬ 适当搭配落叶、 针叶树种ꎬ 做到乔、 灌、 草结合ꎮ 红色的红叶

草ꎬ 黄色的假花生ꎬ 绿色的草坪等大色块植物带纵横交错ꎬ 凤凰木、 木棉、 大花紫薇

等开花乔木有序亮相ꎬ 形成椰风鸥影、 绿树成荫、 鲜花盛开的南国热带海滨风光ꎮ
从长廊拾级而下ꎬ 是露天浴场ꎬ 海岸线长 ３００ 米ꎬ 整个浴场面积 ４ 公顷ꎬ 可容纳

２ 万名游客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建成开放ꎮ 为了实现 “还海于民ꎬ 还岸于民ꎬ 还绿于民”
的承诺ꎬ 市里投资 ３ 亿元ꎬ 实施 ３００ 千米海湾清障工程ꎬ 清洁海滩ꎬ 绿化海岸ꎬ 更换

浴场白沙ꎬ 使金沙湾观海长廊呈现碧海银沙、 浪缓滩平的景观ꎬ 成为一个集游泳、 娱

乐、 休闲为一体的多功能旅游景点ꎬ 迷人的椰风海韵吸引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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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中澳友谊花园

【中澳友谊花园】 位于海湾大桥西岸桥头ꎬ 北起霞海南村ꎬ 南至平乐下村ꎬ 西起

海滨大道ꎬ 东至海湾西海岸ꎬ 占地面积 ３４ ６ 公顷ꎮ 花园规划地位突出ꎬ 是湛江市

“一湾两岸” 城市战略景观节点ꎬ 处于城市东西向中轴线和西海岸广州湾大道的交汇

点ꎬ 又是湛江市 “十一五” 重点建设项目ꎬ 既是西海岸综合整治的重要节点工程ꎬ
定性为市级综合性公园ꎬ 也是体现中澳两国文化交往的象征ꎬ 是中国湛江市与澳大利

亚凯恩斯市缔结友好城市的结晶ꎮ 花园建成以来ꎬ 年均游人 ２０ 万人次ꎮ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ꎬ 湛江市与凯恩斯市缔结为友好城市ꎻ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ꎬ 结合湛江市西

海岸综合整治工程ꎬ 中澳双方合作兴建中澳友谊花园ꎬ 选址湛江海湾大桥西岸桥头ꎬ
以谱写两市人民的友谊情结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中澳双方协商完成总体概念

设计ꎬ 由湛江市城建设计院完善总体规划及详细设计ꎻ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开工ꎬ 举办

中澳友谊花园开工暨凯恩斯市捐赠树木 (火焰树、 浦桃树) 种植仪式ꎻ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竣工开放ꎬ 总投资 ４０００ 万元ꎮ
花园设计以 “生态、 人文、 和谐” 为主题ꎬ 倡导节约型园林ꎬ 综合 “生态－美学

－游憩” 的原则和方法ꎬ 体现城市绿地基础建设的生态意义ꎬ 表达中澳双方友谊的人

文意义ꎬ 展示与大桥、 大海相和谐的空间意义ꎮ 整座花园分为一带三区ꎬ 一带指由谊

湖－婉湖－静湖组成的蜿蜒水系ꎬ 成为贯穿全园的生态基底ꎮ 三区分别为康体娱乐区、
科教休闲区和生态展示区ꎮ

(一) 康体娱乐区ꎮ 面积 ８ ７６ 公顷ꎬ 包括观景栈道、 亲子乐园、 棕榈植物区、
生态停车场等ꎬ 以动为主ꎬ 动静咸宜ꎮ

“观景栈道”ꎮ 生态自然的木栈道蜿蜒穿梭于特色建筑群中ꎬ 以热带特色果树菠

萝树为主调树种ꎬ 配置蒲葵、 鸟巢蕨、 小鸟蕉等娱乐性植物ꎬ 色彩鲜艳的花团为亮

点ꎬ 引导游人漫步到海边ꎮ
“棕榈植物区”ꎮ 以大疏大密的种植格局ꎬ 种植 ５０ 多种的棕榈科植物ꎬ 结合蜿蜒

的婉湖、 开敞的草地ꎬ 呈现浓郁的南国热带风情ꎮ
(二) 科教休闲区ꎮ 面

积 １０ ８１ 公顷ꎬ 包括热带

花园、 灯塔广场、 红林大

道等ꎬ 展示热带植物景观

和开展中澳双方交流活动

等ꎬ 寓教于游ꎮ
“红林大道”ꎮ 园道铺

设透水红砖ꎬ 两旁植物以

红艳艳的澳洲火焰木为主

导元素ꎬ 分别配植凤凰木、
美人树、 杜鹃、 黄蝉等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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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调开花植物ꎬ 加以色彩强化ꎻ 栽两市市花ꎬ 立友谊双环ꎬ 建友谊双桥ꎬ 见证中澳两

地友谊ꎮ
“热带花园”ꎮ 景观核心: 巨首关舞台和艺术景观墙ꎬ 是兼表演和休闲的活动场

地ꎬ 舞台背景是反映澳洲土著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双面艺术景观墙ꎮ 绿化配植体现南、
北两个半球相同的热带气候特征ꎬ 以地带性植物两地 “市花林” 为基调ꎬ 分别种植

凯恩斯市市花金蒲桃和湛江市市花洋紫荆ꎬ 以热带开花乔灌木为主线ꎬ 如风铃木、 凤

凰木、 各色勒杜鹃花、 日日樱等ꎬ 呈现缤纷花意ꎮ 栽植澳洲原产的特色植物ꎬ 如瓶干

树、 红花银桦、 南洋杉、 金合欢等ꎬ 配植湛江乡土树林ꎬ 营造 “一园两国园林景

色”ꎮ
(三) 生态展示区ꎮ 面积 １３ ３ 公顷ꎬ 包括海湾大桥桥底、 芦香涤荡、 姐妹广场、

原生态湿地景区ꎬ 表现生态静谥、 野趣横生、 植物多样的特性ꎮ
“原生态湿地景区”ꎮ 因地制宜ꎬ 保留原有海岸湿地生态系统ꎬ 大片保留卤蕨、

芦苇、 苦郎树等海岸湿地灌木草丛ꎬ 体现自然的水草之美ꎮ 草舞莺飞ꎬ 生物多样ꎮ
“品果轩”ꎮ 与静湖融为一体ꎬ 与芦香亭、 芳甸桥相呼应ꎬ 天光云影ꎬ 芦香涤荡ꎮ

在品果轩旁ꎬ 种植有凯恩斯市赠送给湛江 ２２ 种 ３００ 多株澳洲特色植物ꎬ 值得一提的

是ꎬ 在一个公园内可以欣赏到南北半球两个热带地区植物ꎬ 两市市花－－－洋紫荆与金

蒲桃ꎬ 两市英雄花———木棉树与火焰树ꎬ 共同见证两市人民的友谊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沿着西海岸中澳友谊花园辟建广州湾大道ꎬ 该工程第二标段从海滨船

厂至穿过中澳友谊花园ꎬ 施工范围包含花园 ４ ４１ 公顷用地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竣工ꎬ 与花

园连成一体ꎬ 相得益彰ꎮ 广州湾大道是湛江市 “还岸于民” 重点工程ꎬ 是大力发展

海滨旅游ꎬ 打造湛江旅游新亮点的一条重要景观路ꎬ 全长约 １１ 千米ꎬ 将海西城区

(主城区) 海滨公园、 金海岸观海长廊、 渔港公园、 中澳友谊花园、 水上运动中心和

金沙湾观海长廊等景点串联起来ꎬ 形成一条独具南国热带海滨风光特色的旅游观光

带ꎮ 中澳友谊花园是这条观光带上一颗最闪亮的绿明珠ꎮ

十六、 瑞云湖公园

【瑞云湖公园】 为湛江市区最大的公园ꎬ 总面积 １３８ 公顷ꎬ 其中水体面积 １１１ 公

顷ꎬ 周边邻近赤坎区东菊、 陈屋港、 洪屋下和麻章区云头上等村庄ꎮ 公园建造ꎬ 是在

整治赤坎水库周边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绿化美化ꎬ 历经一年改造完成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对外开放ꎮ 园内配套建有湖岸广场 ３ 个ꎬ 绕湖绿道总长 ７ ２ 千米ꎬ 双环走向ꎬ 分成

人行绿道和自行车绿道ꎬ 两道之间有植物分隔ꎬ 沿湖岸曲折延绵ꎬ 颇有特色ꎬ 是湛江

市区所有公园之中最长的绿道ꎮ 园内建有万花岛、 九曲桥、 徒步驿站、 林中凉亭和公

厕等各种配套设施ꎮ
公园实行 “一园两制” 管理模式ꎬ 公园内赤坎水库大坝、 溢洪道、 排供水管道

等水利工程附属设施ꎬ 以及水库正常水位线 (１４ ５ 米高程) 以下的库面ꎬ 由湛江市

雷州青年运河管理局按水利工程要求进行管理ꎻ 公园内赤坎水库正常水位线 (１４ ５
米高程) 以上陆地、 瑞云湖公园红线范围内 (不含水工建、 构筑建所在范围) 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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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保洁工作及花木养护、 绿化、 美化ꎬ 和园内所有园林附属设施维护管理ꎬ 分两个

阶段实施ꎬ 即在公园建成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到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期间由湛江市水务

局负责管理ꎻ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起ꎬ 移交给湛江市南国热带花园管理处负责维护管理ꎮ

十七、 银帆公园

【银帆公园】 位于霞山区银帆片区ꎬ 东至人民大道与绿塘河湿地公园隔街相连ꎬ
南至规划泉庄路ꎬ 西至银帆路与市第四中学新校区隔街相望ꎬ 北至乐山大道ꎬ 占地面

积约 ２７ ５ 公顷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动工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完工ꎬ 投资约 ６０００ 万元ꎮ 其中ꎬ
城市道路用地面积为 ２ ５７ 公顷ꎮ 在人民大道西侧和乐山大道南侧各设置一个主要出

入口ꎮ 公园设计主题为 “湛蓝之心”ꎬ 对长久居住在海边的湛江人来说ꎬ 湛蓝色代表

一种海洋文化ꎬ 公园内建有 “银湖” (水体湿地)、 园道广场、 景观绿化、 河道小桥、
电气照明、 河道整治和管理房等配套设施ꎬ 还有沙池ꎬ 沙池上面建有秋千、 滑梯、 健

身设施等运动器械ꎮ 其中ꎬ 河道整治工程ꎬ 是对公园范围内绿塘河上游长约 ８００ 米的

河道进行整治ꎬ 内容包括截污、 补水和生态系统修复ꎮ 截污工程ꎬ 是在沿河道岸边新

建一条长 ８２０ 米、 管径 １ 米的截污管道ꎬ 将椹川大道至公园段的污水截流ꎬ 引入下游

排污专管ꎬ 通过提升泵站把污水抽到开发区污水厂处理ꎻ 椹川大道以西的污水则通过

另外排污管道截流到屋山污水处理厂ꎬ 或农村小型污水厂进行处理ꎮ 补水ꎬ 主要是利

用屋山污水处理厂的中水ꎬ 和水务部门的引水工程ꎬ 将青年运河水引入公园 “银
湖”ꎬ 河水经公园水体湿地净化后再流入绿塘河ꎬ 从而解决绿塘河污染问题ꎮ 生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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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ꎬ 结合公园整体设计ꎬ 恢复河道生态系统原貌ꎻ 公园中心有个小湖ꎬ 湖西面建有一

个较大的红瓦凉亭ꎬ 供游人休息用ꎬ 在亭子里不仅可以观赏四周绿树翠柳ꎬ 还可以欣

赏波光粼粼的湖水ꎬ 甚有 “风乍起ꎬ 吹绉一池春水ꎮ” “春和景明ꎬ 波澜不惊ꎬ 上下

天光ꎬ 一碧万顷” 的意境ꎮ 从一块旧厂房林立、 各种杂物堆积的 “闲置地” 变成人

们向往的悠闲绿地ꎬ 满眼绿色ꎬ 让人心旷神怡ꎮ

十八、 东菊公园

【东菊公园】 位于赤坎区南部ꎬ 源珠路北端与椹川大道交汇处ꎬ 原为市园林处属

下东菊苗场ꎬ 占地面积 １３ ４９ 公顷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动工ꎬ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完工ꎬ 公园设计

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和自然条件ꎬ 整合原有小水塘ꎬ 形成水体湿地ꎬ 设计亲水平

台、 湖中生态小岛等ꎬ 打造亲水空间ꎮ 绿化设计ꎬ 以保护原有植被、 维护原生态自然

环境为原则ꎬ 保留和利用苗场原有大树和形态较好的树木ꎬ 并结合本地特色ꎬ 以乡土

树种为主ꎬ 使公园绿意盎然ꎮ 设置儿童玩乐区、 康体健身广场、 网球场、 门球场等适

合不同年龄层的活动空间ꎬ 贯穿全园绿道步行系统ꎬ 满足市民的多种需求ꎬ 配套建设

服务中心、 亭廊、 座凳、 音响等服务设施ꎮ
东菊公园是湛江市首个按 “政企共建” 模式进行建设ꎬ 是市级综合性公园ꎬ 为

建筑高密度市区中心提供一块稀缺的绿色生态空间ꎬ 对于改善城市生态系统有着重要

作用ꎮ

十九、 坡头区公园

位于海湾东岸的坡头区公园ꎬ 主要分布在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公司所在地的五

个生活区内ꎮ
【怡海园】 位于南海西部公司第一生活区ꎬ 湛江渡口东岸码头北侧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１

月动工ꎬ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竣工ꎬ 同年 ８ 月投人使用ꎬ 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南海西部公

司投资 ５８ 万元建成ꎬ 占地 ０ ９１ 公顷ꎬ 绿化面积 ０ ７４ 公顷ꎮ 园西、 北部濒湛江海湾ꎬ
建有探海桥、 醉波亭、 浴晖亭、 同逸轩、 谐翠石等景点ꎬ 有草地 ６００ 平方米ꎬ 有椰

树、 木棉树、 人心果、 鸡蛋花等热带特色树木 ４７ 种 １１７０ 棵ꎮ 人们常登亭沐浴海风ꎬ
望海鸥翔集ꎬ 睹海湾大桥雄姿ꎬ 听渔歌唱晚ꎮ

【儿童乐园】 位于南海西部公司第二生活区鸡明山路口旁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动工ꎬ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竣工ꎬ 同年 １０ 月 １ 日正式投用ꎬ 由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公司投资 １２１
万元建成ꎮ 占地面积 １ ２３ 公顷ꎬ 绿化面积 ０ ７３ 公顷ꎬ 内有假山、 鱼池ꎬ 有登月火

箭、 游龙戏水、 电网磁碰车、 双人飞天、 万马奔腾、 激光枪、 游戏机、 电动玩具、 飞

机漫游太空、 飞船、 转象、 汽车赛车、 海洋球等游乐设施 ７２ 台 (套)ꎮ
【三区公园】 位于南海西部石油公司第三生活区南油三中西侧ꎮ １９８８ 年中国海洋

石油南海西部公司投资 ４０ 万元建成ꎬ 占地 ０ ９ 公顷ꎬ 绿化面积 ０ ８ 公顷ꎮ 园内有一

座大象雕塑ꎬ 有凉亭 ２ 个ꎬ 有活动小广场 １ 个ꎬ 园内有荔枝、 龙眼、 芒果等多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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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ꎮ
【五区街心花园】 位于采油公司办公楼南侧ꎬ 占地面积 ０ １６ 公顷ꎮ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动工ꎬ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竣工ꎬ 由南海石油公司投资 １４ ５ 万元建成ꎮ 园内有凉亭 １ 个ꎬ 绿

廊长 ６６ ７ 米ꎬ “海豚” 和 “海狮” 雕塑 ２ 座ꎬ 流线型钢筋水磨石门 ２ 座ꎬ １０ 平方米

花坛 ２ 个ꎬ 花岗岩曲径 ２００ 多米ꎮ
【街心公园】 位于南油第二生活区迎宾馆前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公

司投资 ２００ 万元建成ꎮ 占地面积 １ ４７ 公顷ꎬ 绿化面积 １ ３３ 公顷ꎮ 园内有乔木 ２７ 种ꎬ
其中名贵乔木 １３ 种ꎬ 花灌木 ２２ 种ꎻ 有面积 １２００ 平方米活动广场 １ 个ꎮ

二十、 麻章区公园

【麻章百乐园】 位于麻章区城区中心部位ꎬ 麻章中学和麻章中心小学的两侧ꎬ 占

地面积约 １ ６７ 公顷ꎬ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ꎬ 是麻章区唯一的中心公园ꎮ 该公园原是两

个污水塘ꎬ ２００３ 年市里投资 １２０ 万元ꎬ 通过引渠治污ꎬ 因地制宜ꎬ 把原来污水塘改

建为现在东湖和西湖两个景观水面ꎬ 湖边建造水榭、 休息廊、 花架廊、 小广场ꎬ 供游

人闲庭散步ꎮ 公园内设有曲桥、 小溪流、 游览园道、 健身广场、 健身小径、 小型健身

场、 管理房和公厕ꎮ 园内四季花开ꎬ 湖中曲桥迂回ꎬ 湖边水榭辉映ꎬ 小径林荫ꎬ 杨柳

绿影ꎬ 湖水清澈ꎬ 成了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场所ꎮ

第三节　 道路绿化

道路绿化作为城市规划、 设计和建设中重要的环节ꎬ 是城市的 “门户”ꎬ 能直接

关系到城市的形象ꎬ 也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之ーꎮ 道路绿化搞好了ꎬ 不仅美化街

景ꎬ 同时还有净化空气、 减少污染、 改善小气候、 维护生态平衡、 保护路基、 组织城

市交通等作用ꎮ 湛江道路绿化建设注重打造 “一路一树ꎬ 一街一景” 绿化景观ꎮ

一、 道路绿化景观

新中国成立前ꎬ 湛江市区路树稀少ꎬ 分布状况不均衡ꎬ 多集中于官署、 衙门所在

地周围ꎬ 是达官贵人常到之处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逐步扩大路树种植ꎬ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ꎬ 按照陶铸

同志指示ꎬ 在长 １２ 千米的主干道霞赤路两侧ꎬ 各种五行木麻黄树ꎬ 全路形成浓荫覆

盖的绿色长廊ꎮ ８０ 年代ꎬ 湛江市区道路逐步改造为 “三板四带” “三板两带” 结构ꎬ
即将道路划分成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和绿化分隔带ꎮ 至 １９８６ 年ꎬ 市区道

路总长 １３５ ４ 千米ꎬ 宽 ４ 米以上的道路 ２０９ 条ꎬ 已绿化 １１１ 条ꎬ 长 ９８ 千米ꎬ 种植各

种乔木 ４５５９８ 株ꎬ 绿篱 １２８４ 米ꎬ 花灌木约 ４５ 万丛ꎬ 人均拥有公共绿地 ６ ３４ 平方米ꎬ
绿化覆盖率 ２３ ２９％ꎬ 城区人均绿地 ３９ ２９ 平方米ꎮ 其中ꎬ 解放东路、 文明路、 人民

南路等绿化都具有独特的风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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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东路

【素有花街之称的解放东路】
绿化美化在布局和风格上颇具特

色ꎬ １９５８ 年种植的盆架子、 石

栗ꎬ 高大挺拔ꎬ 整齐排列ꎬ 还有

假槟榔、 凤凰树等ꎬ 构成两条绿

色长廊ꎻ 全长 ９４０ 米ꎬ 宽 ３８ 米ꎬ
隔车带上一个个新颖美观的花

坛ꎬ 嵌镶在翡翠玉带似的林荫道

旁ꎬ 花坛里的茉莉、 兰草、 红桑

和大红花ꎬ 五颜六色ꎬ 争芳斗

艳ꎬ 把绿化、 美化、 香化融为一

体ꎮ 该路东连海滨公园ꎬ 西接人

大大楼门前绿化广场ꎬ 路两侧分布有儿童公园、 青少年公园、 工人文化宫和霞山花

圃ꎬ 整条道路蔚为壮观ꎬ 绿化层次鲜明ꎬ 堪称为一座带状的大花园ꎬ 令国内不少行家

赞叹不已ꎮ ２００４ 年后ꎬ 因道路交通发展需要ꎬ 进行路面拓宽改造ꎬ 花坛被拆除ꎬ 保

留人行道上双行绿荫林带ꎮ
【季相分明的法国枇杷】 湛江最早出现的行道树ꎬ 是在广州湾租借时期ꎬ 由法国

人从越南最先引进的枇杷树ꎬ 种在马路两旁ꎬ 因而得名法国枇杷ꎮ 其实ꎬ “法国枇

杷” 是别名ꎬ 它的正式学名叫大叶榄仁ꎮ 大叶榄仁富于人性化的表现———多变的叶

子ꎬ 在默默无闻地给人们撑起一片片绿荫的同时ꎬ 又忠实地传达悄然变化的自然气

息: 每到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时ꎬ 她的叶子呈现出新芽翠绿ꎬ 给人们带来生机盎然的

浓浓春意ꎻ 每到炎夏酷暑、 骄阳似火时ꎬ 她的叶子硕大墨绿ꎬ 层层叠叠ꎬ 给人们撑起

一把把巨伞ꎬ 形成 “绿色隧道” 遮挡住烈日照射ꎻ 每到谷黄果熟的秋天ꎬ 她的叶子

由绿变黄ꎬ 绚丽多姿ꎬ 给人们报送丰收的喜讯ꎻ 进入冬季ꎬ 寒流袭来ꎬ 她的叶子由黄

变红ꎬ 数日之间便红叶落尽ꎬ 树下铺满 “黄金钾”ꎬ 树上变成一副 “光头” 相ꎬ 阳光

普照ꎬ 给人们洒下暖融融的光热让这个吹着冷风的冬天ꎬ 抹上一笔火红般炽热的

色彩ꎮ
湛江地处祖国大陆的最南端ꎬ 又是大陆唯一的热带海岸地段ꎬ 气候温暖ꎬ 雨季旱

季分明ꎬ 但四季不分明ꎮ 大叶榄仁通过其叶子色彩的变化ꎬ 把一年四季不同的气候信

息悄然地演绎出来ꎬ 这在湛江植物中是极为罕见的ꎮ 在湛江市区道路中ꎬ 种植大叶榄

仁的有: 逸仙路 (枇杷街)、 文明路、 青岛路、 建新路、 九二一路、 光复路、 中山一

路、 中山二路、 海北路、 “三民路”、 新华路、 海田路等 １２ 条街道两旁ꎬ 占市区 ５８ 条

主干道 ２０ ６９％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７ 年海滨大道绿化改造ꎬ 从霞山文明路口至赤坎军民大道

路口由椰子树全部换成大叶榄仁ꎬ 全路段一年成荫ꎮ 她属于湛江独特的、 或 “人有

我优” 的地带性植物ꎬ 作为反映 “南国风光” 特色的行道树、 景观树首选树种ꎬ 当

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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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革开放后道路绿化景观

改革开放后ꎬ 湛江加快道路绿化建设ꎬ 因地制宜ꎬ 根据道路功能、 自然条件和城

市环境ꎬ 合理配植主干道的绿化ꎬ 道路建设同步配套绿化建设ꎬ 抓住两个重点: 一是

突出热带滨海城市特色ꎬ 绿化配植人性化、 生态化和乡土化ꎻ 二是追求 “一路一树ꎬ
一街一景” 的目标ꎬ 使道路与绿化植物相互映衬ꎬ 共同构成优美的道路景观ꎮ 在遥

感技术核定的基础上ꎬ 经普查统计ꎬ 至 ２００４ 年底湛江城市道路绿地面积 １３７ ５６ 公

顷ꎬ 绿化覆盖面积 ２１６ ４８ 公顷ꎮ
２００５ 年创园成功后ꎬ 湛江道路绿化建设不停步ꎬ 主城区三纵五横主干道和新建

疏港大道、 体育南路、 体育北路等ꎬ 改造乐山大道、 瑞云路、 金康路、 金川路以及小

街小巷等绿地率都能保持高水平ꎮ 至 ２０１６ 年ꎬ 湛江市建成区有城市道路 ４５６ 条ꎬ 总

长 ２７０ ９８ 千米ꎬ 总面积 ７８１ ２ 公顷ꎮ 城市桥梁 ３９ 座ꎬ 长度 ２２１６ １ 米ꎬ 面积 ５ ４５ 公

顷ꎮ 市政排水管道长度 ４７６ ９８ 千米ꎮ 其中已绿化道路 ２６７ ２７ 千米ꎬ 面积 ７７０４９ 公

顷ꎬ 道路绿化普及率 ９８ ６３％ꎬ 达标率 ８２ ２２％ꎮ
２０１６ 年湛江市各城区道路绿化统计情况 (单位: 米)ꎬ 详见下表ꎮ

霞山区主干道绿化统计表

单位: 米

编号 道路名称 长度 宽度 主要树种

１ 解放西路 １７６４ ３５~４５ 榕树、 美人蕉、 盆架子、 大叶紫薇、 九里香、 台湾草

２ 解放东路 ９２０ ３８ ２
石栗、 盆架子、 秋枫、 蒲葵、 垂叶榕树、 大红花、 洒

金榕

３ 人民西四路 ２６８ ４０ ６ 石栗、 盆架子、 红花羊蹄甲、 人面子、 黄蝉、 凤凰木

４ 人民西五路 ２６０ ４１ ９
石栗、 盆架子、 红花羊蹄甲、 人面子、 黄蝉、 凤凰

木、 米兰

５ 湖光路 １１００ ３５
椰子、 蒲葵、 红花羊蹄甲、 桃花心木、 夹竹桃、 石

栗、 其它

６ 机场路 １９７０ ２５ 木麻黄、 红花羊蹄甲、 垂叶榕树、 白千层、 桉树

７ 椹川大道

２１２５ ３５~４２ 椰子、 美人蕉、 勒杜鹃、 大红花、 黄蝉

５７８６ ３９~４６ ５
扁桃、 红花羊蹄甲、 黄槐、 九里香、 洒金榕、 凤凰

木、 大王椰

８ 人民大道北 ２７５０ ４２~６０ 桃花心木、 夹竹桃、 红花羊蹄甲、 九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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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９ 人民大道中 ９５０
桃花心木、 夹竹桃、 洒金榕、 九里香、 红花羊蹄甲、
大王椰

１０ 人民大道南 ３０００
桃花心木、 假槟榔、 木樨榄、 扁桃、 针葵、 紫薇、 黄

槐、 紫露草、

１１ 录塘路 １８１９ ５ ２５~３１ ５ 大叶榄仁、 红花羊蹄甲、 夹竹桃

１２ 文明路 ２２４０ ３７ １ 人面子、 大叶榄仁

１３ 友谊路 ８８４ ５ ２７ ７ 椰子、 蒲葵

１４ 建设路 １４９５ ４２ 椰子、 蒲葵

１５ 建新路 １１９１ ２５ ２~３８
大叶榄仁、 红花羊蹄甲、 夹竹桃、 扁桃、 针葵、 紫

薇、 黄槐、 紫露草

１６ 工农路 １３１８ ３４ ８ 非洲桃花心木、 白千层、 樟树

赤坎区主干道路绿化统计表

单位: 米

编号 道路名称 长度 宽度 主要树种

１ 寸金路 １１３６ ６ ３３ ２ 桃花心木、 细叶榕、 大叶紫薇

２ 农林路 ２１９ ６ １１ ９ 凤凰木

３ 大德路 ８１６ １１ ８ 石栗

４ 九二一路 ７１８ １５ 红花羊蹄甲、 大叶榄仁

５ 中华路 ４５９ ８ １３ ５ 红花羊蹄甲

６ 光复路 ３０７ ６ １４ ５ 大叶榄仁

７ 中山一路 ７２３ ４ ２６ ２~４７ ３ 大叶榄仁、 细叶榕

８ 中山二路 ７８５ １４~３１ ５ 大叶榄仁

９ 康宁路 ２２５３ ６ ３９ ３ 细叶榕、 人面子、 凤凰木

１０ 跃进路 １３２４ ５ １８ ５~２８ ６ 扁桃、 黄槐、 人面子

１１ 北桥路 １４７９ ５ １６ ５~４０ ４ 牛角榕、 红花羊蹄甲

１２ 幸福路 ７００ １３ ５ 麻楝、 石栗

１３ 南桥南路 １５９８ １６ ７ 红花羊蹄甲、 夹竹桃

１４ 南桥北路 １５６１ １４ ３ 红花羊蹄甲、 夹竹桃

１５ 康顺路 １１８０ ４ ５２ ５ 凤凰木、 榕树、 九里香、 蒲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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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海滨七路 １１３４ ４６ ８ 大叶榄仁、 鱼尾葵

１７ 海田路 １１８０ ４２ 细叶榕、 椰子、 大叶榄仁

１８ 调顺路 ６０７９ ６ ７~１７ 红花羊蹄甲

１９ 海棠路 ７００ ２２ 红花羊蹄甲、 大叶榕

２０ 北站路 １５９７ ５ １０ 细叶榕、 黄槐

２１ 南方路 １５０４ ６ １７ １ 红花羊蹄甲、 木麻黄

２２ 新华路 ３２２ １４ ３ 红花羊蹄甲、 大叶榄仁

２０１７ 年开发区主干道路绿化统计表

单位: 米

编号 道路名称 长度 宽度 主要树种

１ 乐山东路 ２０００ ５０ 印度紫檀、 南洋杉、 假槟榔

２ 乐山西路 １０００ ５０ 印度紫檀、 南洋杉、 假槟榔

３ 龙潮路西 １１００ ４０ 印度紫檀、 槟榔

２０１７ 年坡头区主干道路绿化统计表

单位: 米

编号 道路名称 长度 宽度 主要树种

１ 灯塔路 ６００ ８ ５~３４ ８ 桃花心木、 麻楝

２ 北山路 ２７０ １３ ４ 桃花心木、 红花羊蹄甲

３ 南调路 ４４００ １２~２８ ６
桃花心木、 大王椰、 椰子树、 榕树、 柚加利、 红花羊

蹄甲

４ 麻贯路 ４３０ １９ ２ 桃花心木、 红花羊蹄甲

５ 麻斜路 １０００ １２ ７ 松树、 柚加利、 桃花心木

６ 鸡咀山路 ２６００ １８ ７ 桃花心木、 红花羊蹄甲、 榕树、 柚加利

７ 合作路 １１００ １１ ７ 桃花心木、 红花羊蹄甲、 柚加利

２０１７ 年麻章区主干道路绿化统计表

单位: 米

编号 道路名称 主要树种

１ 瑞云路 大王椰、 木樨榄、 人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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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２ 政通路 扁桃、 芒果、 垂叶榕、 黄榕

３ 民乐路 桃花心木、 石栗

４ 麻志路 人面子、 桃花心、 木麻黄、 黄槿、 小叶榕 (金钱榕)

５ 麻遂路 法国枇杷、 广州榕、 人面子

６ 金川路
人面子、 金钱榕、 假槟榔、 大红花、 大王椰、 黄榕、 五彩风、 山指甲、 福

建茶

７ 麻赤路 人面子

８ 福民路 桃花心木、 扁桃

９ 民乐西路 桃花心木

１０ 渔亭东路 细叶榕、 大叶橡胶榕、 桃花心木

这里ꎬ 选择几条主要道路绿化景观ꎬ 作简要介绍:
【海滨一路绿化景观】 南起青岛路口ꎬ 北至文明东路口ꎬ 毗邻海滨公园ꎬ 全长

７８０ 多米ꎬ 宽约 １０ 米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于 １９５４ 年铺设沥青路面ꎬ 两旁种植木麻黄、
椰子树ꎬ 四行路树并进ꎬ 形成浓荫如盖的绿色长廊ꎮ １９６３ 年ꎬ 中国女跳水队参加亚

洲新兴力量运动会获得优异成绩ꎬ 是年ꎬ 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她们为原型创作 «女跳

水队员»ꎬ 该电影中魅力四射的 “南国海滨风光” 背景片段ꎬ 就是以湛江市海滨一路

和海滨公园、 海滨游泳场为主要外景拍摄的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该路改造为三板四带

式结构ꎬ 分车带种植姿叶婆娑的狐尾椰、 清香宜人的米兰和四季花开的美人蕉ꎻ 两侧

人行道的椰子树高大挺拔、 枝繁叶茂ꎬ 建成绿地面积 １ ３６ 公顷ꎬ 绿地率 ３０ ７７％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兴建 “法国风情街”ꎬ 拆除隔车带花坛ꎬ 只保留两旁椰子树ꎬ 植物虽然简

单ꎬ 但枝叶婀娜多姿ꎬ 错落有致ꎬ 与沿街 “法式建筑”、 反映广州湾时期国民生活雕

塑小品相互映衬ꎬ 突显欧陆风情与热带风光的完美结合ꎬ 是一条值得细细品味的景观

大道ꎮ
【解放东路绿化景观】 东起海滨公园时代广场ꎬ 西至市人大大楼ꎬ 为霞山城区中

轴线的东段ꎬ 是湛江市主干道和园林景观路之一ꎬ 素有 “花街” 之称ꎮ 全路三板四

带式结构ꎬ 全长 ９４０ 米ꎬ 绿化用地 ０ ９９ 公顷ꎬ 绿化覆盖面积 １ ７５ 公顷ꎬ 绿地率

２５ ７％ꎬ 种植乔木 ６７３ 株ꎮ 在绿化、 美化布局和风格上颇具特色ꎬ １９５８ 年ꎬ 道路两旁

整齐列植双排路树ꎬ 一排盆架子、 一排石栗ꎬ 挺拔高大ꎬ 如撑起一把把绿伞ꎬ 构成两

条绿色廊道ꎮ 该路分车带宽 ２ ６ 米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修建成一个个新颖美观的花坛ꎬ
茉莉花、 兰草花、 红桑花、 大红花五颜六色ꎬ 争芳斗艳ꎬ 绿化、 美化、 香化融为一

体ꎬ 层次分明ꎬ 像翡翠玉带似的嵌镶在林荫道旁ꎬ 堪称一座带状花园ꎬ 蔚为壮观ꎬ 曾

令国内同行赞叹不已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花坛植物改造ꎬ 配植茂盛的垂榕、 福建茶和黄

金梅ꎬ 修剪成立体绿柱ꎬ 色彩明亮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为疏导交通需要ꎬ 拆除隔车带花坛ꎬ
拓宽路面ꎬ 实施 “白改黑” 工程ꎬ 保留人行道双行高大挺拔的路树ꎬ 形成浓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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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荫廊道ꎮ
【解放西路绿化景观】 东起人民广场ꎬ 西至湛江火车南站世纪广场ꎬ 是湛江市区

主干道之一ꎬ 全长 １ ６５ 千米ꎬ 绿化用地面积 １ ７６ 公顷ꎬ 绿地率 ２５ ５％ꎮ 该路是四板

五带式结构ꎬ 中间分车带宽 ２ 米ꎬ 采用灌木色块密植方法ꎬ 配植蒲葵、 木犀榄、 蛛蛛

兰和美人蕉等灌木 ２５２ 丛ꎬ 呈现色彩斑斓、 层次分明的南国热带风光ꎮ 两旁人行道种

植盆架子、 细叶榕等乔木 ８７８ 株ꎬ 长势茂盛ꎬ 如同撑起一把把伞状绿荫ꎮ 外地旅客下

火车走进解放西路ꎬ 满眼是错落有致的花木ꎬ 郁郁葱葱ꎬ 由衷地赞赏湛江这一条优美

的 “迎宾大道”ꎮ
【东新路绿化景观】 南起湛江火车南站广场ꎬ 北至椹川大道新村路口ꎬ 是湛江城

市主要出入干道之一ꎬ 全长 ２ ３９ 千米ꎬ 绿地面积 ２ ６６ 公顷ꎮ 该路是四板五带式结

构ꎬ 中间花坛绿化带宽 ６ 米ꎬ 花坛里长势旺盛的夹竹桃ꎬ 花开时轻红带紫ꎬ 粉中泛

白ꎻ 两侧分车带各宽 ２ 米ꎬ 种植千花吐艳树冠、 美压群芳的美人树ꎻ 修剪成球状的簕

杜鹃ꎬ 整齐美观ꎬ 开花时节宛如一团团热烈无比的火球ꎬ 呈现着万紫千红的景象ꎻ 人

行道绿化带以乡土树种细叶榕为主ꎬ 配植桉树为背景绿墙ꎬ 穿行在东新路绿化带之间

宛如置身花田绿海ꎬ 心旷神怡ꎮ
【机场路绿化景观】 整条机场路全长 １ ５０ 千米ꎬ 由旧机场路改扩建后ꎬ 路宽 ８０

米ꎬ 绿地率 ５４ ５％ꎬ 绿化面积 ６ ７ 公顷ꎮ 由两侧宽 ７ 米人行道绿带ꎬ 两侧宽 １５ 米绿

化带和中间宽 ６ 米隔车带ꎬ 把四条双向通行的机动车道———分隔开来ꎮ 两侧绿化带宽

１５ 米ꎬ 以自然生态式的种植方式为主ꎬ 配以大王椰、 椰子树、 海枣等棕榈科植物ꎬ
结合芒果、 香蕉、 番木瓜、 勒古等乡土树种ꎬ 紫薇、 凤凰木、 大花紫薇等开花乔木为

主基调树种ꎬ 形成层次分明、 高低错落的景观ꎬ 叠映成浓郁的南国热带园林特色ꎬ 营

造出 “瓜果飘香ꎬ 幸福吉祥” 的环境ꎻ 慢车道两旁种植湛江市花紫荆ꎬ 以金竹为背

景ꎬ 寓意 “花开富贵、 竹报平安” 的心境ꎻ 中间绿化带宽 ６ 米ꎬ 以规则式的种植方

式为主ꎬ 海枣、 黄榕球、 红继木等排列有序ꎬ 花坛边缘种植风雨草ꎬ 开花时节姹紫嫣

红ꎬ 气氛热烈ꎬ 表达 “人在旅途ꎬ 风雨兼程” 的意境ꎮ 色彩斑斓的乔灌草花ꎬ 铺满

五条花坛绿带ꎬ 走进机场路满眼花木斑斓ꎬ 郁郁葱葱ꎬ 穿行其间ꎬ 犹如穿越一座

“热带花园”ꎮ
【椹川大道绿化景观】 南起霞山人民广场ꎬ 北至赤坎南桥ꎬ 是贯穿湛江市海湾西

岸主城区———霞山、 赤坎三条主干道之一ꎬ 全长 ９ 千米ꎬ 绿地面积 １６ ６ 公顷ꎬ 绿地

率 ３５％ꎮ 该路在结构上分成三段ꎬ 南段 (从人民广场至新村路口) 和北段 (从北站

路口至康顺立交桥) 均为三板四带式结构ꎬ 中间分车带宽 ２ 米ꎬ 种植美丽异木棉、 凤

凰、 紫荆、 大叶紫薇等各种花色的大红花以及观叶地被植物ꎬ 花开似锦、 色彩艳丽ꎻ
人行道种植乡土树种细叶榕和观叶地被植物ꎮ 中段 (从新村路口至北站路口) 为四

板五带式结构ꎬ 中间隔车带以棕榈科植物海枣、 老人葵为主ꎬ 配植勒古、 仙人掌、 剑

麻等富含地方特色的植物ꎬ 分车带和人行道植物与北段一致ꎮ 该路植物景观设计ꎬ 突

出乡土特色ꎬ 植物品种丰富多样ꎬ 形成花团锦簇、 绿树成荫、 乡土气息浓厚的景观大

道ꎮ
【人民大道绿化景观】 南起霞山友谊广场ꎬ 北至赤坎海田路 (原广湛路) 口ꎬ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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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湛江市主城区———海湾西岸霞山、 赤坎三条主干道之一ꎬ 全长 １０ ４ 千米ꎬ 绿化

面积 １５ ３ 公顷ꎬ 绿地率 ３０ ５％ꎮ 按道路结构和植物景观特色ꎬ 可将人民大道分为南、
中、 北三段ꎮ 南段 (从友谊广场至绿塘路口)ꎬ 是三板四带式结构ꎬ 分车带宽 ２ 米ꎬ
以色彩鲜艳的美人蕉和时花为主调ꎬ 种植迎风飘逸的美丽针葵ꎬ 使得层次分明ꎻ 本着

“以人为本” 的宗旨ꎬ 人行道两旁种植双排行道树ꎬ 有 “独占芳菲当夏景”、 迎着骄

阳如火如荼的凤凰花ꎬ 有也 “盛夏绿遮眼ꎬ 此花红满堂” 的大叶紫薇ꎬ 高温酷暑下ꎬ
在街头傲然怒放ꎬ 是夏日里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ꎮ 中段 (从绿塘路口至康顺路

口)ꎬ 是四板五带式结构ꎬ 分车带宽 ２ 米ꎬ 种植大王椰、 老人葵、 蜘蛛兰和红背桂ꎬ
形成高、 中、 低三个层次ꎬ 充分体现南国热带风光ꎻ 人行道种植两行桃花心木ꎬ 浓荫

盖顶ꎬ 形成两条浓密的绿色廊道ꎮ 北段 (从康顺路口至海田路口)ꎬ 是四板五带式结

构ꎬ 分车带宽 ２ 米ꎬ 配植星光榕、 金边龙舌兰、 黄蝉等植物ꎬ 富含南国热带风光特

色ꎻ 人行道的景观布置与人民大道中段相一致ꎬ 种植两行桃花心木ꎬ 增加绿荫遮阳功

能ꎬ 让市民在夏天出行更舒适ꎮ 桃花心木枝叶繁茂ꎬ 树形优美ꎬ 高大而笔直ꎬ 是优良

的庭荫树和行道树ꎬ 进入夏天ꎬ 为避免旱季水份被蒸发ꎬ 她的老叶变黄ꎬ 纷纷飘落ꎬ
形成满地 “黄金甲” 的独特景观ꎬ 吸引游人驻足观望ꎮ

军民大道绿化景观

【军民大道绿化景观】 位于赤坎区东北角ꎬ 是连接赤坎区与调顺岛的主要通道ꎮ
１９５６ 年湛江市发动机关干部和当地群众义务劳动ꎬ 与驻湛某部队共同堵海修建堤坝ꎬ
初时叫军民堤ꎬ 后来改造为市政道路而称 “军民大道”ꎮ 该路绿化工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动工ꎬ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竣工ꎬ 全长 １ ４７ 千米ꎬ 绿地面积 ３ ３２ 公顷ꎬ 绿地率 ３７ ６％ꎮ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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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五带式结构ꎬ 中间花坛绿化带宽 ８ 米ꎬ 种植乡土树种蒲葵、 观叶植物黄榕、 大叶红

草ꎬ 花坛周边种植开花植物小叶龙船花、 风雨草ꎬ 每年 ５ ~ １１ 月ꎬ 红彤彤的龙船花、
粉红的风雨草次第绽放ꎬ 绚丽耀眼ꎬ 美不胜收ꎮ 两侧快慢车道分隔带宽 ２ 米ꎬ 种植姿

态优雅、 枝叶如伞的小叶榄仁ꎻ 人行道种植双排婀娜多姿的椰子树ꎻ 最精巧的设计

是ꎬ 在车行道与单车道、 人行道之间ꎬ 设置 ６ 米宽的植物景观分隔带ꎬ 配植垂榕、 佛

肚竹、 米兰、 桂花、 夹竹桃等 ２０ 多个品种的植物ꎬ 构成带状混交林ꎬ 形如一堵 “高
树依楼秀ꎬ 修簧夹路疏” 的绿墙ꎬ 降低交通噪音和通行干扰ꎬ 汽车、 单车和行人各

行其道ꎮ 该路东端连接着滨湖公园和金沙湾观海长廊ꎬ 是市民游憩休闲的好去处ꎬ 也

是湛江市 “绿化样板路”ꎮ
【商业步行街景观】 为改善城市景观ꎬ 提高城市环境质量ꎬ 促进市区旅游商贸的

发展ꎬ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动工建设霞山民享路、 赤坎中山二路两条商业步行街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建成投用ꎮ 其中ꎬ 霞山区民享路商业步行街长 ７８０ 米ꎬ 宽 ３５ 米ꎬ 设计建造街

景ꎬ 以现代园林风格为主ꎬ 设置形状各异的花池ꎬ 花池内配植大型盆景榕、 紫薇桩

景、 多头蒲葵、 老人葵等高档次植物ꎬ 片植流线型观叶、 观花植物ꎬ 处处风景如画ꎮ
另外ꎬ 还设置音乐喷泉ꎬ 引发出时代的动感和强烈的时代气息ꎬ 入夜人流如潮ꎬ 是一

个观光购物、 休闲娱乐的好地方ꎮ
赤坎区中山二路商业步行街长 ３８０ 米ꎬ 宽 １５ 米ꎬ 设计建造街景以欧式风格为主ꎬ

因地制宜ꎬ 摆放盆栽植物ꎬ 配以柳叶榕、 垂榕等植物景观ꎬ 增添绿化生机ꎮ
两条步行街与周边环境相配套ꎬ 包括文化景观、 休闲带、 游园、 文化广场、 雕塑

等ꎬ 体现湛江风土人情特色ꎬ 融商业、 旅游、 购物、 休闲、 文明于一体ꎮ

三、 城市绿道

绿道是一种线形绿色开敞空间ꎬ 一般是林荫小路ꎬ 供行人和骑单车者进入的景观

游憩线路ꎮ 湛江市区规划建设主要绿道线路 １３ 条ꎬ 全长约 ４００ 千米ꎬ 共设置 １０３ 个

驿站ꎬ 将市区主要公园和重要公共服务设施节点串联起来ꎮ
湛江市按照 “海绵城市” “脚印城市” 和 “循环城市” 的建设理念ꎬ 推动城市发

展新模式ꎬ 加快建设绿色城市的步伐ꎬ 利用滨海、 河岸、 人行道绿荫廊道等ꎬ 建设四

类绿道: 生态观光线、 城市活力线、 滨海风情线、 滨河休闲线ꎬ 并结合公园设置绿

道ꎬ 形成市区绿道网ꎬ 即慢行交通网络系统ꎮ 通过优化现状的绿道系统ꎬ 完善自行车

配套基础设施ꎬ 健全线路指示标识ꎬ 加强规划建设沿岸、 沿湖观景自行车道ꎬ 营造安

全、 舒适、 便捷的骑行环境ꎬ 引导市民选择自行车出行ꎬ 缓解交通压力ꎮ 至 ２０１６ 年ꎬ
建成绿道 １３ 条ꎬ 长 １４２ ３ 千米ꎬ 基本将赤坎滨湖公园、 金沙湾观海长廊、 体育北路、
人民大道中、 南国热带花园、 中澳友谊花园和绿塘河湿地公园等市区主要公园和重要

公共服务设施节点串联起来ꎬ 日渐增多的的城市绿道ꎬ 不仅是树林掩映的步行道ꎬ 也

成为如诗如画的生活频道ꎬ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ꎬ 让居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

住乡愁” 的美好愿望ꎬ 正在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理念与行动中ꎬ 一步步化为现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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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广场绿地与雕塑

在城市广场上植树、 栽花、 铺草ꎬ 或设置水池、 山石、 园道、 建筑小品和雕塑

等ꎬ 可以丰富广场建筑艺术ꎬ 美化城市ꎬ 改善视觉环境ꎬ 为市民提供游憩场所ꎮ 绿化

地段面积的大小ꎬ 随城市道路规划而定ꎮ 广场绿化的布置形式ꎬ 通常为有规则的几何

图形ꎮ
湛江广场绿地ꎬ 大的可达几百乃至上千平方米ꎬ 小的只有几十或几平方米ꎮ 大的

一般开放供人游憩如人民广场ꎻ 小的主要为美化城市景观之用ꎬ 不许行人入内ꎮ 截止

２０１７ 年ꎬ 湛江市区建成小广场、 小游园 ６６ 个ꎬ 占地面积 ６６ ９６ 公顷ꎮ 根据性质分为

以下几种类型: 政治文化性广场 (人民广场)、 公共建筑物前广场 (万象棕榈园)、
交通广场 (三帆雕塑广场)ꎮ 而小游园主要分布在城市主要道路交叉口、 桥头、 公共

建筑楼宇前等ꎮ

一、 小广场与小游园

(一) 小广场

【友谊广场】 建于 １９５８ 年ꎬ 位于湛江港大门前ꎬ 与主干道人民大道和友谊路 ４ 条

放射式道路交汇ꎬ 连成一个环形交通绿岛ꎬ 面积为 ０ ３３ 公顷ꎬ 绿地率为 ６７ ３％ꎮ 以

种植高耸挺拔的大王椰为主ꎬ 草坪上配植各类花灌木ꎮ 广场中间于 １９８５ 年增建喷水

池ꎬ 用玻璃钢制作 «亚非欧友谊» 雕塑ꎬ 雕像连座高 ７ ５ 米ꎬ 以黑种人、 白种人、
黄种人三位女性雕像ꎬ 手拉手跳起 “友谊之舞” 为题材ꎬ 表现各国人民团结和友谊

牢不可破ꎬ 寓意湛江港通过海上航线连通亚非欧大陆ꎮ
【南华广场】 建于 １９５８ 年ꎬ 位于南华酒店大楼左侧的绿化小游园ꎬ 故称 “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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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ꎬ 由赤坎中山二路、 中华路、 光复路、 保健路和无名路五条道路交汇成一个梯

形地块ꎬ 面积 ０ １３ 公顷ꎮ 文革时期ꎬ 铲除绿化ꎬ 推平改造为政治性集会广场ꎬ 修建

舞台ꎮ １９８５ 年ꎬ 拆除舞台ꎬ 恢复为广场绿地ꎬ 种植遮荫树ꎬ 修建凉亭、 喷水池、 花

坛、 栏杆等设施ꎬ 为退休老人聚集娱乐专门设置流动公厕ꎮ

人民广场

【人民广场】 建于 １９５８ 年ꎬ
是前苏联专家支援湛江建设时

期ꎬ 借鉴前苏联城市建设经验ꎬ
而规划设计的霞山城区中心广

场ꎬ 位于主干道人民大道、 人民

西四路、 人民西五路、 解放西

路、 解放东路、 椹川大道和工农

路 ６ 条放射式道路交汇ꎬ 组成一

个椭圆形交通绿岛广场ꎬ 总面积

为 １ ２７ 公顷ꎮ 广场中心是五层建

筑大楼ꎬ 原是市人委大楼 (今市

人大大楼)ꎬ 当年为市区最壮观

的建筑ꎮ 在城市规划中ꎬ 该广场

是为衬托和美化城市中轴线而

建ꎬ 分为前后广场ꎬ 大楼东面正

门为前广场ꎬ 两侧种植两棵高大

的木棉树ꎬ 花坛草坪中种有大花

美人蕉ꎬ 色鲜艳灿烂ꎬ 形成两大

片花的海洋ꎮ 大楼西面为后广

场ꎬ 与火车南站相望ꎬ 是小游园

式的公共绿地ꎬ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

对后广场进行改扩建ꎬ 设计采取规则与自然相结合方法ꎬ 中心位置以 ４ 个各 １００ 平方

米、 摆放四季时花的大花坛为轴线ꎬ 两边对称布置大草坪ꎬ 整个广场绿化线条简明流

畅、 规整亮丽ꎮ 沿解放西路方向用色块地被植物ꎬ 勾勒出一朵盛开的湛江市花紫荆

花ꎬ 靠东边设置有白玉兰小广场ꎬ 配置简宜台凳ꎬ 可供市民晨运和举办各种娱乐活

动ꎮ 广场中间开阔ꎬ 四周配植乔灌草花ꎬ 草坪上种有老人葵、 三角椰、 大王椰、 黄

格、 美人蕉、 黄金梅、 红桑等花木ꎬ 形成丰富多样的棕榈科植物群落ꎬ 还有路边列植

双排桃花心ꎬ 整个广场浓荫覆盖ꎬ 绿地率达 ７１ ４％ꎬ 成为市区面积最大的公共绿化广

场ꎬ 是市民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ꎮ
【时代广场】 位于海滨大道南与解放东路交汇处ꎬ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建成ꎬ 占地面积

１ ３ 公顷ꎬ 分为上下广场ꎬ 上广场 ０ ３ 公顷ꎬ 下广场 １ 公顷ꎬ 其独特之处在于两个广

场不在同－水平面上ꎮ
上广场ꎬ 与海滨大道同一平面ꎬ 为海滨公园大门广场ꎬ 建有 ６０ 米长的柱廊ꎬ 呈

双排弧形ꎬ 望海而立ꎮ 市民站在弧形观海台ꎬ 凭栏远眺ꎬ 海湾景色尽收眼底ꎮ 柱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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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镶有 ９ 幅汉白玉浮雕ꎬ 反映湛江近代对外开放百年历史ꎮ 广场地面镶有一幅巨大的

世界地图ꎬ 用红、 褐、 灰三色砖拼接铺设而成ꎬ 图中标明湛江的位置ꎬ 也标出世界 ９
个著名港口: 东京、 新加坡、 悉尼、 鹿特丹、 阿姆斯特丹、 纽约、 汉堡、 马赛和圣彼

得保ꎬ 旁边刻上湛江港距离这九个港口的海上里程ꎮ 柱廊、 浮雕、 地图ꎬ 使时代广场

展示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建筑艺术色彩ꎮ
下广场ꎬ 比海滨大道降低几米ꎬ 为海滨公园中央广场ꎬ 由硬底广场 (占地 ５０００

平方米) 和两块草地广场 (４０００ 平方米) 构成ꎬ 以及别具一格的露天舞台ꎬ 古典式

的园灯ꎬ 欧式的大花瓶ꎬ 独具匠心的椰翠廊和 “南天望海” 巨石ꎬ 周围种有各种颜

色的花朵ꎬ 高大挺拔的椰子树林ꎮ 舞台对面ꎬ 屹立着一座 “扬帆搏浪ꎬ 走向世界”
的不锈钢雕像ꎬ 于 １９８５ 年建造ꎮ

时代广场建筑艺术新颖ꎬ 色彩明快ꎬ 与蓝天、 海洋、 椰树相互辉映ꎬ 形成浓郁的

热带滨海景观ꎬ 为游人提供一个既有热带风情ꎬ 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旅游观光点ꎬ 被

誉为湛江的 “城市客厅”ꎮ
【世纪广场】 位于解放西路与建设路、 东新路交汇处ꎬ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 １ 日 “黎湛铁

路” 通车ꎬ 作为国家铁路枢纽站湛江火车南站正式建成使用ꎬ 当年预留出配套绿化

空地ꎬ 于 １９５８ 年建成火车南站门前绿化广场ꎬ 面积 ２４３ 平方米ꎬ 故称火车南站广场ꎮ
原站台大楼是二层混合建筑物ꎬ 不适合铁路客货运输发展的需要ꎬ 于 １９９４ 年拆除后ꎬ
重新设计兴建现代化站台大楼ꎬ １９９７ 年底竣工投用ꎬ 新建车站客运综合大楼主楼 ６
层ꎬ 地下室一层ꎬ 建筑面积达 ２ １ 公顷ꎬ 装备自动引导电子显示系统等先进设备ꎮ 新

建站台大楼规模位列粤西第一ꎬ 广东第三ꎮ 而火车南站门前广场重新建设绿化ꎬ 面积

４ １ 公顷ꎬ 定名为 “世纪广场”ꎬ 广场建有停车场、 货场ꎬ 分隔车道的花池和地下人

防工程的地下室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沿着霞山解放大道这条城区中轴线上ꎬ 从东往西ꎬ 分布着 “时

代广场” “人民广场” 和 “世纪广场”ꎬ 形成国内一般城市中少有的 “三重叠广场景

观”ꎮ
【经开区三帆雕塑广场】 建于 １９８６ 年ꎬ 位于人民大道与乐山路交汇处ꎬ 是环形

交通绿岛ꎬ 面积 １ ３５ 公顷ꎬ 其中大型城市雕塑 «风正帆悬» 由钢筋水泥建成ꎬ 占地

约 ０ ５ 公顷ꎬ 整座雕塑分为头帆、 肚帆、 尾帆等三帆ꎬ 高低不同ꎬ 层次有序ꎬ 中间肚

帆最高 ３０ 米ꎻ 四座不锈钢副雕———旭日东升、 柱擎南天、 当代浪潮、 腾飞之路ꎬ 分

立东南西北ꎬ 造型不同ꎬ 神态迥异ꎮ 这尊大型广场雕塑ꎬ 借用唐代王湾的 «次北

固山下» 诗句中 “潮平两岸阔ꎬ 风正一帆悬” 描述的情景ꎬ 抽象创意ꎬ 以景化情ꎬ
形象地展现湛江人 “高挂云帆济沧海ꎬ 长风破浪会有时” 的宏大志气ꎬ 不仅成为湛

江市著名的地标性景观ꎬ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也是国内雕塑行业颇为引人瞩目的标杆之

作ꎬ 广场周边铺设花岗岩侧石 ３７７ 米ꎬ 雕塑四周铺设水泥砖 ０ ３５ 公顷ꎬ 绿化面积达

０ ７８ 公顷ꎬ 保持鲜花常开ꎬ 四季常绿ꎬ 经常吸引外地游客拍照ꎬ 一些市民专程开着

新婚喜庆车来这里 “转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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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游园

【霞山绿苑】 原名霞山花圃ꎬ 座落在市区中心解放东路北侧与人民大道交汇处ꎬ
这里原是一片低洼地ꎬ 有一些农作物ꎮ １９５１ 年ꎬ 辟建为霞山苗圃地ꎬ 占地 ０ ６ 公顷ꎮ
１９５３ 年ꎬ 改造为占地 １ ４ 公顷的 “苗场”ꎬ 种上一批城市绿化建设急需的树苗和时

花ꎬ 收归市园林队 (园林处前身) 管理ꎮ １９５６ 年ꎬ 扩建为 １ ７４ 公顷的城市公共绿

地ꎬ 园内廻廊曲径ꎬ 奇花异草ꎬ 画鸟虫鱼ꎬ 荫生植物棚ꎬ 名贵盆景等吸引游人ꎬ 成为

集游览与生产相结合的花木场所ꎮ 由市园林处工程师黎汝冠、 叶候荣负责规划设计ꎬ
划分游览和生产两区ꎮ 游览区又分时花区、 盆景区、 棕榈植物区和肉质植物区ꎮ 时花

有大丽花、 菊花、 金包黄虾花等 ２００ 多个品种ꎬ 盆景有福建茶、 满天星、 朴树榕树、
九里香等 ２０ 多个品种ꎬ 灌木有散尾葵、 变叶木、 含笑、 红杏等 ２００ 多个品种ꎬ 乔木

有热带风味浓郁的大王椰子和具有地方特色的南洋杉ꎬ 色彩缤纷的红花羊蹄甲等 ５０
多个品种ꎬ 草有蟛蜞菊、 大叶柚等ꎮ 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名贵的肉质植物区ꎬ 这里培育

各种仙人掌、 君子兰、 兰花、 龟背竹、 巴西铁等荫生植物共 １００ 多个品种ꎬ 千姿百

态ꎬ 令省内外不少专家及同行赞叹不已ꎬ 曾获得前来观赏的国家领导人万里、 王震、
谷牧等同志的好评ꎮ 文革期间ꎬ 苗圃一度被视为 “封、 资、 修” 毒草遭到严重破坏ꎬ
直到 ７０ 年代初期才恢复生产ꎮ １９７２ 年重新规划设计ꎬ 按 “生产结合游览” 的要求进

行重建ꎬ 在园林建筑设计上ꎬ 着墨于小而精ꎮ 当时设计项目有: 大门主入ロ与围墙、
盆景园、 花展廊、 睡莲池、 小拱桥、 休息廊、 金鱼展览廊、 肉质温室、 组培室、 六角

亭、 舞池、 花店、 摄影部等ꎬ １９７４ 年动工扩建ꎬ １９７５ 年完工ꎬ 占地 １ ５ 公顷ꎬ 正式

改名 “霞山花圃”ꎬ 成为湛江市向各单位及市民出售苗木花草的唯一供应点ꎮ １９７６ 年

市财政拨款 １７ ５ 万元ꎬ 改造和新建花廊、 盆景廊、 小湖、 荫生廊等景点以及道路等

配套设施ꎬ 塑造一尊 “园丁爱花” 的雕像和 “海狮顶球” 的植物造型ꎬ 使花圃面貌

大为改观ꎬ 培育各种花卉ꎬ 四时花开ꎬ 争奇斗艳ꎬ 有 “花的世界” 之盛誉ꎮ １９７７ 年ꎬ
荫生植物棚改建为恒温玻璃屋ꎬ 增添假山、 组培室、 仿竹亭等景点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改建

为 “霞山绿苑”ꎬ 占地面积 ２ １４ 公顷ꎬ 成为公共小游园ꎬ 内设舞池、 音乐茶座等ꎬ
每逢春节苗圃内部都举行灯展或花展ꎮ

【紫荆园】 位于赤坎海滨大道与军民大道交汇处ꎬ 占地面积 １ ０ 公顷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建成ꎮ 其景观布局简洁、 大方ꎮ 全园由小广场、 草坡地、 林荫小径与紫荆林四大部

分组成ꎮ 草坡地配植老人葵、 盆架子、 幌伞枫等ꎬ 疏朗有致ꎬ 点缀形状奇异的太湖景

石ꎬ 自然成趣ꎻ 小径两边列植一排细叶榕ꎬ 形成浓荫盖顶的林荫小道ꎬ 体现出 “以
人为本” 的宗旨ꎮ 以市花洋紫荆种植成林作为背景ꎬ 秋冬时节花繁似锦ꎬ 营造出一

幅自然、 趣味、 艳丽的风景画ꎮ
【康顺小游园】 建于 １９９３ 年ꎬ 位于赤坎康顺路中段北面ꎬ 占地面积 １ ５４ 公顷ꎮ

植物布局设计ꎬ 以疏林及开朗的草坪空间相结合ꎬ 形成一个道路开敞的绿色空间ꎬ 有

效改善交通视觉质量ꎬ 对老城区环境起着重要作用ꎮ 园内草地开阔ꎬ 疏朗式种植扁

桃、 吊瓜、 大王椰、 鱼尾葵等乡土植物ꎬ 建有一个面积为 ０ ３ 公顷人工湖ꎬ 湖内放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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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各种观赏鱼类ꎬ 供人欣赏、 喂养ꎮ ２０１３ 年填湖ꎬ 辟为平地ꎬ 扩大老人健身的场地ꎬ
园内草地上设有各种康乐设施ꎬ 成为人们休闲、 娱乐、 健身的好地方ꎮ

【华农小游园】 位于霞山城区南出入口的湖光路口ꎬ 面积约 ０ ７ 公顷ꎬ 于 ２００３ 年

建成开放ꎬ 是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活动期间新建的一个街旁绿地ꎮ 与建于 １９５８
年ꎬ 面积 ０ ０９１ 公顷的 “工农交通绿岛” 遥相对应ꎬ 构成一个开敞广场绿地空间ꎬ
给周边市民提供休闲小游憩的好去处ꎬ 对均衡城市公园绿地布局、 美化老城区与老工

业区交接处环境起到重要作用ꎮ
【金康榕园】 位于赤坎区金康路与麻赤路交汇处ꎬ ２００３ 年动工建设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竣工ꎮ 建园时ꎬ 回收 (征用) 市二轻公司、 市乡企基金会、 市乡企供销公司和文

章村等单位土地ꎬ 总面积 ４ ２７ 公顷ꎬ 设计为专类园ꎬ 主要种植大叶榕、 小叶榕、 斜

叶榕、 笔管榕等各类榕树为主ꎬ 故此得名ꎮ

２０１７ 年湛江市建成区公园绿地面积统计明细表

单位: 公顷

一、 公园　 面积

序号 名称 地点 面积 说明

１ 海滨公园 霞山区 ２８ ６０ 减老干中心 ０ ６

２ 霞山绿苑 霞山区 １ ７４

３ 森林公园 霞山区 ４６９ ５３

４ 霞湖公园 霞山区 １２ ９０

５ 儿童公园 霞山区 １ ４０

６ 观海长廊 霞山区 ２５ ９５ 其中红树 １１ ６５

７ 银帆公园 霞山区 ２７ ５ 新增

８ 渔港公园 开发区 ２１ ００

９ 绿塘河公园 开发区 ３１ ７０

１０ 中澳友谊花园 开发区 ３４ ６

１１ 寸金桥公园 赤坎区 ３６ ３０

１２ 寸金纪念广场 赤坎区 ２ ４９

１３ 北桥公园 赤坎区 ６ ００

１４ 金沙湾观海长廊 赤坎区 ２７ １０ 其中红树林 １０ ５７

１５ 南桥公园 赤坎区 ８ ６０

１６ 海田公园 赤坎区 １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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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南国热带花园 赤坎区 ６４ ００

１８ 棕榈园 赤坎区 ２ ７４

１９ 金康榕园 赤坎区 ５ ００

２０ 金沙湾御海园 赤坎区 １ ５

２１ 滨湖公园 赤坎区 ５３ ４６
包括湖面 ９ ３ꎬ 二期新增

２１ꎬ 三期新增 ４ ６６

２２ 瑞云湖公园 赤坎区 ３４ ８ 其中水库 １１ ６

２３ 坡头灯塔公园 坡头区 １２ ００ 其中红树林 ９ ４

２４ 南油怡海园 坡头区 ０ ９２

２５ 南油悦海园 坡头区 １ １０

２６ 南油儿童公园 坡头区 ２ ３３

２７ 南油中心公园 坡头区 １ ５０

２８ 坡头南海公园 坡头区 ４４ ５１

２９ 湛江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坡头区 ４９ ８９
含海东新区观海长廊 ２６ ６６
(１７ ７７ 公顷＋水体 ８ ８９)

３０ 麻章百乐园 麻章区 １ ０１ １ ０１

３１ 百荟园 麻章区 ７ ３

３２ 麻章花卉公园 麻章区 １ １

３３ 湖光岩风景区 麻章区 １９３ ２８

３４ 东菊公园 赤坎区 １０ ６７

小　 　 计 １２３２ ８２

二、 小游园、 绿地

序号 名称 地点 面积 说明

１ 大楼前两小绿地 霞山区 ０ ５７

２ 人民广场 霞山区 １ ２９

３ 南站广场 霞山区 １ ４９

４ 人民南绿地 霞山区 ０ １５

５ 法国公署绿地 霞山区 ０ １４

６ 天主教堂小游园 霞山区 ０ １０

７ 华农小游园 霞山区 ０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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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友谊社区绿地 霞山区 ０ ２０

９ 文明东路小游园 霞山区 ０ ５９

１０ 花圃西门绿地 霞山区 ０ ０７

１１ 人民医院侧绿地 霞山区 ０ １９

１２ 吉民前绿地 霞山区 ０ ０９

１３ 海宁小区小游园 霞山区 ０ ２７

１４ 海昌小区绿地 霞山区 ０ １５

１５ 海景小区绿地 霞山区 ０ １５

１６ 荣基苑 霞山区 ０ ５７

１７ 伟城苑 霞山区 ０ ２５

１８ 火车南站广场南侧小游园 霞山区 ０ ３５

１９ 机场路口西北角小游园 霞山区 ０ ４１

２０ 机场路口西南角绿地 霞山区 ０ ２１

２１ 机场路口东北角绿地 霞山区 ０ １８

２２ 机场路口东南角绿地 霞山区 ０ ３１

２３ 东新北路口绿地 霞山区 ０ ２２

２４ 东山凤凰苑 霞山区 ０ ３５

２５ 绿村苑 霞山区 ０ ５４

２６ 昌大昌苑 霞山区 ０ ４８

２７ 南天苑 霞山区 ０ ２４

２８ 新村市场北侧绿地 霞山区 ０ ２２

２９ 海滨宾馆左侧小游园 霞山区 ０ ４８

３０ 海上城市门口绿地 霞山区 ０ ２１

３１ 中海广场小游园 开发区 ０ ８１

３２ 南桥北苑 赤坎区 ０ ３６

３３ 南桥河两岸绿地 赤坎区 ２ １５

３４ 北桥河岸绿地 赤坎区 ０ ３２

３５ 赤坎江绿地 赤坎区 １ ５８

３６ 幸福小游园 赤坎区 ０ ２８

３７ 南华广场小游园 赤坎区 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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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康顺小游园 赤坎区 １ ５４

３９ 百果园绿地 赤坎区 ０ ２４

４０ 紫荆小游园 赤坎区 ０ ５９

４１ 吉祥大王椰子园 赤坎区 ０ ３４

４２ 侨兴园 赤坎区 ０ ７４

４３ 海棠绿地 赤坎区 ０ １６

４４ 田家炳中学门前绿地 赤坎区 ０ １５

４５ 会展中心停车场绿地 赤坎区 ５ ０

４６
体育北、 体育南路与海滨

路交接口小绿地
赤坎区 ０ １６

４７ 北站路口小游园 赤坎区 ０ ５６

４８
北站路与站前路交叉口东

北角绿地
赤坎区 ０ ３４

４９ 达标花坛西南侧绿地 赤坎区 ０ ２９

５０ 珠啤厂门前绿地 赤坎区 ０ ８０

５１ 寸金车站绿地 赤坎区 ０ ０６

５２ 瑞云北路绿地 麻章区 １ ７２

５３ 三佰洋上村小游园 麻章区 １ ５０

５４ 坑排小区小游园 麻章区 ０ ７６

５５ 云头上村小游园 麻章区 １ １５

５６ 政通中路小绿地 麻章区 ０ ９５

５７ 麻章黄外小区绿地 麻章区 １ ４０

５８ 火车西站广场 麻章区 ２ ００

５９ 南油三区小游园 坡头区 ０ ６８

６０ 南油五区绿地 坡头区 ０ １８

６１ 东海岸观海长廊 坡头区 ２ ５７

６２ 海湾大道侧绿地 坡头区 ２０ ４

６３ 麻斜炮台公园 坡头区 ０ ４１

６４ 文保河带状公园 经开区 ３ ６

６５ 三号河沟社区公园 经开区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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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华都汇社区公园 经开区 ０ １４

小　 　 计 ６６ ９５

合　 　 计 １２９９ ７７

二、 城市雕塑

一件好的城市雕塑作品是一座城市的名片ꎬ 往往体现着城市的人文内涵ꎮ 它在高

楼林立ꎬ 道路纵横的城市中ꎬ 起到装饰和美化作用ꎬ 有时也可在空旷场地上起到增加

平衡的作用ꎮ 由于它的出现ꎬ 使钢筋水泥为主构造的城市一下子灵动鲜活起来ꎬ 洋溢

着浓郁的人文艺术气息ꎬ 绽放出更多风格独特的魅力ꎬ 丰富城市居民的精神享受ꎬ 缓

解因建筑物集中而带来拥挤、 迫塞和呆板、 单一的视觉压迫ꎮ
清末以前ꎬ 湛江没有雕塑ꎮ 至广州湾时期ꎬ 建造 «金鸡» 纪念碑、 «登陆» 纪念

碑 (１９４０ 年)ꎬ 纪念的是成功侵占广州湾 (一说康熙年间法国商船发现广州湾)ꎬ
１９４５ 年被拆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兴起城市雕塑创作活动ꎬ 每座雕塑都精雕细镂ꎬ 都体现着湛

江人勤劳勇敢、 积极向上的精神ꎬ 友谊广场的 «友谊»、 寸金桥公园的 «寸金浩气»、
经开区三帆广场的 «风正帆悬»、 海滨公园帆板运动员的 «扬帆搏浪»、 赤坎金沙湾

观海长廊奥运冠军的 «跳水女神»ꎬ 还有各公园景点、 街心公园、 街头巷尾等地方大

大小小的城市雕塑ꎬ 都是某一段历史进程中湛江人和湛江精神的反映ꎮ 光阴荏苒ꎬ 人

事变迁ꎬ 这些城市雕塑却在时间中沉淀下来ꎬ 成为湛江园林文化的一个缩影ꎮ

(一) 隽永时代的 «友谊» 雕塑

位于湛江市霞山区友谊广场ꎬ 高 ７ ５ 米ꎬ 玻璃钢造型ꎬ 亚、 非、 拉三大洲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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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女性翩翩起舞ꎬ 手持彩带作欢迎状ꎮ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湛江市第一个广场雕塑ꎬ
建造于 １９８２ 年ꎬ 后被收录入 １９８６ 年 «广东省大事记»ꎮ 作者是中国当代艺术协会副

主席、 湛江市规划局建筑与环境艺术专业委员会委员陈日钧ꎮ 友谊广场靠近港务局码

头ꎬ 是人民大道、 友谊路的交汇点ꎬ 经常有外国海员出入ꎮ 当时有市领导提出ꎬ 在此

地建造一座城市雕塑ꎬ 对内对外都有宣传作用ꎬ 还可以为市民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ꎮ 当年ꎬ 许多发展中国家海员刚踏上湛江这片土地ꎬ 便被这座绚丽多姿、 高大宏

伟的雕塑所吸引ꎬ 争相跑到 «友谊» 雕塑下照相留念ꎮ 至今ꎬ 孩子仍喜欢绕着雕塑

尽情玩耍ꎬ 老人们休闲聊天ꎬ 怡然自乐ꎬ 外地游客至此ꎬ 也喜欢到雕塑前定格下

“到此一游” 的喜悦ꎮ 已故湛江师范学院刘谷诚副教授曾写过一段很美的诗句: “走
进湛江ꎬ 处处是热气腾腾的画面港城人个个都是友谊天使ꎬ 把五洲四海的宾朋引

来这里ꎬ 让诚信牵手ꎬ 使亲密结伴ꎮ” 这优美诗句ꎬ 就是湛江港门前友谊广场喷泉的

生动写照ꎬ 也是矗立在这个广场那座 «友谊» 雕塑的最美诠释ꎮ

(二) 寓意保家卫国的 «寸金浩气» 雕塑

在寸金桥公园正门内ꎬ 迎面屹立着一尊高大、 庄严的人物塑像ꎮ 这是湛江八景之

一的 “寸金浩气” 景致ꎮ 塑像头绕长辫ꎬ 怒目前视ꎬ 赤身露膊ꎬ 长衫束腰ꎬ 腰挂螺

号ꎬ 肩披水布ꎬ 左手执藤牌ꎬ 右手横于胸前紧握牌刀ꎬ 表现出一股一往无前、 战斗到

底的大无畏气概ꎮ 这是为 １８９８ ~ １８９９ 年间湛江人民抗法斗争而建造纪念像ꎮ １８９８ 年

４ 月ꎬ 法帝强占广州湾ꎬ 武装侵略遂溪县海头汛 (今霞山)ꎮ 海头、 南柳一带 ３０ 余村

农民自发起来打击侵略者ꎮ 这场斗争遍

及湛江市区和遂溪县ꎬ 坚持一年半之久ꎬ
最后迫使侵略者缩小租借地范围ꎬ 从而

阻遏法帝势力向内地扩张ꎮ 为纪念这场

斗争ꎬ 原湛江专署专员黄明德提议建造

一座纪念像ꎮ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ꎬ 市城建局在

«湛江日报» 刊登启事ꎬ 征集纪念像设计

方案和纪念碑文ꎬ 有 ６ 位雕塑工作者应

征ꎬ 送交草图 ６０ 多件ꎮ 经过 ６ 次组织有

关部门领导、 专家讨论审议ꎬ 两次把雕

像草图方案送到广州美术学院审选ꎬ 最

后选定湛江博物馆美术专业工作者简向

东创作的 «一寸河山ー寸金» 雕塑ꎬ 并

报市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ꎮ 纪念像由汕

头市石雕厂负责承建ꎬ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 １ 日

正式动工雕刻ꎬ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落成ꎮ 整座

像全部由花岗岩雕刻而成ꎬ 石料由廉江

县龙湾区中山打石队在塘蓬山岭开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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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３ 块ꎬ 其中最大一块重约 １０ 吨ꎮ 纪念像由基座和雕像两部分组成ꎬ 共高 ８ 米ꎬ 基

座正面刻着郭沫若手书 “一寸河山一寸金” ７ 个金色大字ꎬ 背面刻着纪念碑文ꎮ 此雕

塑作品ꎬ 入选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在北京举办的 “首届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 并获铜

奖ꎻ 庆祝建国 ６０ 周年 “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 征集 ４ 万多件作品中ꎬ 位列

１５０ 名ꎮ
纪念碑文应征稿共 ２４ 篇ꎬ 经过组织文学界知名人土进行评选ꎬ 为集思广益ꎬ 取

众所长ꎬ 最后决定由湛江市电视大学校长陈加保执笔撰写ꎬ 经集体讨论修改后ꎬ 由黄

明徳、 温戈和王国强审核定ꎮ 附: 抗法纪念碑文

清朝末叶列强欺凌国势日衰割地赔款连年不断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中华民族灾难深

重国土面临瓜分危在旦夕一八九八年春法帝侵我广州湾强迫租借军港得寸进尺扩大侵

略恣肆掳掠农村遂溪人民不甘俯首纷起反抗南柳首倡自卫先予反击围敌营于海头初试

锋芒创兵于坎坡再惩顽恶黄略大兴义勇继投战斗打击入侵之敢临新埠海边以迎战登麻

章平石而狙击力挫凶残连战皆捷时抗法怒潮汹涌南天无奈清政府臆弱但求妥协不惜丧

地自甘辱国遂使反帝运动中途挫折然而抗法历将二载垂名千古义军持筒陋之刀矛抗敌

锐利之枪炮勇闻天下气挺人间视寸土若寸金誓与乡土共存亡同仇敌气英勇奋战从而迫

使法帝以小河一桥为界削减租地退缩赤坎后人民敬纪其功建桥名日寸金深望发爱国之

热忱树人民之浩气特立像铭碑以照英烈

湛江市人民政府立

一九八三年秋

在揭幕仪式上黄明德即席赋诗: “英姿威武泰山高ꎬ 身佩角螺手执刀ꎮ 寸土寸金

浴血战ꎬ 镰刀木棍战红毛ꎮ” 如今ꎬ 湛江人已经无需 “战红毛” 了ꎬ 但这座 “大只

佬” 雕像似乎一直是理所当然地存在ꎮ 然而ꎬ 老一辈湛江人却深深地知道这一座雕

像是多么的来之不易ꎮ 据设计师简向东介绍ꎬ “大只佬” 雕像原名叫 «一寸河山一寸

金»ꎬ 被选为湛江八景之一后ꎬ 改名为 «寸金浩气»ꎮ 但这座雕像的诞生ꎬ 可谓一波

三折!
抗法斗争———寸金桥来源

从 １８９８ 年到 １８９９ 年ꎬ 湛江曾发生历时 ２０ 个月声势浩大的抗法斗争ꎬ 这是继虎

门销烟、 三元里抗英后ꎬ 中国人民反帝史上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ꎮ 在这场抗法斗争

中ꎬ 湛江人民成功地迫使法国侵略者把 “广州湾租界” 西线从遂溪县城附近乐善桥

(今遂溪新桥糖厂旁) 后撤 ３０ 华里ꎬ 退到以文章河为界ꎬ 大大缩减原侵占计划ꎮ 湛

江人民为纪念这场抗法斗争ꎬ 在文章河上建桥ꎬ 就是如今赤坎 “寸金桥”ꎬ 寓意 “寸
土寸金ꎬ 寸土不让”ꎮ 附近公园的名字从最初 “西山公园”ꎬ 改成 “人民公园”ꎬ 最后

改为 “寸金桥公园”ꎬ 一直沿用至今ꎮ
一座雕像———２４ 年蹉跎

抗法战争结束后ꎬ 又过了近一个甲子年ꎬ 时光已是 １９５６ 年ꎮ 所幸的是ꎬ 当年参

加抗法的战士还在世: 黄略义勇营王春源、 平石义勇营郑元益和文车义勇营杨进荣

等ꎬ 共计约有 ４０ 多人ꎮ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ꎬ 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成立 “１８９９ 年遂溪人民抗

法斗争调查工作团”ꎬ 调查访谈这些老人ꎬ 整理编成 «抗法老人回忆录»ꎮ 湛江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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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引起史学界广泛关注ꎮ １９５７ 年ꎬ 湛江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拨款建造抗法纪念碑ꎬ
碑址初定于当年法帝入侵登陆地点 (今霞山海滨公园)ꎮ 可惜不久ꎬ “反右” 斗争开

始ꎬ 接着运动一个接一个ꎮ １９６６ 年ꎬ “文化大革命” 爆发ꎮ 抗法雕像计划在一连串政

治运动中夭折ꎮ 再次被提上议案时ꎬ 历史已走过 ２４ 年ꎮ
一份文件———抗法雕像计划重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 中央成立全国城雕委ꎬ 下发文件要求全国重点城市开展城市

雕塑工作ꎮ 为此ꎬ 湛江把搁置多年的抗法斗争英雄雕像重新提上日程ꎮ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ꎬ
湛江地区行政公署专员黄明德提议建造抗法纪念雕像ꎬ 市政府决定由市城建局主办ꎬ
在寸金桥公园立像ꎬ 公开向社会征集设计作品ꎮ 是年ꎬ 简向东 ３２ 岁ꎬ 看到这个启事

后ꎬ 跃跃欲试ꎮ 他画了一张张草图ꎬ 设计单人的、 双人的、 多人的雕像ꎬ 也有组雕ꎬ
但都不满意ꎮ 一天ꎬ 他对着一堆图纸仔细思考时ꎬ 最终敲定用单人雕ꎬ “抗法斗争那

段历史ꎬ 用文字来表达ꎬ 可以写一本书ꎻ 用画来表达ꎬ 能够在背景中描述弹火纷飞的

现场ꎬ 但雕塑不能ꎬ 它需要高度的提炼ꎬ 是瞬间的凝固ꎬ 那瞬间必须是最能代表那段

历史的形象ꎻ 外人看到时ꎬ 能感受到当时斗争的激烈与社会背景ꎮ” 就这样ꎬ 抗法雕

像雏形面世了ꎬ 一手持着藤牌ꎬ 一手提着牌刀ꎬ 凛然不可侵犯ꎬ “这就是典型的雷州

半岛农民形象!” “藤牌是当年专用土武器ꎬ 雕像姿势呈现防守状ꎬ 展现他们英勇保

卫家乡的英雄气慨ꎮ” 简向东说ꎮ 为了创作ꎬ 他曾两次深入硇洲岛体验当地渔民生

活ꎬ 还住了一个多月ꎮ
一场车祸———修建雕像中的惊魂

时至今日ꎬ 抗法雕像风采依旧ꎬ 毫无破损ꎬ 最主要的原因是采用廉江塘蓬花岗

岩ꎮ 这花岗岩来之不易ꎬ 简向东差点为之丧命ꎮ 一天ꎬ 他去廉江选取石料ꎬ 当天中午

工作结束后坐车回市区ꎮ 当时ꎬ 天空雨雾迷蒙ꎬ 司机没留意路中间有一块大石头ꎮ 待

发现时ꎬ 司机赶紧急刹车ꎬ 顺手把车头一转ꎮ 没想到雨天路滑ꎬ 车子竟不受控制地倒

向一边ꎬ 简向东下意识地双手握紧扶手ꎬ 两脚死死顶着前座ꎬ 后背贴着椅背ꎮ 他想

喊ꎬ 但是发现自己叫不出声音ꎬ 眼前变成白茫茫一片ꎬ 心里也是一片空白ꎮ 所幸的

是ꎬ 他只是伤了小腿ꎬ 腰扭了一下ꎮ 但同车的一位同志被甩出车外ꎬ 伤得很重ꎮ 等交

警赶来处理完现场后ꎬ 简向东才回到湛江市区ꎮ

(三) 走向世界的 «扬帆搏浪» 雕像

位于海滨公园中轴线上ꎬ 落成于 １９８６ 年ꎬ 设计师简向东ꎬ 雕像高超过 ８ 米ꎬ 不

锈钢材质ꎬ 一位女运动员脚踏帆板ꎬ 右手抓帆ꎬ 左手向上扬起ꎬ 身体倾斜与板帆构成

“Ｖ” 字形英姿ꎬ 迎风踏浪滑行前进ꎮ 肢体和腰身等身体结构比例协调ꎬ 令人赏心悦

目ꎮ 它就是湛江市早期室外雕像之一 «扬帆搏浪»ꎬ 在它身后是一片蔚蓝海湾ꎮ 如

今ꎬ 湛江人说起它ꎬ 总会自豪地说: “那是为出自湛江的帆板世界名将张小冬而雕塑

的ꎮ” 然而ꎬ 这背后的故事更有趣ꎮ
原应改革开放而诞生

最初设计名叫 «帆板»ꎬ 后更名为 «扬帆搏浪» “那是 １９８４ 年后的事了ꎬ 当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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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改革开放ꎬ 全国上下都非常重视城市

雕塑这一块ꎮ 我们都在苦苦思索ꎬ 如何

才能使湛江市容更漂亮ꎮ 后来经过讨

论ꎬ 我们也决定开展这项工作ꎮ” 当年

主管城建工作副市长汤文藩说ꎮ “既要

突出湛江海滨城市的特点ꎬ 又要表现湛

江永远前进ꎬ 这到底用什么意象合适

呢?” “最终确定为帆板ꎬ ‘乘风破浪ꎬ
奋勇前进’ 嘛!” 确定意象以后ꎬ 经过

考察对比ꎬ 市里决定请上海设计师和江

浙一带的制造厂负责设计和制作ꎮ “那
时候ꎬ 上海城市雕塑发展得比较快ꎬ 而

湛江本地室外雕塑还非常少ꎬ 所以就请

他们来设计制作ꎮ” 根据 １９８８ 年由湛江

地方志办公室办 «湛江史志» 资料显

示ꎬ 这座雕像是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ꎬ 由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学院设计ꎬ 浙江省温

岭县温岭艺术雕刻厂制作ꎬ 最初安放在

海滨公园门前 (今时代广场处)ꎬ １９９５ 年公园扩建后ꎬ 雕像迁到开心广场舞台正对

面ꎮ
后因张小冬而闻名

“在赤坎金沙湾有个劳丽诗雕像ꎬ 在霞山海滨公园有个张小冬雕像ꎬ 她们都是湛

江体育界顶呱呱人物ꎬ 这两个雕像分别记载她们的辉煌成绩而建的ꎮ” 现在一说起这

个雕像ꎬ 湛江人都会这样向别人介绍ꎮ 但事实并非如此ꎮ “当时ꎬ 我们建造这个雕像

的确以张小冬为原型ꎬ 但只是寓意湛江要像在大海里航行的帆板那样ꎬ 扬帆搏浪ꎬ 走

向世界ꎮ” 汤文藩笑着说ꎬ “但凑巧的是ꎬ 这座雕像建好后ꎬ 张小冬在一次世界性帆

板比赛中获得冠军ꎮ 这可是湛江帆板第一位世界冠军呀ꎬ 当时人们经过这座雕像ꎬ 都

会指着说 ‘瞧ꎬ 这就是张小冬ꎬ 世界冠军呢!’ ”
除了张小冬夺冠巧合外ꎬ 当时湛江帆板运动也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ꎮ 在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 许多帆板运动员在霞山海边训练ꎬ 国家帆板队也在湖光岩集中训练ꎬ
被当地市民视为一道亮丽的风景ꎮ 帆板对于湛江老百姓来说ꎬ 是一项就在身边的运

动ꎮ 久而久之ꎬ 人们说起这座雕像ꎬ 都认为是纪念张小冬夺冠雕像ꎮ

(四) 取名唐诗 “风正一帆悬” 的 «风正帆悬» 雕塑

建造于 １９９０ 年ꎬ 由广州美术学院梁明诚教授设计ꎬ 位于人民大道与乐山大道的

交汇处ꎬ 整座雕塑占地面积约 ５０００ 平方米ꎬ 由中心 “三帆” 主雕和四个副雕所组

成ꎮ 主雕高 ３０ 米ꎬ 钢筋、 水泥材料建成ꎬ 塑造三帆 (头帆、 肚帆、 尾帆) 造型ꎬ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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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帆新姿

度不同ꎬ 层次有序ꎻ 四座副雕不锈钢材质ꎬ 不同造型ꎬ 神态迥异ꎬ 分别是当代浪潮、
旭日东升、 柱擎南天、 腾飞之路ꎬ 屹立在主雕东南西北方向ꎮ 广场周边铺设花岗岩侧

石 ３７７ 米ꎬ 铺设水泥砖 ３４５８ 平方米ꎬ 绿化面积达 ７８４６ 平方米ꎮ
“三帆” 雕塑高高耸立在广场花坛中央ꎬ 沿着平坦宽阔的人民大道和乐山大道进

入经开区ꎬ 远远就可以看到它的雄姿ꎮ 实际上ꎬ 它的名字并不叫 “三帆”ꎬ 但由于三

面帆的直观形象给人的冲击力太大ꎬ 所以这个名号就广泛传开ꎬ 直到真正走近这座群

雕ꎬ 走近其设计师ꎬ 才知道ꎬ 它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风正帆悬!
«风正帆悬» 寓意当时的湛江已经改革开放ꎬ 如同扬帆的航船ꎬ 乘风破浪ꎬ 突飞

猛进ꎮ 而在那个对外开放的年代ꎬ 湛江最突出的表现是于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成立经开区ꎮ
开发区地处城市中心ꎬ 是国务院最早批准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国家级经开区之一ꎬ 也

是湛江对外开放的窗口ꎮ 这里良好的投资环境ꎬ 吸引大批海内外客商前来投资置业ꎬ
成为外商在粤西地区投资最活跃的一方热土ꎮ 开发区的成立与建设发展ꎬ 将霞山、 赤

坎、 开发区连接起来ꎬ 结束湛江市区 “一个城市分两块” 的历史ꎮ
大型广场抽象雕塑 «风正帆悬»ꎬ 高 ３０ 米ꎬ 远望是三面白帆高耸入云ꎬ 既是主

体又是背景ꎬ 大气简洁ꎬ 让人一目了然ꎮ 风帆脚下几组不锈钢材质的雕塑造型ꎬ 属抽

象派作品ꎬ 点缀主体雕塑ꎬ 复杂穿插围合ꎬ 相映成趣ꎬ 不仅生动地揭示这座群雕主题

内涵ꎬ 而且形象地展现湛江开发区人 “高挂云帆济沧海ꎬ 长风破浪会有时” 的大志

大气ꎬ 成为湛江市区的地标ꎬ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也是雕塑行业内颇为引人瞩目的标

杆之作ꎮ 这座如此大尺度、 大体量、 大空间的作品出自广州美术学院知名雕塑家梁明

诚教授之手ꎮ
梁明诚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出生于广东南雄ꎬ 祖籍广东顺德ꎮ １９５９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

院附中ꎬ １９６４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ꎮ 文革期间在广州农讲所纪念馆从事雕

塑工作ꎬ １９７８ 年始在广州美术学院任教ꎬ 历任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 主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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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 院长ꎬ 广东省美协副主席ꎬ 中国美协雕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城市雕塑艺委会委员、 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ꎬ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客

座教授、 研究生导师ꎮ

(五) «跳水女神» 和 «海之恋» 雕塑

很多湛江人都知道ꎬ 在霞山和赤坎各有一段观海长廊ꎬ 巧妙的是 “两段观海长

廊ꎬ 一样的湛江情”ꎬ 它们是湛江海洋文化的载体ꎬ 而它们核心位置所矗立的雕塑ꎬ
就是各自的地标ꎬ 各自精神的浓缩ꎮ 在赤坎金沙湾观海长廊ꎬ «跳水女神» 矗立在海

边的喷泉广场ꎬ 似乎飞身跃入水中ꎬ 展现湛江体育强市中的跳水强项ꎻ 在霞山金海岸

观海长廊北端的渔港公园入口广场ꎬ «海之恋» 迎着朝阳推船出海ꎬ 日出而渔ꎬ 显示

湛江海洋大市中的渔业兴旺ꎮ 它们都是最为市民熟识的雕像ꎬ 均出自广州美术学院副

教授陈瑾之手ꎮ
１ «跳水女神» 记录跳水新高度ꎬ 湛江妹获得奥运金牌

«跳水女神» 雕像ꎬ 落成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ꎬ 设计师陈瑾ꎬ 高 １２ ８ 米ꎬ 重量约 ５
吨ꎬ 不锈钢材质ꎬ 渡漆ꎮ 人们口中的 “劳丽诗”ꎬ 已经成为赤坎金沙湾观海长廊的地

标ꎮ 每年春节ꎬ 湛江市都会在劳丽诗广场举行烟花汇演ꎮ 而市民们相约一起逛观海长

廊ꎬ 也往往会说ꎬ “在 ‘劳丽诗’ 旁边等”ꎮ 这座雕像诞生的背后有故事呢!
３０ 多年前ꎬ 廉江安铺镇活跃着一

支业余少年体校跳水队ꎬ 在教练钟权生

带领下ꎬ 队员在标准跳台、 跳水池刻苦

训练ꎬ 先后为中国跳水队、 解放军队培

养输送林小妮、 刘超等多名优秀运动

员ꎬ 其中林小妮代表中国跳水队勇夺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女子 １０ 米跳台冠军ꎬ
安铺跳水队一时名声大噪ꎮ １９８６ 年ꎬ
钟权生迈入湛江跳水队教练行列ꎬ 培养

多名跳水队员都有出色表演ꎬ ２００４ 年

雅典奥运会湛江妹劳丽诗夺得女子 １０
米跳台双人冠军ꎬ 成为湛江第一位奥运

冠军ꎮ 这标志着湛江跳水体育事业达到

新的高度ꎬ 也成为湛江体育的一张亮丽

名片ꎮ 为记录这一喜事ꎬ 市里打算设置

一座雕像ꎮ
那时ꎬ 陈瑾远在广州美术学院任

教ꎬ 但他时刻关注着家乡发展ꎬ 当他得

知这一消息后ꎬ 便开始着手设计ꎮ “这
座雕像ꎬ 最难部分就是设计构图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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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ꎮ” 回想起创作过程ꎬ 陈瑾说ꎮ «跳水女神» 设计前后花去将近一年时间ꎬ 期间他

多次回湛寻求和沟通设计理念ꎬ 并几度到金沙湾观海长廊实地考察ꎮ 在进入到构思雕

像的 ４ 个月里ꎬ 全身心投入ꎬ 其时的陈瑾几乎成了 “呆子”ꎬ 连走路也在想雕像的

事ꎮ “奥运和劳丽诗这两个元素都必须体现ꎬ 如何才能使它们连接自然ꎬ 不生硬呢?
我连续熬好多天通宵ꎬ 苦苦思索ꎬ 终于有一天ꎬ 脑袋里灵光一闪ꎬ 突然想到奥运火

炬!” 他选择奥运五环标志ꎬ 经过重构ꎬ 组合成奥运圣火状ꎬ 与起跳腾空一刹那、 运

动员张开双臂呈 “Ｖ” 字形英姿ꎬ 构成一个有机整体ꎬ 圣火、 五环与劳丽诗意象三合

一ꎬ 体现更高、 更快、 更强的奥运精神ꎮ 这也就是今日 «跳水女神» 雕像ꎬ 劳丽诗

“一跳闻名”ꎬ 现在市民都习惯把那座雕像称为 “劳丽诗”ꎮ
２ «海之恋» 雕塑ꎬ 落成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ꎬ 设计师陈瑾ꎬ 高 ６ 米ꎬ 长 １４ 米ꎬ 花

岗石材质ꎬ 座落于渔港公园入口广场ꎬ 与赤坎 «跳水女神» 遥遥呼应ꎬ 也是一座体

现湛江特色的雕像ꎮ
当时ꎬ 渔港公园规划布局入口广场、 港湾钟楼、 渔港船歌、 渔人之家和渔乡风情

５ 个景区ꎮ 陈瑾应邀为渔港公园主题而设计雕像ꎮ “设计灵感来自一次谈话ꎬ 那是与

湛江相关部门沟通时ꎬ 说到湛江渔民ꎬ 脑子像抓到什么东西ꎬ 就与部门负责人协商以

渔民推渔船为原型ꎮ” 这是形象构思 «海之恋» 雕塑ꎬ 采用充满力度的三角形构图ꎮ
若是清晨进入园中ꎬ 游客可以看到一群渔民正在推船出海ꎬ 渔民健硕的身躯ꎬ 与浪

花、 礁石融为一体ꎬ 高昂的船头ꎬ 待扬的风帆ꎬ 迎向那冉冉升起的太阳ꎻ 每当夜幕降

临又是另一番景象ꎬ 激光灯、 旱喷、 地灯道和花坛等景观ꎬ 构成一个 “北斗七星”
广场ꎬ 按照天幕中北斗七星与北极星相互关系ꎬ 设计安放地灯ꎬ 沿地灯通道的天璇

星、 天枢星、 北极星与远处的灯塔连成一条直线ꎬ 各式灯光宛如天上闪烁星星ꎬ 广场

犹如茫茫大海中天幕ꎬ 表现先民们的智慧ꎬ 出海打渔依靠北斗七星定位导航的场景ꎮ

(六) 富有红土文化特色的 «丝路花雨» 浮雕群

«丝路花雨» 浮雕群ꎬ 建造于 ２００８ 年ꎬ 初名 «民间雕塑柱»ꎬ 设计师黄又ꎬ 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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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热带花园景观中轴线上ꎮ 这组群雕设计创意ꎬ 是挖掘和传承湛江自古就是南国

“海上丝路” 支点的历史文化ꎬ 选取五个不同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遗产项目ꎬ 以花岗

岩雕凿ꎬ 运用圆雕、 浮雕、 透雕和线刻等技法ꎬ 雕刻出 “东海人龙舞” “遂溪醒狮”
“吴川飘色” “雷州石狗” “廉江舞鹰雄” 等一组由 ５ 根浮雕石柱组成景点ꎬ 每条柱状

浮雕高 ７ ６ 米ꎬ 宽 １ ５ 米ꎬ 重约 ４０ 吨ꎬ 设计 ４ 个画面ꎬ 如 “东海人龙舞” 由 １０ 余人

组成 “龙”ꎬ 每人身穿龙服ꎬ 头戴龙缨、 龙冠ꎬ 分节架接而成ꎬ 雕像绕柱起舞ꎬ 生动

有趣ꎮ 五条柱状浮雕ꎬ 分别表现五种湛江民间艺术形象ꎬ 造型古朴粗犷ꎬ 雕刻精巧ꎬ
线条秀健ꎬ 是华表石刻中的精品ꎮ 每条柱雕相隔 ９０ 米ꎬ 底部柱础由一条小溪流连接ꎬ
暗喻 “海上丝路” 源远流长ꎻ 五项非遗ꎬ 寓意人类历史长河中宛如飘落的几片花瓣、
几颗雨滴ꎮ 这条民俗文化景观轴ꎬ 地面铺设青石条砖ꎬ 两旁种植英雄花———木棉花和

湛江市花———紫荆花ꎬ 花语、 园艺、 非遗和雕塑构成一条别具特色的文化景观走廊ꎬ
漫步其间ꎬ 让人感觉是一场丰富的视觉文化盛宴ꎮ

这个浮雕群ꎬ 与南国热带花园的设计理念一脉相承ꎮ 花园面积 ６４ 公顷ꎬ 处处繁

花似锦ꎬ 透着浓浓的北热带风光ꎮ 当初ꎬ 建造花园就是以湛江地方园林特色文化为立

足点ꎮ 为契合这一主题ꎬ 市里编制招标方案ꎬ 向全国征集雕塑设计ꎬ 说明雕塑除了要

有美感外ꎬ 更重要的是能让观众一窥湛江地方深厚的历史积淀ꎬ 了解湛江地方特色文

化ꎮ 黄又创作浮雕群ꎬ 在众多竞标作品中脱颖而出ꎮ
作者黄又ꎬ １９６２ 年生于廉江市ꎬ １９９１ 年毕业于湛江师范学院ꎬ 现为湛江市职业

油画家、 雕塑家ꎬ 中国美术家学会会员、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ꎮ 他

创作 «杆枪与士兵» 雕塑ꎬ ２００７ 年入选建军 ８０ 周年全国美展ꎻ «绵羊一家» 雕塑ꎬ
２００９ 年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ꎻ 市区街头 «方圆» «龟兔赛跑» 等城雕也出自他的手

笔ꎮ

(七) 神秘的 «湖光岩东大门巨型雕塑群»

２００２ 年ꎬ 文件 «关于湖光岩风景区东大门及配套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 中要求ꎬ
湖光岩 “必须建设东大门”ꎮ ２００５ 年实施规划时ꎬ 专家们提出ꎬ 东大门设计应反映景

区特色ꎬ 突出生态、 古朴、 自然的格调ꎮ 于是ꎬ 设计营造东大门巨型雕塑群ꎬ 采用钢

筋水泥、 砂子、 特殊秘制材料ꎬ 以及耐晒颜料等材料建造而成ꎬ 建造者梁启清ꎬ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完工ꎬ «龙鱼» 高 １３ 米ꎬ 长 ９ ８ 米ꎬ 宽 ５ ８ 米ꎻ «万寿神龟» 长 ２２ 米ꎬ 宽 １８
米ꎬ 高 ６ 米ꎬ 重 ４００ 吨ꎻ «千年古榕» 高 ９ ８ 米ꎬ 宽 １３ 米ꎬ 长 ２１ 米ꎮ 这组群雕ꎬ 矗

立在湖光岩东大门ꎬ 它们与世界地质公园火山博物馆及湖光岩传说浮雕ꎬ 赢得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和各级领导高度评价ꎬ 被授予 “最佳设计创意奖” “最佳设计施工奖”ꎮ
如今ꎬ 在这组群雕前留影ꎬ 成为游客到湖光岩保留节目ꎮ 但是ꎬ 很多游客都很想

知道ꎬ 由榕树、 龙鱼和乌龟这几种不同生物组成的群雕背后有什么故事?
“龙鱼” 传说神乎其神ꎮ 很久以前ꎬ 有一对青年男女真心相爱ꎮ 一天ꎬ 女方被当

地恶霸逼婚强娶ꎮ 为逃避逼婚ꎬ 这对恋人决定在月圆之夜私奔ꎬ 却不幸被恶霸一伙追

赶到湖光岩绝崖峭壁ꎬ 最后双双投湖自尽ꎮ 天帝为之感动ꎬ 让他们化成一对龙鱼ꎬ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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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在畅游湖水中ꎮ 这对龙鱼每到投湖之日就浮出湖面ꎬ 朝天拜谢ꎮ 这事传得玄乎其

玄ꎬ 有人称亲眼看到龙鱼出没ꎮ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ꎬ 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将军班

６０ 名学员ꎬ 在望海楼上目睹了九条 “龙鱼” 先后出现在湖中ꎮ 人们还发现距湖边不

远处有两只黑乎乎大乌龟在遨游ꎬ 龟身直径长约 ２ 米ꎮ 景区老职工认为ꎬ 湖中出现的

“龙鱼” 很可能是传说中金鲤鱼ꎮ
乌龟和湖光岩ꎬ 说起来还有一段美好故事ꎮ 传说ꎬ 湖光岩与洞庭湖相通ꎬ 有一

天ꎬ 洞庭湖龙王垫椅脚神龟溜出龙宫ꎬ 贪玩误时ꎬ 怕被龙王责怪ꎬ 躲藏到湖光岩ꎬ 不

料被这里的美丽风光所吸引ꎬ 乐而忘返ꎮ 龙王知悉后ꎬ 怒不可遏ꎬ 倾尽洞庭湖之水淹

没湖光岩ꎮ 神龟为了保护湖光岩的生灵ꎬ 吐出灵珠堵住湖底洞口ꎮ 神龟吐珠后身亡ꎬ
化作石龟ꎮ 每年正月十五ꎬ 到湖光岩放生 “灵龟” 成为当地居民习俗ꎮ

“千年古榕” 与大门口融为一体ꎬ 栩栩如生ꎬ 不知情者ꎬ 还以为这是真的呢ꎮ 仿

生古榕造型迫真ꎬ 枝繁叶茂ꎬ 树荫覆地ꎬ 碧影参天ꎬ 成为湖光岩一大著名景点ꎮ

(八) 湖光岩的 «白牛仙女» 雕塑

«白牛仙女» 雕塑ꎬ 落成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位于湖光岩风景区内ꎬ 由广州美术

学院刘保东、 谭瑞权创作设计ꎬ 后由湛江两名雕塑家将原作放大进行施工ꎬ 用大理石

雕凿而成ꎬ 这座石雕像连座高 ８ ２ 米ꎬ 基座 ３０ 平方米ꎬ 刻画一位美丽仙女坐坐在白

牛背上ꎬ 娴静地注视着眼前湖光山色ꎬ 肖像逼真ꎬ 结构匀称ꎬ 线条流畅ꎬ 颇有雕塑艺

术神韵ꎮ
这个雕像ꎬ 取材于古老的白牛传说ꎮ 相

传ꎬ 很久以前ꎬ 湖光岩四周都是山岭ꎬ 山脚

下住着一对母子ꎬ 靠儿子上山打柴售卖为生ꎮ
一次儿子上山砍柴时摔死了ꎬ 阿婆悲痛欲绝ꎬ
卧床不起ꎮ 突然ꎬ 有一天ꎬ 阿婆惊喜的看到

一头白牛送来救命粮ꎬ 并为自己耕田犁地ꎬ
从此阿婆视牛如命ꎮ 可是好景不长ꎬ 几年后ꎬ
村里闹虫害ꎬ 庄稼颗粒无收ꎬ 村民们为了活

命ꎬ 趁阿婆不在的时候把白牛杀了分肉吃ꎮ
阿婆发现后号啕大哭ꎬ 撞向牛头角ꎬ 头脑鲜

血直淌ꎮ 当人血和牛血混在一起时ꎬ 突然

“轰隆” 一声巨响ꎬ 山崩地裂ꎬ 整个村庄陷落

下去ꎬ 变成一泓湖水ꎮ 阿婆变成仙女ꎬ 骑着

白牛腾云驾雾向天而去ꎮ 这个故事流传至今ꎬ
老百姓依然觉得ꎬ 湖光岩旱季不涸ꎬ 湖水清

澈ꎬ 皆因仙女庇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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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６　　 (九) 湛江海滨宾馆 «南海龙女» 雕塑

«南海龙女» 雕像ꎬ 落成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设计师广州市著名雕塑家ꎬ 位于海

滨宾馆花园静湖ꎬ 龙女身着轻质薄纱ꎬ 披肩滑落手臂ꎬ 左手捏着一颗珍珠ꎬ 体态轻

盈ꎬ 飘然而至ꎬ 亭亭玉立ꎬ 高雅脱俗ꎬ 整座雕塑线条流畅ꎬ 轮廓优美ꎬ 给人一种轻

松、 飘逸之感ꎮ 花园占地 ８ 公顷ꎬ 四季花香ꎬ 绿树环绕ꎬ 似 “人间仙境” 来衬托雕

塑的主题ꎮ
传说ꎬ 古时候南海龙王之女ꎬ 喜欢游出海面ꎬ 观赏大海景色ꎮ 一年ꎬ 龙女来到湛

江海湾ꎬ 见海滨依山面海ꎬ 景色优美ꎬ 决定在此建造一座海滨宫殿ꎬ 供日后游玩ꎮ 正

是: “天欲连水水连天ꎬ 狮子洲头龙宫殿ꎬ 张羽无需愁煮海ꎬ 相邀龙女欲琼筵ꎬ 凤凰

牡丹含羞醉ꎬ 椰树槟榔舞翩跹ꎬ 红日光辉万物秀ꎬ 风光无限海湾边”ꎮ

(十) 寸金纪念广场 «寸金紫传» 雕塑

位于寸金纪念广场ꎬ 落成于 ２００３ 年ꎬ 设计师简向东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寸金纪念广场是

在寸金桥的基础上扩建而成ꎬ 占地面积 ２ ３６ 公顷ꎮ 广场的主体是位于广场中央的一

座大型的艺术浮雕墙ꎮ 黑色花岗石基座上铭刻 “寸土寸金ꎬ 浩气长存” 的字样ꎮ 浮

雕是由红砂岩雕刻成ꎬ 共分为 “南海烽烟” “红土魂” “浴血抗战” “忠魂颂” “半岛

砥柱” 五幅雕像ꎬ 宛如连环画一般让人一堵之后ꎬ 仿佛看到当年抗法斗争风起云涌

之景ꎮ 整座浮雕连成一体ꎬ 墙上人物栩栩如生ꎬ 浑然大气ꎮ 正是 “寸金桥畔雨潇潇ꎬ
曾是英雄碧血飘ꎮ 卫国安邦打番鬼ꎬ 椹川儿女动枪镖ꎮ”

浮雕墙背后的碑文则简要记载 １８９８ 年—１８９９ 年湛江人民抗法斗争的英勇事迹和

寸金桥的由来ꎮ 碑文左侧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家副主席董必武 １９６４ 年来湛

时为寸金桥的题词ꎻ 右侧是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 １９６１ 年到湛江题的一首诗ꎮ
寸金桥是 １９２５ 年为纪念湛江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侵占广州湾ꎬ 驱逐外来强敌ꎬ 并取

得斗争胜利而修建的ꎮ 历经抗日战争和 １９５９ 年、 １９８４ 年几次修建保存至今ꎮ 寸金纪

念广场的建成ꎬ 不仅增加市民休闲的场所ꎬ 而且增添城市建设的新景观ꎬ 提高城市文

化品位ꎬ 它涵括纪念湛江人民抗法历史ꎬ 也昭示新世纪湛江人民不畏艰难ꎬ 奋发图强

的精神风貌ꎮ

(十一) 霞山金海岸观海长廊几组雕塑

«戏蟹» 雕塑ꎬ 表现两个赤身海仔ꎬ 一个弯着腰一个趴着ꎬ 全神贯注地观察和追

着一只 “张牙舞爪” 的大花蟹ꎬ 可谓妙趣横生ꎬ 充满海边生活味道ꎮ
«白海豚戏海» 雕塑ꎬ 干脆就设在沙滩上ꎬ 涨潮时经常被海水浸住下面的石头底

座ꎬ 只露出一条条飞跃的白海豚在海面上ꎬ 栩栩如生ꎬ 几可乱真ꎮ
«驯鲨» 雕塑ꎬ 采用半抽象的艺术表现形式———四个人骑在大鲨鱼背上ꎬ 人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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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为一体ꎬ 组成光滑的多组线条ꎬ 既像海的波涛ꎬ 又生动体现人和大自然相处ꎬ 尤其

是与大海搏斗的精神ꎮ
«水兵» 雕塑ꎬ 座落于月亮岛的草坪上ꎬ 一位健壮的水兵ꎬ 在奋力划浆ꎮ

(十二) 赤坎金沙湾观海长廊几组雕塑

«方圆» 雕塑ꎬ 高 ５ 米ꎬ 玻璃钢材料仿红沙岩石制作ꎬ 反映渔家的一天生活ꎬ 海

味十足ꎬ 它的六个面分别是 “旭日” “渔汛” “赶海” “扬帆” “搏浪” “收获” 渔家

生活场景的浮雕ꎬ 寓意事物是 “无规矩不成方圆”ꎮ 此座红色大型雕塑ꎬ 矗立于赤坎

金沙湾观海长廊中部ꎬ 在蓝天、 碧海和绿树的映衬下格外醒目ꎮ
«水之花» 雕塑ꎬ 尺寸为 ３ ８

米×３ ８ 米ꎬ 不锈钢材质ꎬ 在整体

设计上ꎬ 通过既相互独立又环环

相连的形体组合ꎬ 构建出似花的

整体图形ꎬ 钢雕灵感来自国家女

子花泳队中湛江籍运动员ꎮ 在雕

塑中ꎬ 以整体划一的动作展现花

泳队员的美丽灵动和精湛技艺ꎬ
花形结构寓意着姑娘们在水中完

美的演绎ꎬ 搏击出胜利之花ꎮ 伴

着港城蓝天白云ꎬ 这座钢雕成为

一道靓丽风景ꎮ
«打水球» 雕塑ꎬ 矗立在沙

滩上ꎬ 是一组沙滩泳者的雕塑ꎬ
旨在营造热爱体育、 参与体育的

良好氛围ꎬ 也成为点缀沙滩的靓丽景观ꎮ 人们面朝大海ꎬ 忽见沙滩上亦有雕塑ꎬ 远望

之下ꎬ 三黑点不知何物也ꎮ 带着悬念ꎬ 走进沙滩ꎬ 渐行渐近ꎬ 发现中间是一侧卧沙滩

者之上半身ꎬ 右手举起水球ꎻ 三四米外的沙滩上露出左手之手腕ꎻ 五六米远处露出小

腿与脚ꎮ 目击之后顿悟: 大海的泳者! 创意作品! 先有悬念ꎬ 然后让你顿悟ꎬ 如此雕

塑ꎬ 可观性陡增!

(十三) «河之恋» 雕塑

位于北桥公园内ꎬ 设计师是湛江籍著名艺术家陈瑾ꎬ 采用英文单词河字首个字母

“Ｒ” 造型ꎬ 不锈钢材质扭曲而成ꎬ 象征着南桥、 北桥两河在此汇合ꎬ 水流不息ꎬ 相

互依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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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８　　 (十四) «花之恋» 塑像

位于南国热带花园内花之恋广场ꎬ 占地面积为 ４７００ 平方米ꎬ 设计者师是湛江籍

著名艺术家陈瑾ꎮ 雕塑高 １２ 米ꎬ 彩蝶造型ꎬ 屹立于广场中央ꎬ 巨型紫荆花怒放ꎬ 花

蕊丛中呈现 “蝶恋花ꎬ 花恋蝶” 景象ꎬ 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ꎬ 表达湛江人对这片

土地的热爱和美好未来的憧憬ꎮ

第五节　 庭院绿化

庭院ꎬ 一般指别墅花园ꎬ 为住宅附带的私有花园空间ꎬ 还包括住宅区底层带有一

定面积的院子、 复式建筑屋顶的屋顶花园ꎮ 庭院绿化ꎬ 是在庭院内栽植各种花木ꎬ 布

置山水亭榭等园林景观ꎬ 供人观赏、 娱乐、 休息ꎬ 创造出人们舒适的室外生活空间ꎮ
庭院不管其面积多小ꎬ 在当今喧闹的城市里都起到减轻生活压力ꎬ 让人充满活力的作

用ꎮ

一、 庭院绿化概述

建国前ꎬ 湛江庭院绿化集中于达官商贾住宅、 官署衙门之处ꎮ 比较著名的庭院

有:
【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花园】 位于霞山区海滨一路ꎬ 建于 １９０３ 年ꎬ 钢筋水泥

结构二层楼建筑ꎬ 有地下室ꎬ 门前有金鸡雕像ꎬ 一片花园草坪ꎬ 这里曾是广州湾租借

地最高统治机关ꎮ
【李汉魂故居花园】 位于吴川市黄坡镇岭头村ꎬ 建于 １９３３ 年ꎬ 占地面积 １６５００ 多

平方米ꎬ 其中绿化面积 １３６００ 多平方米ꎬ 建有勤园、 俭园和后花园ꎬ 庭园之间由布衣

一巷、 布衣二巷分隔ꎬ 均为花园式布局ꎮ １８９５ 年李汉魂在此地出生ꎬ 曾参加北伐、
抗日战争ꎬ 被誉为抗日名将ꎬ １９３８ 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ꎬ 翌年在广东北江剿敌胜利

后ꎬ 他辞去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职ꎬ 全力从事广东政务 ６ 年 ８ 个月ꎬ 他爱国爱家ꎬ 为

抗战、 为家乡建设不遗余力ꎮ
【静园别墅】 位于赤坎南兴街 ４９ 号ꎬ １９３７ 年由广州湾商会第一任会长潮州籍商

人陈斯静投资所建ꎬ 门前是他开设的泰发号商行经营百货ꎮ 进门为走廊ꎬ 两边各三个

蓝色木质百叶窗ꎬ 因窄而高ꎬ 拱廊顶上呈弧形ꎬ 这里原是一个藤罗如盖、 绿叶婆娑的

遮荫棚ꎮ 走进里面是一个小庭院ꎬ 园内有阳台、 花坛ꎬ 迎面主楼上层九个彩色玻璃窗

一字排列ꎬ 高高在上ꎬ 因窄而高ꎬ 每个窗洞上部都是拱券结构ꎬ 优雅弧线造型ꎮ 主楼

下层有罗马式圆柱支撑穹顶ꎬ 窗楣、 门头等饰以花草图案ꎬ 窗间墙上贴装饰性的壁

柱ꎮ 整座建筑简洁典雅ꎬ 气派不凡ꎮ １９３９ 年建成时ꎬ 由北海逃难而来的南海人梁显

强、 雷剑虹夫妇在此开设 “现代照相馆”ꎬ 商人、 学生和市民经常来此照相ꎬ 甚至法

国人、 日本人也光顾ꎮ 因为照相设备先进、 技术好ꎬ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梁显强老板被



３４９　　

第
四
章
　
园
林
绿
化

邀拍摄国民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 «中法交收广州湾租地专约» 和和粤桂南区总司令

邓龙光为代表接受日军投降签字仪式ꎬ 见证了一个民族的骄傲记忆ꎬ 后来他出版一本

«日军投降影集»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静园为市饮服公司宿舍ꎬ 后作为房屋出租ꎮ 如今

楼房年久失修ꎬ 残破不堪ꎮ
【森园别墅】 位于中华路 ４４ 号之一ꎬ 与九二一路交汇ꎬ 是一幢三层别墅式洋楼ꎬ

面宽 ２３ １ 米ꎬ 进深为 １７ ３ 米ꎬ 座东北向西南ꎬ 院内栽花种树ꎬ 原主人是广州湾名流

陈学森ꎬ 故名 “森园”ꎬ 他是湛江市霞山北越村人ꎬ 是广州湾公局局长陈学谈胞弟ꎬ
三友公司大股东ꎮ １９３７ 年他与陈学谈等人创办 “培才学校”ꎬ 他出任学校董事长ꎮ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ꎬ 他女儿陈玉燕大学毕业后担任培才中学校长ꎬ 直到湛江市解放ꎮ 新中

国成立后ꎬ 被用作机关办公和宿舍ꎮ
【宁园别墅】 位于中华路 (旧药房街) ６７ 号ꎬ １９４２ 年由商人施光华兴建ꎬ 坐西

南向东北ꎬ 面宽 １４ 米ꎬ 进深 ２０ ８ 米ꎬ 是一幢带有小花园的二层半西式砖混结构平顶

楼ꎬ 于 １９４５ 年初建成使用ꎬ 占地面积 ２６０ 多平方米ꎬ 总建筑面积约 ６００ 平方米ꎬ 一、
二楼的布局一样ꎬ 均为四房三厅ꎬ 三楼为三房一厅ꎬ 建筑材料大都由越南买进ꎬ 门窗

采用铁力木材料ꎬ 现基本保持原貌ꎬ 是当时广州湾为数不多的外墙 “石米楼”ꎬ 也是

至今为止保护得较好的一座广州湾老旧宅院之一ꎮ 主人施光华祖籍宁波ꎬ 故得此名ꎮ
“宁园” 二字为施光华本人所书ꎮ 当年解放海南岛时ꎬ 南下大军司令部便设在此ꎬ 是

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总指挥部ꎮ 解放后该园的主人一家迁往香港ꎬ 此园曾作为赤坎区

政府办公室及宿舍ꎮ １９８８ 年ꎬ 政府落实政策ꎬ 该园归还施家后人居住ꎮ 宁园独特的

建筑对研究赤坎区楼宇建筑史具有一定的价值ꎮ
【陈明仁将军旧居】 位于赤坎区兴华路 ３０ 号ꎬ 建于 １９０３ 年ꎬ 占地面积 １５１９ 平方

米ꎬ 院内绿树成荫ꎬ 建筑为砖混结构ꎬ 两栋两层小洋楼ꎬ 坐向、 布局和建材相同ꎬ 建

筑面积 ４９４ 平方米ꎬ 俯视平面造型犹如两架飞机ꎬ 故又称 “飞机楼”ꎮ 陈明仁 (１９０３
年－１９７４ 年)ꎬ 湖南齟陵人ꎬ 黄埔第一期学生ꎬ 在国民党军队中南征北战 ２５ 年ꎬ 官至

兵团司令ꎬ 被授衔中将ꎬ 曾获介石授予青天白日勋章ꎬ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４ 日ꎬ 他与国民

党长沙缓靖公署主任程潜发出起义通电ꎬ 然和平起义ꎬ 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称赞ꎬ １９５５
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ꎮ １９５２ 年ꎬ 中央派陈明仁将军率领 ５５ 军驻防湛江

在此居住ꎮ 在驻湛的 １６ 年中ꎬ 他非常关心和支持湛江的经济建设ꎬ 湛江港、 雷州青

年运河、 湛江堵海东北大堤等重大工程建设ꎬ 在关键时刻都派出部队大力支援ꎬ 被推

选为湛江市绿化委员会主任ꎬ 为绿化、 美化港城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代ꎬ 湛

江地区最高首长也曾在此居住过ꎬ 后被改为幼儿园ꎮ ２０１４ 年重修后改为现名ꎬ 移交

湛江市博物馆管理ꎮ
【黄镇別墅】 位于赤坎民权路ꎬ 是一幢中西合璧的洋楼ꎬ 有主楼副楼ꎬ 工人房ꎬ

后花园ꎬ 门楼阳台双柱结构ꎬ 门窗边框均有漂亮的灰浆装饰线ꎮ 黄镇 １９００ 年出生于

吴川ꎬ １９２２ 年投奔张世德将军ꎬ 跟随粤军东征北伐ꎬ 曾是张炎手下的连长ꎬ 并一起

参加 “八一” 南昌起义和淞沪抗战ꎬ １９４１ 年至 １９４６ 年ꎬ 黄镇任廉江县县长ꎬ １９６８ 年

在香港逝世ꎮ 该幢别墅至今闲置ꎮ
此外ꎬ 市区内潮州会馆、 高州会馆等庭院ꎬ 每个院落都有一方山水ꎬ 花园景观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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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百果园” “荔枝园” “振农园” 等以经营花木果树为主的私人庭院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开展单位庭院绿化工作ꎬ 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ꎬ 出现不少

有树、 有花、 有草、 有园林小景的庭院ꎮ 文革期间ꎬ 庭院绿化被视为 “封资修的糟

粕” 遭到破坏ꎬ 不少单位占用庭院绿地盖房子ꎬ “见缝插屋”ꎬ 绿地面积被蚕食ꎮ 党

的十ー届三中全会以后ꎬ 庭院绿化受到重视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市政府提出大力发展庭院绿

化的号召ꎬ 在庭院中种树、 种花、 种草ꎬ 做到 “黄土不露天”ꎮ 不少单位采取专业队

伍与群众管理相结合办法ꎬ 大搞 “五有” (有树、 有花、 有草、 有水、 有园林小品)
庭院建设ꎬ 出现市委机关大院、 南海医院、 海滨宾馆等一批园林式庭院ꎮ 同时ꎬ 不少

花卉爱好者利用空地、 阳台、 天棚栽花ꎬ 美化居住环境ꎮ 还有一批育苗专业户ꎬ 在郊

外租借荒地培育花卉果树苗木供应市场ꎬ 对普及绿化起到促进作用ꎮ 然而ꎬ 单位附属

绿地建设发展不均衡ꎬ 一些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部队营区、 大专院校、 中小学校等单

位绿化基础好ꎬ 绿化养护意识较强ꎬ 庭院绿化受侵害、 蚕食的情况比较少ꎮ 绿化状况

较差的ꎬ 主要是码头区、 仓储区、 工厂区及早期开发的住宅小区ꎬ 许多单位早期建设

的绿地缺乏维护ꎬ 杂草丛生ꎬ 甚至被随意侵占ꎮ 单位庭院绿化由市绿委城镇组负责监

督管理ꎬ 至 ２００５ 年湛江市区共有绿化庭院 ５１９ 个ꎮ 详见下表:

湛江市庭院绿化用地情况统计表

用地

庭
院

(个)名称

总面积

(公顷)

庭院绿化情况 (平方米)

已绿化 生产绿地 未绿化

覆盖

面积

(平方米)

覆盖率

(％)

自然村 １８ ２５５３５０ ２５５３５０

市府大院 １ ３ １２７０９ ４００ ８５００ ２８ ３３

市属系统 １４３ ２８６ １１ ４８８６９４ ２９８７ １３０６５４ ３６００８３ １２ ５９

市委大院 １ ８ ５ ５３５００ ２４００ ３００ ５１９００ ６１ ０６

驻湛部队 ２３ ４４８ ３１ １４６７６０７ ４４３２５ ４４５３０ １４５８９０１ ３２ ５４

央企省属 １３５ ９７０ ８６ １６５５０６３ ３３０４６ １４６４５２１ １３１３２９４ １３ ５３

经济系统 １１３ ３１２ ５６ ４１７４９６ ２６３２７ ４０７４２０ ３１８４５１ １０ １９

大中小学校 ５８ １１３ ６ １４２８６３ ５８４０ ４９６９９ ９２０９１ ８ １１

补漏查单位 １５ ９２ ７３ ２９１６８４０ ２１４５ ６９７１７ １６３６５９ １７ ６５

霞赤区属 ３０ ６４ ８２ １７３９０ ８２４９３ ６５０２０ １０ ０３

合　 计 ５１９ ２３００ ４８ ４８０２３５６ １１７４７０ ２６４０１４４ ４０８７２４９ １８ ６４

据统计ꎬ 湛江市区拥有独立庭院的单位 ５１９ 个ꎬ 其中ꎬ 被评为园林式庭院单位

２９３ 个ꎬ 占总数 ５７％ꎮ 按照绿化管理规定ꎬ 市区新建、 改扩建工程项目要预留 ３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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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绿化用地ꎬ 在项目交付使用前完成绿化建设ꎬ 做到项目建设与庭院绿化建设同步ꎬ
同时竣工验收ꎮ 每年市区开展一次庭院绿化大检查ꎬ 对有空地没有绿化的庭院单位限

期绿化ꎻ 绿化维护不达标的ꎬ 限期整改ꎮ 建成区内基本上达到 “黄土不露天”ꎮ
【赤坎区单位庭院绿化概况】 赤坎是旧城区ꎬ 原有旧房多ꎬ 人口稠密ꎬ 家庭绿化

受到限制ꎮ 同时赤坎又是湛江市政治中心ꎬ 机关事业单位较多ꎬ 大型工厂较少ꎬ 本区

内驻有中共湛江市委、 湛江市人民政府、 湛江军分区领导机关和 ３０ 多个处局级单位ꎬ
大专院校、 中学、 小学、 幼儿园、 中专、 中技学校等共 ５０ 多所ꎬ 医院和宾馆、 酒家

等多间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 地区政府高度重视庭院绿化ꎬ 各单位积极配合ꎬ 在庭

院、 营房、 车间、 港口、 站场、 仓库等一切可以绿化的地方进行植树、 栽花、 种草ꎮ
寸金、 中山、 民主、 中华等街道办积极发动居民群众开展绿化活动ꎬ 在门前、 阳台、
天台栽种各种花术ꎮ １９８６ 年后ꎬ 许多单位按照市政府 “以庭院绿化为重点ꎬ 大力发

展种花、 种草ꎬ 黄土不露天” 的要求ꎬ 在庭院加强植物配置ꎬ 发展多层次、 多形式

庭院绿化ꎬ 做到 “五有” (有树、 有花、 有草、 有水、 有园林小品)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全区

开展 “美在家中” 活动ꎬ 有的街道请园林专家讲授 “家庭绿化植物选择和管理”ꎮ
１９９６ 年秋ꎬ 赤坎区在寸金桥公园举办家庭盆景展览ꎬ 交流盆栽技术ꎬ 培养群众摆设

居室花卉的兴趣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各街道动员居民群众在小街小巷、 门前楼下种树裁花ꎬ
见缝插绿ꎬ 实施家庭绿化 “四个一” 工程ꎬ 即每人种一盆花ꎬ 每个阳台摆一排花ꎬ
每家门口建一个花坛ꎬ 每家门前贴一副好对联ꎮ 这个工程的实施ꎬ 使家庭绿化深入民

心ꎮ
１９９６~２０１６ 年ꎬ 区内有 ７８％的新住宅阳台摆上花丛盆景ꎬ 先后获得市绿化委员会

评定为 “花园式单位” 有: 解放军总装备部湛江办事处、 南海医院、 湛江师范学院、
湛江市彩印总厂、 湛江德利化油器公司、 湛江市自来水公司赤坎办事处、 湛江农垦第

一机械厂、 湛江游士乐食品企业公司、 湛江卫生学校、 湛江第一中学、 湛江军分区机

关大院、 ５４４６０ 部队机关大院、 湛江市委机关大院、 湛江发电厂、 总装备部湛江园林

宾馆、 湛江市政府机关大院、 湛江寸金书院、 赤坎水厂、 湛江市社会福利院、 海军南

海舰队湛江油料仓库、 中共湛江市委党校、 广州军区赤坎生产基地、 湛江市水利局、
赤坎东菊水厂、 湛江市财政局、 湛江市卫生局、 湛江艺术学校、 海警支队等 ２９ 个ꎬ
绿化达标单位 ４８ 个ꎮ

【霞山区单位庭园绿化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ꎬ 湛江市霞山城区企业、 机关、 部

队、 学校等单位庭院绿化工作发展较快ꎬ 涌现一批花园式单位ꎬ 为美化城市环境ꎬ 提

高居民生活质量发挥重要作用ꎮ 自 １９８８ 年以来ꎬ 该区获市绿化委员会授牌表彰的花

园式单位共 ５３ 个ꎬ 在全市 １０ 个县 (市) 区中数量排名第一ꎬ 约占全市花园式单位总

数的四分之一ꎮ
湛江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ꎬ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就有 “花园式城市” 的美誉ꎮ

到 ２００２ 年底止ꎬ 市区单位庭院绿地总面积达 ７９１ ６ 公顷ꎮ 其中ꎬ 作为该市主城区

———霞山区单位庭院绿地面积达 ３７４ １７ 公顷ꎬ 约占全市单位庭院绿地面积一半ꎬ 比

市区 １３ 个公园、 ２５ 个街边小游园的公共绿地面积还多 ４２ １７ 公顷ꎬ 相当于多出 ３ 个

观海长廊ꎮ 历年来ꎬ 霞山区委、 区政府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绿化工作ꎬ 在积极配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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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狠抓公共绿化、 大环境绿化建设的同时ꎬ 着力抓好单位庭院绿化建设ꎬ 要求加大

投入、 增加绿量ꎬ 并下达任务ꎬ 每年进行考核、 评比ꎻ 区建设局和区绿委办对各单位

庭院绿化设计、 施工和养护实行跟踪督促ꎻ 对新老街区、 不同单位分别控制绿化指

标ꎬ 每年开展花园式单位创建活动ꎬ 组织部分单位庭院绿化管理人员进行短期培训ꎬ
到外地参观学习ꎮ

特别是ꎬ 霞山区积极开展花园式单位申报、 复查工作ꎬ 每年不定期检查庭院绿化

美化效果和配套管理措施等情况ꎮ 绿化美化效果包括: 按照 “鲜花常开ꎬ 四季常绿ꎬ
花木长势旺盛ꎬ 环境整洁优美” 的要求ꎬ 重点检查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ꎻ 花木配置、
植物造景、 鲜花开放和树木花草生长等情况ꎬ 发现问题及时给予技术指导和帮助ꎮ 配

套管理措施包括: 重点检查被检单位是否有绿化专业规划ꎬ 是否有领导分管、 专人管

护和管理制度ꎬ 是否做到树木花草管护精细ꎬ 无病虫害ꎬ 无杂草ꎬ 黄土不见天ꎮ 经过

长期努力ꎬ 涌现了湛江市海滨宾馆、 市自来水公司十个厂区、 南海舰队司令部、 南沙

巡防处和海军某部队等一批绿化起点高、 特色鲜明、 绿化覆盖率长期稳定保持在 ７０％
以上的优秀绿化单位ꎮ 对于单位庭院绿化管理不善ꎬ 水平有所下降ꎬ 经整改仍未达到

要求的ꎬ 坚决提请市绿委给予摘牌处理ꎮ
单位庭院绿化是城市园林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城市园林绿化的基础ꎮ 从湛江

的情况看ꎬ 单位庭院绿地几乎占整个城市园林绿化的 “半壁江山”ꎬ 这对于湛江市创

建国家园林城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因此ꎬ 加强庭院绿化建设ꎬ 对花园式单位进行

申报评比和定期检查ꎬ 是强化市民意识ꎬ 保护城市绿化成果ꎬ 进一步动员广大单位积

极参与城市绿化建设的重要措施ꎮ (李土寿　 林国权)
【坡头区绿化概述】 从 １９８４ 年起ꎬ 园林绿化纳入城区建设总体规划ꎬ 与城区建

设同步进行ꎮ 城区绿化主要是街道绿化、 公共绿地绿化和专用绿地绿化ꎮ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ꎬ 在灯塔路人行道两旁种植人面子树 ４００ 棵ꎮ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ꎬ 在北山

路人行道旁种植桃花心树 １１６ 棵ꎮ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ꎬ 在麻贯路人行道旁种植桃花心树 １２６
棵ꎮ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ꎬ 在北山路人行道两旁种植桃花心树 ２００ 棵ꎮ 至 １９９０ 年末ꎬ 总长

４０００ 米的鸡咀山路ꎬ 绿化长度已达 ３６００ 米ꎬ 绿化覆盖面积 ４１３９ 平方米ꎮ 灯塔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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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ꎬ 绿化覆盖面积 １０２０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ꎬ 在南调路两旁种植大王椰树 １３６０
棵ꎮ 至 ２００４ 年末ꎬ 城区主要街道全部绿化ꎮ

至 １９９０ 年底ꎬ 城区规划 ８０２ ８５ 亩绿地中ꎬ 已绿化 ７６９ ９８ 亩ꎬ 其中专用绿地绿

化面积 ７３７ ４９ 亩ꎬ 公共绿地绿化面积 ３２ ４９ 亩ꎮ 同年 ６ 月ꎬ 坡头区通过省绿化达标

验收ꎮ 是年 ７ 月 ２７ 日ꎬ 区政府印发 «坡头区关于绿化达标后步上新台阶的通知»ꎬ 城

区绿化工作更上一层楼ꎮ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ꎬ 城区专用绿地绿化率达 ９９％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加

３ ３ 个百分点ꎻ ３０ 多年来ꎬ 坡头区公共绿地绿化率保持 １００％不变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城区绿

化率保持 １００％ꎮ

１９９０ 年坡头区部分单位庭园绿化情况表

单位: 亩

单位名称 用地总面积 绿地面积 绿化面积 绿化率％ 绿化覆盖面积

合计 ６８４ ２８ ２８８ ８ ２８８ ２７ ９９ ８ ３１４ ９３

南油机关 ２１ ６４ ７ ９９ ７ ９９ １００ ８ １３

南油礼堂 １２ ９６ １ ５２ １ ５２ １００ ２ １８

船舶公司 １５ ５８ ４ ０８ ４ ０８ １００ ４ ４５

四区管理站 ５８ ９６ ２６ ２８ ２６ ２８ １００ ２７ ６８

第四小学 １２ ６１ ８ ７８ ８ ７８ １００ １０ ４２

第四幼儿园 ３ ８２ １０４５ １ ４５ １００ １ ５３

南油二中 ２２ ０５ ４ ９５ ４ ９３ ９９ ６ ８ １５

南油医院 ５１ １８ ２３ ６０ ２３ ６０ １００ ２４ ５１

二区宿舍 ５７ ６２ ２５ ７５ ２５ ７５ １００ ３５ ４７

钻井公司 ３９ ６４ １２ ９５ １２ ９５ １００ １３ ７１

机修公司 ８７ ７２ ２５ ２４ ２５ ２４ １００ ２７ ７４

滑油库 １６ ８５ ２ １１ ２ １１ １００ ２ １５

三区水泵房 ６ ９６ ４ ００ ４ ００ １００ ４ ２１

三区加油站 １２ ８３ ５ ４２ ５ ４２ １００ ５ ５８

坡头区府 ２５ ２１ ９ ５５ ９ ５５ １００ ９ ９３

坡建宿舍 ２ ３８ ０ ２２ ０ ２２ １００ ０ ２２

教育局 １１ ０１ ５ ２９ ５ ２９ １００ ５ ２９

南油宾馆 ２２５ ２２ １１８ ９１ １１８ ９１ １００ １２３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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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４　　 二、 主要庭院绿化景观

２００５ 年ꎬ 湛江创园成功ꎬ 其中庭院绿化功不可没ꎮ 庭院绿化景观特色鲜明的单

位ꎬ 有南海西部石油公司、 湛江海滨宾馆、 广东海洋大学、 南海舰队司令部机关、 海

军第四试验区、 海军 ７０５ 厂等 ２９３ 个庭院ꎬ 被评为 “园林式单位”ꎮ 从中选取几个典

型庭院介绍如下:
【湛江海滨宾馆】 始建于 １９５２ 年ꎬ 前身为华南垦殖局招待所ꎬ 多年来一直是湛

江市委、 市政府的重要接待基地之一ꎮ 叶剑英、 朱德、 周恩来、 陈云、 邓小平、 华国

锋、 胡耀邦、 江泽民、 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ꎬ 越南主席胡志明、 柬埔寨西哈努克

亲王、 也门民主总理等外国政要ꎬ 艾青、 巴金、 冰心、 贺敬之、 梅兰芳、 莫言等文化

名人均曾下榻于此ꎮ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 ３ 日ꎬ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到湛江视察ꎬ 下榻海滨宾馆 ７ 号楼ꎬ 他在这里看到优美的园

林景色ꎬ 称赞: “湛江真好ꎬ 卫生好ꎬ 绿化好、 风光好ꎬ 完全可以和青岛媲美ꎬ 真是

‘东有青岛ꎬ 南有湛江’ 啊!” 时任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胡耀邦称赞为 “南国钓鱼台ꎬ
粤西国宾馆”ꎮ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作诗赞: “湛江亦有钓鱼台ꎬ 迎客鲜花四季

开ꎮ 服务一流环境雅ꎬ 各方宾客喜常来ꎮ”
海滨宾馆座落于宁静的 “广州湾” 畔ꎬ 与风景秀丽的渔港公园、 观海长廊、 海

上城市等景点遥相对望ꎬ 是粤西地区最大的四星级园林宾馆ꎬ 占地 ２ ３ 公顷ꎬ 绿化面

积 １ ４１ 公顷ꎬ 绿化率 ６１ ３％ꎬ 绿化覆盖率高达 ７８％ꎬ 各种地被植物、 灌木、 乔木等

共计 ５７２００ 多棵ꎮ 其中不少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栽种与国外政要赠植的名木ꎬ 如叶

剑英亲植的油梨ꎬ 朱德亲植的油棕ꎬ 陈

毅亲植的白玉兰ꎬ 王震亲植的木棉和他

带领士兵所栽的菠萝蜜林、 人心果林、
鸡蛋花林ꎬ 胡志明、 西哈努克亲王赠植

的芒果林等ꎮ
宾馆大门通道长 １６８ 米ꎬ 宽 １６ 米ꎬ

寓意 “一路发” “路路大顺”ꎬ 每到夏

季两边红彤彤的龙船花绚丽绽放ꎬ 列队

迎送宾客ꎮ 所有景点造型构筑ꎬ 因地制

宜ꎬ 别具匠心ꎬ 各具情态ꎬ 灵巧雅致ꎮ
８０ 年代广州专业团队打造的这片园林

景色ꎬ 体现中国园林建筑中雄、 奇、
险、 秀、 幽、 旷等特点ꎬ 掩映在绿树从

中的亭台楼阁、 水榭小桥、 瀑布溪流、
荷池柳绿ꎬ 错落有致ꎮ 花木山水相间ꎬ
处处鸟语花香ꎬ 景致清雅幽然ꎮ 各种奇

花异草、 名贵花木点缀其间ꎬ 有岭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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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常见的紫薇、 山茶、 玉兰、 桂花、 栀子、 夹竹桃等花卉果木逾百种ꎬ 更有南国热带

才有的椰树、 蒲葵、 刺葵、 棕竹等棕榈科植物ꎬ 再加上生长旺盛的凤仙花、 龙船花、
珊瑚花、 太阳花、 千叶红、 菊花等植物风姿万千ꎬ 使整个园林郁郁葱葱、 万紫千红ꎮ
园中有知音泉、 荔园、 竹园、 又一村、 龙女池、 船舫、 云海亭、 天长地久、 叠泉等景

点ꎮ 假山上有瀑布潺潺流下ꎬ 日夜不息ꎬ 清潭水满而溢ꎬ 流入弯弯曲曲的小溪ꎬ 在草

坪杂树下ꎬ 灌木花丛间兜兜转转ꎬ 似在讲述曲水流觞的故事ꎮ 这里虽没崇山峻岭ꎬ 但

有茂林修竹、 清流急湍ꎬ 四季繁花ꎬ 叠映着海滨宾馆的炫目华章ꎮ 园艺设计师把亭阁

下的流水沟大写在草地上ꎬ 以表达对中国古典诗酒文化最高境界的追求ꎬ 并向遥远的

两晋时期ꎬ 那次著名的兰亭雅集致敬ꎮ
数十座红瓦白墙的欧陆风格小洋房ꎬ 掩映于繁花茂林中ꎬ 居住于此ꎬ 犹如身处

“桃花源”ꎬ 交通便利ꎬ 却少有车马喧嚣ꎬ 晨闻花香鸟语而起ꎬ 夜伴清风虫鸣而息ꎮ
海滨宾馆狮头岭上是一座宋代 “海上陶瓷之路” 古窑遗址ꎮ 据专家考证ꎬ 雷州

半岛河道入海口、 港口等濒海地区有三大古窑群: 通明河和南渡河附近有一个ꎬ 安铺

湾至杨柑镇附近有一个ꎬ 第三个就在绿塘河至海滨宾馆的位置上ꎮ 所谓古窑ꎬ 现在看

来只不过是一堆堆散落的碎陶片ꎬ 一千年以前的人早已不见踪影ꎬ 只有他们制陶废弃

的碎陶片还在ꎬ 被掩埋在泥土下ꎬ 写着岁月的斑驳ꎮ
相知无远近ꎬ 万里尚为邻ꎮ 一座充满历史感的热带园林式海滨宾馆ꎬ 以崭新的风

姿ꎬ 笑迎八方宾客ꎬ 共享旖旎的南国热带风光ꎮ
【湛江市委机关大院】 位于赤坎区北云路 １８ 号ꎬ 从 １９５２ 年动工兴建起ꎬ 即加强

绿化建设ꎬ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ꎬ 如今院内绿树成荫ꎬ 绿草如茵ꎬ 鲜花成簇ꎬ 曾多次被

评为湛江市绿化先进单位ꎬ 为市区庭院普遍绿化做出了表率ꎮ 大院总面积 ８５０００ 平方

米ꎬ 已绿化面积 ５９００ 平方米ꎬ 占可绿化面积的 ９８ ８％ꎬ 绿化覆盖率达 ６５ ７％ꎮ 院内

以种植木本花为主ꎬ 有乔木 １２８９ 棵ꎬ 草坪 ２２９４ ９ 平方米ꎬ 绿篱 ３６８０ 米ꎬ 花卉 ４９４２
盆ꎬ 花坛 １２ 个ꎬ 苗圃、 花圃各一个ꎮ

市委机关大院的绿化工作ꎬ 历任市委书记都极为重视ꎬ 并亲自参加植樹活动ꎮ
１９５２ 年ꎬ 粤西区党委机关选址在这里ꎬ 区党委书记武光即要求建楼、 修路、 绿化统

一规划ꎬ 同步进行ꎬ 当时种下一批木棉树、 波萝树、 风凰树、 桉树等ꎬ 并在大院四周

种下簕竹作围墙ꎮ １９５６ 年ꎬ
撤销粤西区党委ꎬ 成立湛

江地委ꎬ 地委书记孟宪德、
副书记谢永宽亲自部署大

院绿化工作ꎬ 提出绿化、
果化、 香化、 美化相结合

的环境规划ꎬ 并由办公室

组织实施ꎮ １９８１ 年建设住

宅区时ꎬ 地委书记林若指

定要在住宅区内多种柠檬

桉 树ꎬ 起 到 驱 蚊 作 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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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６　　
１９８４ 年ꎬ 时任市委书记温戈提出要在大院内和大院门外道路两旁种植湛江市市花

———紫荆花ꎬ 现这些紫荆花已披红挂绿ꎮ ９０ 年代ꎬ 市委书记王治狠抓全民义务植树

工作ꎬ 同时也抓好市委机关大院的绿化表率工作ꎬ 使湛江率先成为全省第一个绿化达

标城市ꎮ 由于历届市委领导重视ꎬ 保证市委机关大院绿化工作经久不衰ꎬ 绿树常青ꎮ
市委机关大院绿化工作ꎬ 实行绿化、 果化、 香化、 美化相结合ꎬ 使绿化工作向高

层次发展ꎮ 在绿化方面ꎬ 主要种植路树和草坪ꎬ 树种有木麻黄、 石栗、 柠檬核、 塔

松、 盆架子、 木菠萝等ꎻ 在果化方面ꎬ 利用楼房之间的空地开辟一片片的果园ꎮ 在香

化方面ꎬ 种有自玉兰、 米碎兰、 鹰爪兰、 鸡爪兰、 九里香、 夜来香、 含笑等各种香

花ꎮ 在美化方面ꎬ 主要在每条道路旁种植绿篱ꎬ 在路树中间间种大红花或葵树ꎬ 在低

层处种上风雨草、 蟛蜞菊等ꎬ 高低错落ꎬ 立体强ꎮ 同时适量建造花坛、 假山、 水池ꎬ
广种各种花卉ꎬ 在办公室内摆设盆花ꎬ 美化环境ꎬ 使整个大院显得生机勃勃ꎬ 环境幽

雅ꎮ
【湛江市政府大院】 位于赤坎区跃进路ꎬ 占地 ３ ６４ 公顷ꎬ 绿地面积 １ ８６ 公顷ꎬ

绿地率 ５１％ꎮ 入门斜坡通道两排挺拔的榕树ꎬ 构成浓荫如盖的绿道ꎻ 院内绿化布局精

巧ꎬ 因地形呈现三级递进ꎬ 每级营造花坛、 草坪等小绿地ꎬ 各有特色ꎻ 屋前房后ꎬ 见

缝插绿ꎬ 以种植高大遮荫乔木为主ꎬ 栽有金钱榕、 人面子、 木麻黄、 白玉兰、 芒果、
桃花心、 大王椰等 ３０ 多个品种的树木ꎻ 整个大院绿树成荫ꎬ 花红草绿ꎬ 一幢幢楼房

掩映在绿树丛中ꎬ 景色宜人ꎮ
【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基地】

座落在湛江海湾东岸ꎬ 公司始建

初期ꎬ 这里是海湾一隅的偏荒农

村: 人烟稀少、 树木亦少ꎬ 只有

红土坡和带咸味的黄沙滩ꎮ 南油

开拓者们为了让这一块地方尽快

地绿化、 美化起来ꎬ 为海上油气

勘探健儿创造优美舒适的工作和

生活环境ꎬ 当时就选植湛江市盛

行的生命力强、 生长快和花冠鲜

艳夺目的桃花心、 马占相思、 紫

荆等多种树木ꎬ 经过精心管护ꎬ 使五个生活区展现出一片片绿荫ꎬ 花艳香溢时有知了

欢鸣、 小鸟歌唱ꎬ 南油成了远近闻名ꎬ 人们十分向往的地方ꎮ 基地绿化面积 ５３ 公顷ꎬ
绿化率达 ９７ １６％ꎬ １９８６ 年被评为 “全国绿化先进单位”ꎬ １９８９ 年被广东省命名为

“绿化达标单位”ꎬ １９８９ 年至 １９９１ 年分别被湛江市命名为 “花园式单位”ꎮ 之后ꎬ 基

地绿化不停步ꎬ 先后建成 “怡海” “儿童” “三区” “悦海” 和 “五区街心” 等公园ꎬ
“花园式单位” 的荣誉称号实至名归ꎮ 然而ꎬ 当树木长大后ꎬ 枝繁叶茂ꎬ 绿树成荫ꎬ
树木胸径已达 ２０ 至 ６０ 公分不等ꎬ 高达 ２ 至 ５ 层楼ꎮ 但由于树距太密ꎬ 离房屋太近ꎬ
有的树枝已伸入职工住宅阳台ꎬ 有的树枝刷擦着职工住宅的窗户玻璃ꎮ 尤其是属于浅

根系的桃花心ꎬ 台风一来容易倒伏ꎬ 阻碍交通ꎻ 在高压线下的桃花心ꎬ 年年截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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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修枝整形ꎬ 而利海机电公司还不断提意见ꎻ 大叶榕根系发达ꎬ 把一些职工住宅墙

基和路面拱破ꎻ 凤凰树、 黄槐生虫很厉害ꎻ 紫荆花落遍地ꎬ 扫之不尽ꎬ 环卫工人十分

讨厌它ꎻ 因小孩去攀摘芒果、 龙眼和人心果ꎬ 常常引起职工之间的争吵和不团结ꎬ 如

此等等ꎮ 因此ꎬ 公司进行绿化改造十分必要ꎬ 公司领导给三委办 (安委会、 居委会、
绿委办公室) 提出 “对各生活区及公司大楼前进行绿化改造” 的任务ꎮ

公司具备绿化改造的条件: １ 领导重视: 主管三委工作领导参与规划ꎬ 并在具

体规划与实施上多次做出指示ꎬ 并亲自主持绿化改造论证会ꎬ 广泛地听取有关领导和

专家的意见和建议ꎮ 每年批给一定数额的绿化改造经费ꎮ ２ 有一支近 １００ 人的绿化

专业队伍ꎮ ３ 公司现有大小苗圃 ９ 个ꎬ 培植大王椰、 假槟榔等 ９０ 多个观赏树种ꎻ 培

植变叶木、 扶桑等花灌木 ６０ 余种ꎬ 培植有红、 绿宝石等阴性植物 ４０ 余种ꎬ 为公司绿

化改造提供足够的苗木ꎮ
借鉴 “八五” 期间实施绿化改造经验ꎬ 进行深层次改造: 绿化树木的合理配植ꎮ

将树距 ２ 至 ４ 米改为 ４ 至 ８ 米比较合理ꎻ 桃花心由在道路两旁改在空旷的场所栽植ꎻ
各种榕树由在各生活区内尤其在住宅周围改在道路两旁和公共游乐场所种植ꎮ 公司新

建二中校园绿化取得成功经验: (１) 教学楼周围的绿化ꎮ 教学楼前栽植南洋杉ꎬ 靠

教学楼边栽植大王椰ꎻ 楼门口花槽和花坛内分别栽植苏铁、 福建茶、 绿篱榕、 洒金榕

和纽丝榕ꎬ 显得清翠、 典雅、 肃静ꎬ 呈现热带园林气氛ꎮ (２) 运动场的绿化ꎮ 运动

场周围栽植一圈高山榕ꎬ 主席台两边栽植龙柏ꎬ 跑道拐弯的东北角和东南角三角地

内ꎬ 点缀大王椰ꎻ 周围围墙边上分别栽上勒杜鹃、 九里香ꎮ (３) 其他场地的绿化ꎮ
教学楼南边几块空地、 球场周围分别栽植大叶紫薇、 白玉兰、 高山榕、 金山葵和龙

眼ꎻ 各层楼的花槽内栽植多种花灌木ꎮ 校园里栽植的树木ꎬ 花灌木成活率达 ９５％以

上ꎬ 长势很好ꎬ 起到绿化、 美化、 净化、 香化的作用ꎮ 可谓 “绿荫丛中见校园ꎬ 花

香楼内育人才!”
新建生活住宅区的绿化: 楼北栽植水葡萄或高山榕ꎬ 间植花灌木ꎻ 楼南栽植台湾

草草皮ꎬ 草皮中间点缀几棵三叶槟榔ꎬ 草皮边沿栽植几丛花灌木ꎬ 各栋楼东北角插入

几棵白玉兰ꎬ 四块空地种上台湾草草皮ꎬ 又分别在草皮中间或边沿栽植金山葵、 印度

橡胶榕、 高山榕和白玉兰ꎬ 间种花灌木显得整齐、 清新、 大方、 素雅ꎬ 处处呈现热带

风光ꎬ 成为职工早晚休闲的好地方ꎮ 第五生活区新建十七栋职工住宅绿化ꎬ 路树多为

竹柏、 水葡萄、 天竹桂、 高山榕等ꎬ 做到 “一路一树”ꎮ 楼南面植以马尼拉草皮ꎬ 点

缀几株大王椰或假槟榔ꎻ 路沿植上含笑、 扶桑、 大红花ꎻ 楼两头植上几棵白玉兰及花

灌木ꎮ 把几个街心花坛改造成为街心公园ꎬ 每天都有人光顾ꎬ 早晚和节假日在此游

玩、 闲坐的人更多ꎬ 最高峰可达 ４０ 至 ５０ 人ꎮ 其亭ꎬ 绿廊风格美观素雅、 大方、 适

用ꎬ 其海、 海狮雕塑ꎬ 小孩特别爱爬上去玩ꎮ 占地 １６００ 平方米的街心公园ꎬ 集园林、
绿化、 香化、 美化于一体ꎬ 亦展现海洋动物的勃勃生机ꎮ

南三岛旅游度假村一、 二区绿化获得成功ꎬ 该岛土壤是氯化纳、 硫酸纳含量较高

的咸沙滩ꎬ 但因距离海水潮线较高ꎬ 沧海桑田、 风雨冲涮ꎬ 沙土咸味已经淡化不少ꎬ
附近木麻黄、 桃花心、 苦楠、 小叶榕、 大王椰及各种农作物之所以生长良好ꎮ 因此ꎬ
采用挖沟排水ꎬ 种植水稻压盐碱的办法改良土壤ꎬ 进行一、 二区绿化: 第一区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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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园” 绿化工程ꎬ 设计时把树坑规格加深加大 １ / ３ꎬ 把铺草皮的土地挖去 ３０ 厘米厚

沙土ꎬ 再回填塘泥和土杂肥ꎬ 改良土壤ꎬ 栽植树木后经 ３ 个月管护ꎬ 其成活率达 ９５％
以上ꎬ 草皮、 假槟榔、 椰子树、 南洋杉、 黄掸和勒杜鹃尤其喜人ꎮ 第二区 “度假城”
的绿化ꎬ 栽植南洋杉、 斯里兰卡橄榄、 大叶榕、 糖粽、 大王椰、 散尾葵、 旅人蕉、 小

叶紫薇和草皮等成活率均达 ８０％左右ꎮ 公司基地的绿化精心改造ꎬ 持之以恒ꎬ 如今呈

现世人面前的是一个整洁、 舒适、 优美和具有热带风光的南油基地! (徐有金)
【广东医科大学】 位于湛江市霞山区文明东路ꎬ 创办于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ꎬ 是广东省高

素质医学专门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ꎮ 学校从办学需要、 环境功能和校园文化建设的实

际出发ꎬ 通过科学规划校园建设与布局ꎬ 建有综合办公楼、 教学大楼、 图书馆、 实验

楼、 学生宿舍楼、 体育馆、 游泳池、 饭堂等ꎬ 楼前屋后绿树草地ꎬ 鸟语花香ꎬ 被誉为

“读书的好地方”! 在 １５ ４２ 公顷的校园里ꎬ 你会看到校园内湖水涟漪ꎬ 植物绿意盎

然ꎬ 建筑景观富有内涵ꎮ
穿过车水马龙的大街ꎬ 进入学校大门ꎬ 硕大的 “校训石” 稳立于桥头ꎬ 石后写

有校训的来历和寓意ꎮ 经过校训石ꎬ 映月湖上彩桥飞架ꎬ 湖上、 湖边的抒怀亭和休闲

长廊古朴清净ꎬ 青年学子沐浴在晨光中ꎬ 朗朗书声此起彼伏ꎮ 映月湖边不起眼的小楼

是图书馆ꎬ 周围各色清丽木植环绕ꎬ 绿茵遍布ꎬ 给学生提供优美良好的学习环境ꎬ 莘

莘学子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日益成长ꎮ
“桃李园” 以热带特色园林植物品种及岭南园艺造型组成ꎬ 园中点缀名医廊、 师

恩石、 沐曦亭、 校名石ꎮ 园内廊亭静谧、 小径曲幽、 植物茂盛、 假山瀑布造型优美ꎬ
风格清新ꎬ 是师生学习、 小聚和休闲的喜爱之处ꎮ 身处园中ꎬ 让人不禁为 “三老铜

像” 的形态逼真感叹ꎬ 为青翠的绿木椰林而赞赏ꎬ 更为大气磅礴的朱红提名而抒怀ꎮ
“千禧园” 里矗立一尊洁白如玉的雕像 “生命之光”ꎬ 略显一丝医学的严谨ꎬ 寓

意年轻学子积极向上、 追求进步ꎻ 园内大舞台是学生们大型活动的表演场地ꎮ
“文化长廊” 连接桃李园和千禧园ꎬ 其中的橱窗是学校、 各专业、 各班级与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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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宣传学习园地ꎬ 图文并茂地展示校园生活的丰富多彩ꎬ 吸引师生驻足观看ꎮ
一条长长的水泥校道直通校园南北ꎬ 又分成若干小道延伸到一栋栋隐藏在绿荫中

的楼房前ꎮ 一排排树木和花园的鲜花争奇斗艳ꎬ 彰显着勃勃生机ꎮ 那几棵棕榈ꎬ 伸展

着苍劲的枝干ꎬ 撑起绿荫大伞ꎮ 夜幕降下ꎬ 天无纤云ꎬ 月光如镀ꎮ 校园内的空气满是

静谧、 清凉的味道ꎮ 妩媚的月光一片片地在树木里流泻ꎬ 构成一幅校园之夜的水墨画

卷ꎮ
校道、 楼宇周边种植以本土植物为主ꎬ 有桃花心、 紫荆、 桂花、 桃花、 白玉兰、

串钱柳、 水榕、 木棉、 榕树、 大叶紫薇、 罗汉松、 芒果树、 夹竹桃、 大红花、 红绒

球、 棕榈、 黄槐、 椰树、 竹林等多种花草树木ꎬ 绿地面积 ４ ８ 公顷ꎬ 绿地率 ３５ ８２％ꎮ
树木高大挺拔茂盛ꎬ 与校园内错落有致的建筑物相得益彰: 整个校园的绿化景观层次

丰富ꎬ 虽然校园不大ꎬ 却能给人一种 “麻雀虽小ꎬ 五脏俱全” 和 “庭院深深” 的感

觉ꎬ 颇有岭南园林风格ꎮ 学校每年安排绿化养护经费达 ２０ 多万元ꎬ 整个校园环境优

美ꎬ 树木葱茏ꎮ 花繁草茂ꎬ 满园华丽ꎬ 翠竹落英山石雅致ꎬ 鱼戏绿波鸟翔蓝天ꎬ 布局

统一整体优美ꎬ 微风吹过满园芬芳ꎬ 行于斯园ꎬ 鸟语花香ꎬ 步步景致ꎬ 如沐春光ꎬ 令

人心旷神怡ꎮ
【广东海洋大学】 位于湛江市西南郊ꎬ 与湖光岩国家地质公园相邻ꎮ 校园依山临

海ꎬ 登高可眺望南面 ２ 千米外的南海碧波ꎬ 湖光山色与海景兼得ꎬ 是难得的高学府佳

境ꎮ 该校是广东省重点建设大学ꎬ 主校区面积 ２８０ 公顷ꎬ 规划建设用地 １６６ 公顷ꎬ 建

设用地 １００ 公顷ꎬ 绿地面积 ３９ ７１ 公顷ꎬ 绿地率 ３９ ７１％ꎮ 学校对绿化工作十分重视ꎬ
每年安排绿化养护经费 ６０ 多万元ꎬ １９９７ 至 ２００４ 年绿化建设 (含雕塑、 壁刻、 喷泉

广场、 中心广场等人文景点) 累计投入 ５００ 多万元ꎬ 既丰富校园景观ꎬ 又满足学生课

余休闲、 交流的需要ꎮ
校园绿化空间变化多样ꎬ 有休闲宽阔的大草坪ꎬ 体现热带稀树草坪景观ꎻ 也有轻

巧雅致的院落ꎬ 反映热带季雨林植物群落的特色ꎮ 校园内处处绿道ꎬ 追求 “一路一

树种ꎬ 一路一景观” 的效果ꎬ 遮荫树种以榕属科植物为主ꎬ 景观树种以棕榈科植物

为主ꎬ 配植各种热带开花乔木ꎬ 相辅相成ꎬ 共同构成校园绿化的浓郁热带风光ꎮ 整个

校园如同一座大花园ꎬ 随着季节变化ꎬ 含笑、 桂花、 炮仗花、 木棉、 红绒球、 刺桐、
夹竹桃、 大叶紫薇、 金凤花、 大红花、 簕杜鹃等花木争艳竞放ꎬ 郁郁葱葱的树木ꎬ 清

新的空气ꎬ 舒适的环境ꎬ 令人流连忘返ꎮ
【岭南师范学院】 位于湛江市西侧ꎬ 与风景秀丽的寸金桥公园相连ꎬ 是一座充满

文化气息的南方海滨园林学府ꎮ 该校办学历史悠久ꎬ 可追溯到 １６３６ 年的雷阳书院ꎮ
校园占地 ４０ １ 公顷ꎬ 绿化面积 １４ ３ 公顷ꎬ 绿地率 ３５ ６％ꎮ 学校每年投入绿化养护管

理费 ９０ 多万元ꎬ 至 ２０１６ 年ꎬ 建成榕园、 情人坡、 纪念钟楼、 纪念亭、 谭平山雕像等

一批人文和绿化景点ꎬ 使校园景观更加丰富、 更加亮丽ꎮ 学校内园道绿树成荫ꎬ 鲜花

盛放ꎬ 五彩缤纷ꎬ 漫步校园ꎬ 绿草如茵ꎬ 微风吹过ꎬ 满园芬芳ꎮ
【赤坎水厂大院】 位于赤坎区南桥河畔ꎬ 毗邻南桥河公园ꎬ 是湛江市供水能力最

大、 自动化程度最高的供水厂ꎬ 占地 ２ ７ 公顷ꎬ 绿化面积 ２ 公顷ꎬ 绿地率 ７４％ꎮ 厂内

景致多样ꎬ 假山、 喷泉、 雕塑、 水景ꎬ 绿化布局错落有致ꎬ 搭配协调ꎻ 地上绿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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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ꎬ 绿篱整齐划一ꎬ 花木繁茂ꎻ 池塘边杨柳垂拂ꎬ 宁静清幽ꎬ 富有热带园林特色ꎬ 与

南桥公园融为一体ꎮ 厂区环境优美ꎬ 卫生整洁ꎬ 设备一尘不染ꎬ 为市民饮用水卫生安

全提供质好量足的保证ꎮ
【南海医院大院】 (又名南海战区海军医院)ꎬ 即原解放军第 １９６ 医院ꎮ 该院绿化

建设成绩显著ꎬ 绿化面积占可绿化面积的 １００％ꎬ 全院绿化覆盖率达 ６６ ３％ꎬ 是市区

绿化覆盖率最高的庭院之一ꎮ 当你迈入南海医院ꎬ 犹如置身于风景宜人的公园里ꎬ 这

里绿树成荫ꎬ 绿草如菌ꎬ 果香醉人ꎮ 还有设计新颖的曲桥、 亭台、 假山ꎬ 整个庭院

美、 静、 洁、 雅ꎬ 被人们誉为园林式的医院ꎮ
该院址西北面原是一片光禿秃的空地ꎬ 东南面侧有一些树木ꎬ 院领导为了创造一

个优美的环境以利于伤病员休养ꎬ 从 １９７１ 年开始便把基建与绿化同步进行ꎬ 边盖楼

房边植树种草ꎮ 特别是在 １９８１ 年开展的全国义务植树运动的推动下ꎬ 全院干部职工

和医务人员人人动手ꎬ 加快绿化的步伐ꎬ 使整个医院基本上实现绿化ꎮ 在此基础上ꎬ
又大力种植果树ꎬ 先后种有波萝、 荔枝、 龙眼、 香蕉、 芒果、 人心果、 杨桃、 橄榄、
椰子树等ꎬ 基本上是一条路种一种果树ꎬ 到果熟飘香季节ꎬ 真是果不醉人人自醉ꎮ 经

过 “先绿后果” 的阶段ꎬ 该院向更高层次发展ꎬ 实行统一规划ꎬ 合理布局ꎬ 增设景

点ꎬ 美化环境ꎮ 对此ꎬ 他们舍得下力气花本钱ꎬ 自 １９８３ 年以来ꎬ 共投资 １２ 万多元ꎬ
先后建成一座院中园、 一个花圃、 一个苗圃和一批花坛、 喷池、 草坪、 録篱等ꎬ 做到

绿化与美化的有机结合ꎮ 该医院连年被评为湛江市绿化工作先进单位ꎬ 被广州军区评

为园林式营院ꎮ

第六节　 生产绿地与花木基地

生产绿地ꎬ 是指为城市绿化提供苗木、 花草、 种子的苗圃、 花圃、 草圃等圃地ꎬ
是城市绿化的生产基地ꎬ 又是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城市园林部门

根据绿地总面积ꎬ 确定逐年生产苗木的数量及用地面积ꎮ

一、 生产绿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湛江市区绿化苗木大多数从徐闻、 海康等国营农场购进ꎬ 有窿

椽桉、 细叶桉、 大叶桉及台湾相思等一年生树苗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抓紧苗场建设ꎬ 同时发动市区各单位自办小苗圃ꎬ 培育绿化

苗木ꎬ 由市城建局技术人员负责种植技术指导ꎬ 先后举办 “市首届绿化展览” “绿化

技术讲座” 等活动ꎬ 发行由市绿化委员会主办刊物 «绿化通讯»ꎬ 介绍植树、 育苗技

术ꎮ 市长何鸿景带头参加育苗工作ꎬ 成为内行ꎬ 带动机关单位开展育苗活动ꎬ 每年春

季各系统以自育、 自裁为原则ꎬ 花木苗调剂余缺ꎬ 不足的由市绿化苗场供应ꎮ 至

１９５８ 年ꎬ 市区绿化苗木实行自给ꎬ 扭转外购局面ꎬ 品种以木麻黄代替桉树类ꎮ １９５９
年 “全国造林园林化现场会议” 在湛江召开ꎬ 代表们参观湛江市机关单位自办苗圃

给予较好评价ꎮ 至 １９６０ 年ꎬ 湛江市区建成绿化苗圃 ４ 个ꎬ 面积 １２１ ３２ 公顷ꎮ 文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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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ꎬ 生产绿地被占严重ꎬ 只剩 ２８ ０４ 公顷ꎮ 改革开放后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０ 年起ꎬ 开展创

建国家园林城市ꎬ 市政府重视绿化投入ꎬ 至 ２００３ 年市区生产绿地达到 １４４ ６４ 公顷ꎬ
主要包括东菊苗场、 三岭山、 各公园、 单位庭院和私营自建苗圃ꎮ

【赤坎果苗场】 １９５３ 年ꎬ 市里接收私营 “振农园” 而成立ꎬ 面积 ５ １３ 公顷ꎬ 主

要培育各种果树种苗ꎬ 如荔枝、 龙眼、 黄皮、 菠萝蜜等ꎬ 由于地处繁华闹市ꎬ 土地频

受征用ꎮ 至 １９８０ 年ꎬ 该园全部土地被划出ꎬ 进行城市建设扩展用地ꎮ
【东菊苗场】 １９５３ 年选址筹建ꎬ 位于原霞赤五路 ６ 号 (今椹川大道北)ꎬ 当年市

委书记张泊泉亲自参加选址ꎬ 选定东菊岭作为建设苗圃用地ꎮ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正式建场ꎬ
占地 ４４ ２６ 公顷ꎬ 隶属湛江市园林管理处ꎬ 是市区园林绿化的重要苗木基地ꎮ 文革时

期ꎬ 东菊苗场土地被侵占ꎬ 只剩 １８ 公顷ꎬ 育苗生产瘫痪ꎮ 改革开放后ꎬ 恢复生产ꎬ
培育红花紫荆、 假槟榔、 椰子、 大王椰、 榕树、 菠萝蜜、 凤凰树、 榄仁等 ３０ 多个品

种ꎮ 至 １９８５ 年ꎬ 该场出圃大苗木 ９５１５ 株ꎬ 盆花 １０７１０ 盆ꎻ 盆景 ２００ 盆ꎻ 木麻黄、 大

叶相思等造林苗 ５９１５０ 株ꎬ 时花 ２０２１ 盆ꎬ 每年持续供应ꎮ 至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ꎬ 事业单

位改革ꎬ 实行差额补贴ꎬ 自负营亏ꎬ 东菊苗场在湛江工商局登记注册挂牌成立ꎬ 法人

代表周修ꎬ 员工 ４１ 名ꎮ １９９５ 年法人代表欧其太ꎮ 在满足城建系统内苗木需要的前提

下ꎬ 该场开始对外经营苗木、 花卉、 盆景等ꎬ 培育品种主要有: 大王椰、 老人葵、 散

尾葵、 狐尾椰、 假槟榔等棕榈科植物和榕树、 盆架子、 桃花芯、 紫荆、 扁桃、 人面

子、 紫薇、 木棉、 秋枫、 榄仁、 凤凰、 龙眼、 荔枝、 芒果等乡土树种及各种热带花

卉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根据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ꎬ 东菊苗场规划改建为东菊公园ꎬ ２０１５ 年进

行规划设计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开始动工ꎬ 当年 １２ 月建成ꎬ 修建成集休闲、 观光、 花卉、
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市级公园ꎬ 总面积 １３ ４９ 公顷ꎮ

【水牛头农场】 １９５９ 年ꎬ 市里接收水牛头村办农场ꎬ 面积 ４３ ３３ 公顷ꎬ 栽培各种

花果ꎮ １９６３ 年ꎬ 市里决定移交给市委农业办公室管理ꎮ
【东纯果场】 １９６０ 年开办ꎬ 面积 ２８ ６ 公顷ꎬ 培育各种果树苗木ꎮ １９６５ 年ꎬ 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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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移交给市林业办公室属下三岭山林场管理ꎮ

二、 花木基地

湛江市政府非常重视园林花木生产ꎬ 提供优惠政策和廉价的土地建设花木生产基

地ꎬ 下拨专项资金和科研经费支援花木行业的发展ꎬ 在麻章区规划出面积 １０００ 公顷

土地ꎬ 建设花卉苗木生产示范区ꎮ 至 ２００４ 年ꎬ 全市共有 ３６ 家园林绿化苗圃ꎬ 苗圃面

积 ４３５２ ３７ 公顷ꎬ 其中建成区范围苗圃面积 １９２ ９４ 公顷ꎬ 占建成区总面积 ７０ ３３ 公

顷 ２ ７４％ꎬ 形成粤西最大规模的花卉苗木生产基地ꎬ 苗木大量供应ꎬ 除了满足本地绿

化需要ꎬ 还远销珠三角和全国各地ꎮ
【湛江南国花卉科技园】 位于湛江市西北部 ３２５ 国道南侧ꎬ 即麻章区 Ｓ３７４ 线高阳

段与县道 ６６８ 线交汇处ꎬ 占地 ４４０ 公顷 (６６００ 亩)ꎬ 是海峡两岸农业合作项目ꎬ 园区

土地肥沃ꎬ 水源充足ꎬ 至 ２００９ 年有 １２５ 家国内外知名花卉企业签约入园ꎬ 其中台湾

巨扬园艺、 台湾大玮园艺、 韩国佳徕花业、 澳洲园艺等占地 ３０ 公顷的大苗圃有 １０ 多

家ꎬ 主要发展热带特色花卉、 苗木产业ꎬ 是粤西地区最大的花卉苗木集散基地ꎮ 培育

品种主要有: 大王椰、 老人葵、 散尾葵、 海枣、 酒瓶椰等棕榈科植物和榕树、 盆架

子、 鸭脚木、 海南红豆、 扁桃、 紫荆等乡土树种ꎬ 以及富贵竹、 发财树、 金钱树、 富

贵椰等观叶植物和各种热带花卉ꎮ
２０１１ 年ꎬ 湛江港被国家批准为进口植物种苗指定入境口岸ꎬ 有利于承接国外、

台湾和珠三角等地花卉及相关产业转移ꎬ 有利于推进湛江花卉产业升级ꎬ 有利于促进

湛江园林绿化发展ꎮ 该科技园内设盆栽花卉区、 绿化苗木区、 名优花卉展销区、 鸟鱼

虫根雕玩石区、 花卉物流资材区、 旅游观光休闲区、 商务办公区等七大展销区及花卉

拍卖市场、 花卉创新中心ꎬ 成为一个集生产、 加工、 贸易、 展销、 信息、 物流、 检验

检疫与旅游观光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国际大型综合花卉市场ꎮ

三、 义务植树和防护绿地

(一) 义务植树

１９５６ 年春节ꎬ 为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绿化祖国的号召ꎬ 湛江地、 市领导及驻军

首长在寸金桥公园内带头植树ꎬ 城建部门在道路两旁大量种植凤凰木、 盆架子、 石

栗、 大叶榄等树木ꎬ 各单位积极开展植树造林ꎬ 大搞 “四化” (绿化、 美化、 香化、
果化) 活动ꎬ 使市区掀起植树绿化高潮ꎮ １９６０ 年ꎬ 为贯彻落实全国造林园林化现场

会议和广东省城镇绿化会议精神ꎬ 湛江再次掀起植树造林绿化高潮ꎬ 至 １９６６ 年底ꎬ
仅赤坎区共植树 ５００ 多万棵ꎬ 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２８ ５％ꎮ

文革期间ꎬ 种花养草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表现ꎬ 被视为 “封资修” 的东西要

铲除ꎬ 一批园林绿化遭到破坏ꎬ 绿地被侵占ꎬ 市区绿化覆盖率下降到 ７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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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 年 ３ 月ꎬ 为贯彻执行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

树运动的决议» 精神ꎬ 湛江市组织发动市区党政机关、 团体、 学校、 企事业单位和

社会各界人士开展义务植树活动ꎬ 有计划、 有组织、 定时间安排到三岭山森林公园等

地植树绿化ꎬ 并提出每人每年义务植树 ５ 棵以上ꎬ 是年ꎬ 全市共植树 ２０ 多万棵ꎮ 自

此ꎬ 每年 ３ 月 １２ 日植树节ꎬ 市城建局都积极配合市绿委办ꎬ 精心组织有各级党政领

导参加的全市性大型植树活动ꎬ 发动广大市民义务植树ꎬ 市区园林绿化事业进入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ꎬ 仅以三岭山森林公园为重点ꎬ 至 １９８５ 年共植树 ４８３ ４１ 万株ꎬ 人均植

树 ５ ０４ 株ꎮ 据对 ９５ 个单位实地检查ꎬ 义务植树平均成活率达 ８１％ꎮ 除在宜林荒山植

树以外ꎬ 还对辖区路段的花坛、 绿地、 树木进行整理ꎬ 清除死树枯株ꎬ 补种树木ꎮ 据

统计ꎬ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 年绿化管理队伍在市内砍伐死树 ３０００ 多棵ꎬ 修枝 ２ 万多棵ꎬ 清理

树头 ５０００ 多棵ꎬ 清除杂草 １ ３ 公顷ꎬ 至 １９９１ 年基本上消灭宜林荒山ꎮ 是年ꎬ 湛江通

过省绿化达标验收小组的验收ꎬ 获得省绿化达标奖杯ꎬ 成为广东省首个绿化达标城

市ꎮ
从 １９９２ 年开始ꎬ 为深人持久地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ꎬ 市区建立健全义务植树

尽责制和义务植树登记卡ꎬ 每年植树节前都向辖区单位发放ꎬ 建卡率达 ９０％以上ꎮ 在

辖区没有大片荒地可进行大规模植树造林的情况下ꎬ 把义务植树转向以资代劳为主ꎬ
按照市物价局规定每人每年 １０ 元收费标准ꎬ 由市绿委办向辖区各单位收取在职职工

的义务植树绿化费ꎬ 用于辖区绿化建设ꎬ 对一些交费确实有困难的企业ꎬ 则灵活地安

排一定的义务植树任务ꎬ 对城区无业居民ꎬ 由街道办组织他们在小街小巷种花植树ꎬ
而 “城中村” 的村民则由村委会组织他们对集体林地进行补植ꎮ 由于方法灵活ꎬ 城

区每年义务植树尽责率都在 ８８％以上ꎬ 城区绿化工作越搞越好ꎮ
仅赤坎区 １９８２~ ２０００ 年共植树 ４５０ ６１ 万棵ꎬ 种花 １ ９７ 万株ꎬ 植绿篱 ２ ０９ 万平

方米ꎬ 铺草坪 ２２ ８２ 万平方米ꎮ 至 ２０００ 年底ꎬ 赤坎区内绿化地面积 ５８０ 公顷ꎬ 占建

成区面积的 ３６ ３％ꎬ 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３２ ６％ꎮ

１９８２—２０００ 年赤坎区义务植树尽责情况统计表

单位: 万 (人、 株、 棵、 米、 元)

年份

项目
人口

参加人数

应有 实际

尽
责
率
％

完成任务情况

植树 绿篱 草坪 种花 其他
以资代劳收缴款

人数 金额 人均

登记

卡率

１９８２ １６ ５ ６ ４ ５ ７ ８９ １ ７ ８６ ０ ０６ ０ ８ ０ ０４ １ ６ ９２

１９８３ １６ ５ ６ ５ ５ ８ ８９ ２ ８ ７８ ０ ０７ ０ ７ ０ ０３ ２ ２ ９３

１９８４ １６ ６ ６ ７ ５ ８２ ８６ ８ ９ ０４ ０ ０９ ０ ９ ０ ０６ １ ８ ９０

１９８５ １６ ７ ７ ０ ６ ０２ ８６ ０ １２ ２９ ０ ０８ ０ ８ ０ ０７ ２ ３ ９２

１９８６ １６ ８ ７ ３ ６ ７ ９１ ８ １４ ４４ ０ １１ ０ ８ ０ ０８ ２ ７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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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 １６ ８ ７ ５ ６ ８ ９０ ６ １７ ０４ ０ １５ ０ ９ ０ ０６ ３ ８ ９２

１９８８ １６ ８ ７ ７ ７ １ ９２ ２ ４０ ５５ ０ １７ １ ３ ０ ０４ ４ ６ ９１

１９８９ １７ ０ ７ ６ ７ ３ ９６ １ ４１ ０４ ０ １８ １ ７ ０ １８ ６ ８ ３ ６ ２１ ６ ６ ９４

１９９０ １７ ０ ７ ７ ７ ４ ９６ １ ５１ ５６ ０ ２３ ２ ８ ０ ２６ ７ ５ ０ ３５ ２ １ ６ 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７ ０ ７ ７ ７ ４ ９６ １ １０２ ７３ ０ ２１ ２ ５ ０ ２８ ８ ６ ０ ４ ２ ４ ６ ９８

１９９２ １６ ４ ７ ７ ７ ２ ９３ ５ ３０ ８ ０ ０７ ０ ７８ ０ ２５ １ ５ ０ ５３ ３ ２ ６ ９３

１９９３ １６ ４ ７ ８ ７ ０ ８９ ７ ２６ ８９ ０ ０６ １ ８ ０ ０１９ ６ ３ ０ ５８ ３ ４８ ６ ９２

１９９４ １７ ０ ７ ９ ７ １ ８９ ９ ２３ ５４ ０ ０８ １ ６ ０ ０４ ４ ５ １ ００ １０ １０ ９２

１９９５ １７ ０ ７ ９ ７ ０ ８８ ６ １７ ００ ０ １８ ０ ５ ０ ０２２ ３ ０ １ ０ １０ １０ ９１

１９９６ １７ ６ ７ ９ ７ ０ ８８ ６ ８ ７９ ０ ０８ ０ ３ ０ ０９２ １ ３ ０ ６５ ６ ５ １０ ９２

１９９７ １７ ６ ７ ９ ６ ５ ８２ ３ １２ ３４ ０ ０８ １ ６８ ０ ０８ １ ５ ０ ７１５ ７ １５ １０ ９２

１９９８ １８ ０ ７ ９ ６ ４ ８１ ０ ８ ７１ ０ ０７ １ １５５ ０ ０８１ １ ８ ０ ４３５ ４ ３５ １０ ９３

１９９９ １８ ０ ７ ９ ５ ４ ６８ ４ ７ ５３ ０ ０５ ０ ８９ ０ ０４ ２ ３ ０ ３９ ３ ９ １０ 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 ７９ ８ ５ ７ ８ ８０ ０ ９ ６８ ０ ０７ ０ ９１ ０ ２５ ４ ６ ０ ５６ ４ ６ １０ ９４

合计 ３２７ ２９ １４３ ５ １２８ ５４ ４５０ ６１ ２ ０９ ２２ ８２ １ ９７ ４５ ５ １０ ２１ ７９ ２８

湛江市成为广东省第一个绿化达标城市后ꎬ 于 ２００１ 年提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

目标ꎬ 全市开展持续、 有序的大规模义务植树活动ꎮ 据统计ꎬ 从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 年全市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共有 ８９ ５９ 万人次ꎬ 并完成义务植树任务ꎬ 平均尽责率 ９４ ５２％ꎬ
累计植树 ２９０ ７３ 万株ꎬ 义务植树平均成活保存率 ８９ ６７％ꎮ 通过开展全民植树活动ꎬ
有力地推动湛江市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ꎮ

(二) 防护绿地

防护绿地是指为满足城市对卫生、 隔离、 安全的要求而设置的绿化用地ꎮ 其功能

是对自然灾害和城市公害起到一定防护或减弱作用ꎬ 不宜兼作公园绿地使用ꎮ 防护绿

地的建设ꎬ 除了直接遮挡带来的物理性作用外ꎬ 还有植物的生物学特性所带来的生态

作用、 生理病理性作用及美化景观作用ꎮ
湛江市防护绿地面积 ６８４ ８０ 公顷ꎬ 是城市绿化用地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其特点ꎬ

是以生态防护林地为主ꎬ 以人工种植的木麻黄、 桉林和相思林为主要林带ꎬ 分布在化

工厂、 铁路沿线、 机场周边等地区ꎮ 另外ꎬ 规划控制区范围内建有大量海岸防护绿

地ꎬ 大片的木麻黄和相思林、 红树林ꎬ 既防风护沙ꎬ 绿化海岸ꎬ 也为市民度假休闲提

供优美环境ꎮ 至 １９８５ 年ꎬ 湛江市防护林绿地和城郊风景林绿地 ６０５ ２ 公顷ꎮ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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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防护林带绿地

单位: 公顷

地点

面积
沙湾大坝 水库 海头化工厂 南桥河 铁路沿线 机场

１０４ ３ １５ １２ ２ １２ ６０

湛江市城郊风景林地

单位: 公顷

绿地情况

地点
土地面积

土地使用情况

水面 风景林 幼林 沙沟 荒山 农民占用

湖光岩风景区 ４８０ ２４０ ５９ ６ １９３ ７３

三岭山 １２０５ ９３ ２４ ３４ ４４１ ６ ２５８ ３３ １２３ ５ ３５８ １６

合计 ５０１ ２ １９８ ７３

【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境内ꎬ 面积 １ ９ 万公顷ꎬ
１９９０ 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ꎬ １９９７ 年晋升为国家级ꎬ 呈带状散式分布在广东

省西南部雷州半岛沿海滩涂上ꎬ 跨湛江市徐闻、 雷州、 遂溪、 廉江四县 (市) 及麻

章、 坡头、 东海、 霞山四区ꎬ 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０９°４０′ ~ １１０°３５′ꎬ 北纬 ２０°１４′ ~ ２１°
３５′ꎮ 主要保护对象为红树林生态系统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为了方便市民和外地游客不用跑到远郊ꎬ 在市区就可以观赏红树林ꎬ
市里在霞山金海岸观海长廊海滩上专门营造一片红树林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在这片红树林中

架设木栈道ꎬ 设置多个观景台ꎬ 漫步其间可一览热带红树林的美景ꎮ 郁郁葱葱的红树

林ꎬ 海鸟翩翩飞舞ꎬ 鱼虾水中嬉戏ꎬ 让人流连忘返ꎮ

四、 市花和盆景

(一) 市花

【湛江市花紫荆花】 市花ꎬ 作为一个城市的标志ꎬ 它不仅反映城市特殊的地理环

境和人文环境ꎬ 而且在城市的发展中得到市民的广泛认同ꎮ 湛江选择紫荆花为市花ꎬ
通过一定的程序才最终确定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从麻章镇往遂溪县经过瑞云路一段斜坡ꎬ 两旁各列植双排紫荆

花ꎬ 每年秋冬开花时姹紫嫣红ꎬ 漫山遍野ꎻ 近观ꎬ 花开在人的头顶上ꎬ 挂满树梢ꎬ 花

大而艳ꎬ 市民戏称 “高大尚”ꎻ 微风吹过ꎬ 树上花瓣似彩蝶飞舞ꎬ 一片片随风飘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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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便也铺满一层红艳缤纷的落英ꎬ 整

片山坡被晕染得一片炫紫ꎬ 别是一番妩

媚韵致ꎬ 让你不忍踩踏ꎬ 又无可避让ꎮ
正是 “春雨落花满地红ꎬ 花香四溢春意

浓”ꎮ 正如古诗中所述: “一门和气常

如春ꎬ 紫荆花开庭草碧” (寄题南康胡

氏春风堂－－刘克庄 /宋朝)ꎬ 紫荆花象

征 “繁荣、 壮观、 和睦”ꎬ 寓意深远ꎮ
这是将紫荆花定为湛江市花的主要来源

之一 (９０ 年代扩路时ꎬ 两旁紫荆花被

挖掉改植其它树木)ꎮ １９８４ 年ꎬ 经市民

投票评选ꎬ 确定紫荆花为湛江市市花ꎮ
如今ꎬ 湛江市区种植紫荆花规模较

大的地方有: 霞山海昌 小 区 ( １９９３
年)、 赤坎紫荆园 (２００２ 年)、 绿塘河

湿地公园 (２００５ 年)ꎮ 巧合的是ꎬ 香港

和湛江的市花都是紫荆花ꎬ 另外ꎬ 香港

和湛江有许多相同之处ꎮ
１ 历史背景

一百多年前ꎬ 香港是被英国殖民的城市ꎬ 湛江 (旧称广州湾) 是被法国租借之

地ꎬ １９２５ 年闻一多 «七子之歌» 同时写到这两个城市ꎻ 香港和湛江都是沿海港口城

市ꎬ 依海而生ꎬ 因港而繁ꎮ 香港拥有一湾两岸的维多利亚港ꎬ 湛江拥有一湾两岸的广

州湾港ꎮ 两市市花ꎬ 都是洋紫荆而出名ꎮ
２ 文化背景

紫荆花是湛江市的市花ꎮ
紫荆花是香港特区的区花ꎮ
紫荆花是珠海市的市树ꎮ
紫荆花叶形如羊之蹄甲ꎬ 故又名红花羊蹄甲ꎬ 国外称之 “红花骆驼蹄树”ꎬ 属苏

木科羊蹄甲属乔木ꎬ 性喜温暖ꎬ 易于繁殖ꎬ 具有花期长ꎬ 花朵大ꎬ 花形美ꎬ 花色艳ꎬ
花香浓五大特点ꎬ 单朵花期 ４ 至 ５ 天ꎬ 整株花期长达半年ꎻ 花朵大至 １０ 至 １２ 厘米ꎬ
花瓣倒卵状矩圆形ꎬ 每朵 ５ 瓣ꎬ 其中 ４ 瓣分列两侧相互对衬ꎬ 而另 １ 瓣侧翘首昂头于

上方ꎬ 形似兰花状ꎻ 粉红或粉白色ꎬ 每逢花开季节ꎬ 树上万紫千红ꎬ 繁花似锦ꎬ 灿若

红霞ꎻ 有近似兰花的清香ꎬ 故又被称为 “香港兰花树”ꎮ 树高可达 １０ 米ꎬ 树冠雅致ꎬ
枝条开展下垂ꎬ 终年常绿繁茂ꎬ 颇耐烟尘ꎬ 是热带观赏树种之佳品ꎬ 宜作庭荫风景

树ꎮ 人们把它视作 “繁荣、 壮观、 奋进” 的象征ꎬ 因此广为栽种ꎮ
紫荆花已成为香港的象征ꎬ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区花ꎮ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 日香港回归

祖国ꎬ 不再被英国租借ꎬ 中央人民政府向特区政府赠送纪念品 «永远盛开的紫荆花»
大型雕塑ꎬ 高 ６ 米ꎬ 重 ７０ 吨ꎬ 青铜铸造ꎬ 典雅大方ꎬ 寓意深长ꎬ 坐落在香港会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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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新翼海边ꎬ 象征香港主权移交ꎬ 已成为香港标志之一ꎮ 其花语是: 中央政府希望内

地与香港ꎬ 就像紫荆花一样和睦、 骨肉情深ꎬ 永久地在一起ꎬ 不被任何困难分离ꎮ
洋紫荆能够代表香港ꎬ 是因为它的独特历史背景ꎮ 早在 １９６５ 年ꎬ 香港已经采用

洋紫荆作为市花ꎬ 当时新成立的市政局就用洋紫荆为标志ꎮ 由于香港同胞对紫荆花的

酷爱ꎬ １９９７ 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采纳洋紫荆花的元素ꎬ 作为区

徽、 区旗及硬币的设计图案ꎮ 区旗的洋紫荆图案ꎬ 花蕊似五颗星ꎬ 表示与中国国旗上

的五角星相对应ꎬ 寓意内地与香港紧密关系ꎬ 虽然洋紫荆多为紫红色ꎬ 也有粉白色ꎬ
区旗用红白两色ꎬ 象征香港实践 “一国两制”ꎬ 故洋紫荆图案被改成白色ꎮ

清华校花———紫荆花

清华大学的校花ꎬ 是紫荆花和丁香花 (但通常仅指紫荆花)ꎮ 据清华史料记载ꎬ
１９１４ 年闻一多所在的班级演出戏剧 «紫荆魂»ꎮ 这是将紫荆花定为清华校花的来源之

一ꎬ 在校庆日前后盛开ꎮ 从其生物特性而言ꎬ 它具有 “敢为天下先” 的性格ꎬ 秋风

扫落叶ꎬ 它却迎着秋风冬寒怒放ꎬ 开花时北京大地还是一片枯黄的景象ꎮ
紫荆花具有 “团队精神”ꎬ 它俗称 “满条红”ꎬ 在开花的时候整个枝条密密麻麻ꎬ

百朵簇生ꎮ
３ 花语和传说

传说一:
传说东汉时期ꎬ 京兆尹田真与兄弟田庆、 田广三人分家ꎬ 所有财产已经分配完

毕ꎬ 余下一棵紫荆树意欲分为三截ꎮ 天明ꎬ 当兄弟们前来砍树时ꎬ 发现树已枯萎ꎬ 落

花满地ꎮ 田真不禁对天长叹: “人不如木也!”ꎮ 从此兄弟三人不再分家ꎬ 和睦相处ꎬ
紫荆树也随之获得生机ꎬ 花繁叶茂ꎮ 陆机为此赋诗: “三荆欢同株ꎬ 四鸟悲异林ꎮ”
李白感慨道: “田氏仓促骨肉分ꎬ 青天白日摧紫荆ꎮ”

传说二:
相传紫荆不叫紫荆而叫乌桑ꎮ 乌桑是天宫的神树ꎬ 花能驻颜美发ꎬ 叶能洗浴爽

身ꎬ 根能益寿延年ꎬ 成为王母娘娘最喜欢的花树ꎮ 为了不让它丢失ꎬ 她把花种子收藏

起来ꎬ 除她最喜欢那位编织七彩云霞的紫霞仙子ꎬ 谁也不知道她这个秘密地方ꎮ
那位被王母娘娘百般呵护的紫霞仙子竟然私自下凡ꎬ 化名织女与牛郞结为夫妻ꎬ

成为一段被人间广为流传的千古佳话ꎮ 这是中国大地上妇儒皆知的故事ꎮ 王母娘娘知

道后ꎬ 盛怒之下将紫霞仙子带回天庭ꎬ 将她关在一个小屋子里以示惩戒ꎮ 王母怒气渐

消后ꎬ 允许她每年七月初七与牛郞鹊桥相会ꎬ 还让她继续照看乌桑树ꎬ 以排解寂寞ꎮ
紫霞仙子望眼欲穿地盼到与牛郞相会ꎬ 当她问及村里的乡亲们时ꎬ 牛郞神色暗然地摇

着头ꎬ 告诉她村里的乡亲们得了一种怪病ꎬ 全身瘙痒ꎬ 头发干枯ꎬ 村里乱糟糟ꎮ 她闻

言ꎬ 想起天宫里的乌桑树ꎬ 能治百病ꎬ 何不让它的种子遍撒人间ꎬ 造福百姓呢? 想到

就做ꎬ 她让牛郞稍等片刻ꎬ 来到王母娘娘珍藏乌桑树种子的地方ꎬ 偷偷取出装满乌桑

树种子的羊脂玉瓶ꎬ 回到牛郞身边ꎬ 并告诉牛郞乌桑树种的功能及用途ꎬ 让他将种子

带回凡间遍植广种ꎬ 用乌桑树治好乡亲们的怪病ꎮ 她的举动ꎬ 被二郞神发现: “大
胆! 竟敢将天庭神物私携凡尘ꎬ 还不快快交出来!” 闻听此言ꎬ 牛郞慌作一团ꎬ 紫霞

仙子见势不妙ꎬ 马上取出羊脂玉瓶ꎬ 拔掉瓶塞ꎬ 尽数倾倒ꎬ 只见那乌桑种子飘飘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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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人间ꎬ 那种子遇土生根ꎬ 逢水长芽ꎬ 在人间成了一片最繁盛、 最美丽的紫荆花

林ꎮ
后来ꎬ 乡亲们用乌桑树根和叶子泡水洗浴ꎬ 那怪病竟然治愈ꎮ 人们为了纪念那位

善良美丽的紫霞仙子ꎬ 就把这种树叫做紫荆树ꎬ 这种花叫做紫荆花ꎮ 民间传说这种花

的花语是: “矢志不渝ꎬ 不离不弃”ꎮ 所以ꎬ 紫荆花被许多年青人当做爱情信物ꎮ
(二) 盆景

【湛江盆景】 盆景起源于中

国ꎬ 始 于 唐 代ꎬ 至 今 大 约 有

１３００ 余年历史ꎮ 盆景是大自然

景物的缩影ꎬ 是集园林栽培、
文学、 绘画等艺术ꎬ 互相结合ꎬ
溶为一体的综合性造型艺术ꎮ
它是 “无声的诗ꎬ 立体的画”ꎬ
被誉为有生命的艺术品ꎮ 早先

主要分为树桩盆景和水石盆景

两大类ꎮ 现在ꎬ 人们根据造景

的主要材料及其他基本要素ꎬ
将盆景划分为七类: ①树木盆景 (又称树桩盆景)、 ②山水盆景 (又称水石盆景)、
③水旱盆景、 ④附石盆景、 ⑤微型盆景、 ⑥壁挂盆景、 ⑦异型盆景等ꎮ

湛江盆景是岭南盆景艺术的一个分支ꎬ 多少年来湛江盆景同仁ꎬ 在这块雨量充

沛、 阳光充足、 四季如春的红土地上默默耕耘ꎮ 特别是自 ２０００ 年来ꎬ 随着湛江经济

建设的日益发展ꎬ 南国热带花卉示范基地的建设ꎬ 湛江盆景协会积极配合创建全国优

秀旅游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的ꎬ 使湛江城市环境发生巨大变化ꎬ 湛江

绿色产业生机勃勃ꎬ 湛江盆景更是举足进步ꎮ 遵循盆景艺术 “源于自然ꎬ 高于自然”
的法则ꎬ 师承岭南盆景 “因树造型” “蓄枝截干” 等技法ꎬ 博采众长ꎬ 把现代科技和

传统管理结合起来ꎬ 创作出不少优秀的盆景作品ꎬ 许多作品在参加全国和省市的展览

活动中屡获大奖ꎬ 有的作品还获得 ９９ 中国 (昆明) 世博会金奖ꎬ 尤其是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由湛江市人民政府、 广东省盆景协会主办、 湛江市盆景协会承办的 “第三届省港

澳台盆景艺术博览会”ꎬ 在湛江市寸金桥公园举行ꎬ 来自粤港澳台及全国 ３０ 多个省市

和地区 １３８９ 盆作品参展ꎬ 这次盆景艺术交流得到湛江市民和中外盆景界人士的一致

好评ꎬ 也大大提高湛江盆景艺术水平ꎬ 推动和促进湛江盆景花卉事业的发展ꎮ ２０１６
年湛江市盆景协会承办的 “公园一号 ２０１６ 湛江大型盆景艺术展”ꎬ 来自湛江市各市

县盆协ꎬ 总数逾二百多盆ꎬ 均为承办单位精心遴选的佳作ꎮ 湛江渔人码头 ２０１８ 冬春

“古玩、 盆景” 文化节ꎬ 湛江盆景协会作为主办单位之一ꎬ “经济搭台ꎬ 文化唱戏”ꎬ
与湛江市赤坎区盆景协会、 湛江市霞山区盆景协会一起ꎬ 充分发动会员ꎬ 认真遴选了

一百多盆盆景作品参展ꎬ 展示了湛江盆景的风姿与神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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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是指具有观赏、 文化或者科学价值ꎬ 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比较集中ꎬ
环境优美ꎬ 可供人们游览或者进行科学、 文化活动的区域ꎮ 也可表述为风景名胜资源

集中、 自然环境优美、 具有一定规模和游览条件ꎬ 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审定命名、 划

定范围ꎬ 供人们游览、 观赏、 休息和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地域ꎮ 湛江风景名胜区ꎬ 主

要有湖光岩风景名胜区和三岭山国家森林公园ꎮ

湖光岩风景区远眺

一、 湖光岩风景名胜区

湖光岩风景名胜区ꎬ 自古被誉为粤西胜景ꎬ 列为广东八大风景名胜之一ꎮ 座落在

湛江市西南郊外ꎬ 距霞山区 １８ 千米ꎬ 位于东经 １１０°１６’ １０”ꎬ 北纬 ２１°８’ ４０”ꎬ 南面

临海ꎬ 北与南亚热带植物园 (原华南热带作物试验场) 毗邻ꎬ 西接湖光国营农场ꎬ
东邻省属农垦专科学校ꎬ 周围是一大片林海ꎬ １９９７ 年被联合国地质专家称为研究地

球与地质科学的 “天然年鉴”ꎮ 总面积为 ３８ 平方千米ꎬ 其中湖区面积 ４ ７ 平方千米ꎬ
按湛市府布字 (１９８３) １ 号文 «关于保护湖光岩风景区的布告» 确定的土地范围ꎬ 是

西界铺仔公路往志满和南亚热带试验场分叉点 (即狮子岭脚下南面公路交叉点) 起ꎬ
至拱桥以南往东公路处止ꎻ 北沿现有公路至岩北岭沿大冲沟为界ꎻ 东南均沿公路为

界ꎮ 园区是一个以玛珥湖火山地质地貌为主体ꎬ 兼有海岸地貌、 构造地质地貌等多种

地质遗迹ꎬ 自然生态良好的公园ꎮ
景区是由雷琼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 楞严寺、 李纲醉月雕像、 美食欢乐园、 清风

林、 火山地质遗迹、 高密度负离子区、 董公亭、 玛珥湖、 陈济棠将军墓、 白牛仙女雕

像等 ２０ 个景点组成ꎬ 是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身的旅游区ꎮ 景区内山碧水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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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林掩映ꎬ 修竹滴翠ꎬ 山色奇特ꎬ 四季花开ꎬ 自古被誉为粤西胜景之一ꎮ 今与肇庆星

湖、 惠阳西湖、 坪石金鸡岭、 广州白云山、 仁化丹霞山、 清远飞来峡、 汕头礐石同列

为广东八大风景名胜区ꎮ 原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 叶剑英、 邓小平、 董必武、 郭沫若

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等曾到此游览ꎬ 并赋诗题词ꎬ 为风景区添色增辉ꎮ
１９９７ 年ꎬ 经中国与德国火山地质科学家联合考察确定ꎬ 湖光岩是由火山口湖与

火山熔岩组成ꎬ 是世界最典型的玛珥湖ꎮ 湖光岩火山地貌独特ꎬ 湖水清澈如镜ꎬ 风光

秀丽ꎬ 环境宁静ꎬ 四季如春ꎮ 景区内古树参天ꎬ 古藤缭绕ꎬ 植被茂盛ꎬ 四周崖壁陡

峭ꎬ 还有狮子岭望海楼、 楞严寺、 白衣庵、 宋朝丞相李纲题写的摩崖石刻 “湖光

岩”、 白牛仙女雕塑、 陈济棠将军夫妻冢以及火山科普馆、 玛珥湖科普长廊等众多的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ꎮ 从 ２００１ 年起ꎬ 湖光岩风景区先后被授予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

重点风景名胜区、 国家 ＡＡＡＡ 级旅游区、 全国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和世界地质公园

等称号ꎬ 位列湛江八景之首ꎮ

(一) 湖光岩的传说

湖光岩原名 “白云岩”ꎬ 又称 “湖阳岩”ꎮ 南宋宰相李纲题字 “湖光岩” 后ꎬ 沿

用至今ꎮ 湖光岩是湖与岩的合称ꎬ 取其 “湖光岩影” 之意ꎮ
传说ꎬ 湖光岩在隋代开皇时 (公元 ５８１~６０４ 年)ꎬ 原是荒山野岭ꎬ 石峰屹立ꎬ 藤

葛攀绕ꎬ 古木参天之地ꎮ 湖之先为宁托两村ꎬ 又说为九村ꎬ 住有数十户人家ꎮ 因有白

牛 (或日神牛) 至ꎬ 宰而食之ꎬ 唯老妪不食ꎬ 存焉ꎮ 一时地动山摇ꎬ 村陷为湖ꎮ 古

人虚拟白牛神话ꎬ 在于未识自然科学ꎮ １９６４ 年春ꎬ 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游湖光岩时留

诗云: “异境本天成ꎬ 妄报白牛应”
１９９７ 年秋季ꎬ 经中德地质科学家联合考察ꎬ 对湖光岩的形成已有科学论断: 湖

光岩及其附近地形属火山丘陵地形ꎻ 湖ꎬ 是晚更新世 “破火山口积水成湖” “四周环

有 １０~５０ 米高的悬崖峭壁ꎬ 崖壁上留有浪蚀洞穴的累累痕迹ꎮ 火山垣由火山角砾岩、
层凝灰岩及浮石组成”ꎮ

(二) 湖光岩的自然风景与古迹

１ 风景与古迹、 遗迹

(１) 湖ꎮ 由于在丘陵中塌陷ꎬ 曾称为 “陷湖”ꎻ 又由于湖水澄清如镜ꎬ 水色湛蓝

洁净ꎬ 明净的夜空下ꎬ 湖面平静如镜ꎬ 月光倒影ꎬ 异彩动人ꎬ 故又有 “净湖” “镜
湖” 之称ꎮ 湖的周长为 ５ 千米 (环湖路 ７ 千米)ꎬ 湖面积 ２ ４ 平方千米ꎮ １９５４ 年进行

测量ꎬ 最深处为 ２５ 米ꎻ 蓄水量为 ２７００ 万立方米ꎮ 湖底岩质ꎬ 边缘为石英质中粗砂ꎬ
中部为砂质黏土和黏土等混有火山渣、 火山灰等物沉积混合ꎮ １９５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起进

行湖水水位观测 (水面标高 ２５ １６１ 米)ꎬ 至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底止 (水面标高 ２１ ８３５
米)ꎬ 水位降低共 ３ ３１６ 米ꎮ 在观测期间ꎬ 水位随雨旱升降ꎮ １９４８ 年雨量较多ꎬ 是年

６ 月中旬ꎬ 一次洪水冲毁赤坎文章河上的四跨式砖木混合土桥———西赤桥 (今南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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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１９５２ 年原址重建)ꎬ 湖水亦比常年水位涨升数米ꎬ 经半年后ꎬ 才慢慢消退ꎮ 曾有

“湖光通湖广ꎬ 湖中心有漩涡” 的传说ꎬ 经 １９５４ 年水深测量ꎬ 及二十多年来在湖中

潜水运动等ꎬ 证实纯属虚构ꎮ
引湖水灌溉农田工程ꎮ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动工ꎬ 翌年 １０ 月完工ꎬ 总投资 １５３ ４５ 万元ꎬ

人工凿穿隧洞ꎬ 修建引水渠 ２４ 千米ꎬ ５ 条支渠 １３ 千米ꎬ 灌溉农田 １ ３ 万亩ꎬ 导致湖

面水位急剧下降ꎬ 后引入青年运河水ꎬ 以保持水位稳定ꎮ 但每年干旱季节ꎬ 运河没有

水来ꎬ 附近农民强行开闸放水ꎬ 影响安定团结ꎮ 直到 １９９３ 年ꎬ 市城建局接收湖光岩

水库管理所ꎬ 安排投资 ３０ 万元ꎬ 在湖边放水涵渠口修建拦水坝ꎬ 才彻底阻止放水灌

溉农田ꎮ

　 楞严寺

(２) 楞严寺ꎬ 又名楞

岩寺ꎮ 因佛教有 «楞严经»
而得名ꎮ 与韶关的南华寺、
广州的光孝寺、 海康的天

宁寺同列为广东的四大古

寺ꎮ 它初建于隋代ꎬ 叫灵

慧侯 祠ꎮ 北 宋 靖 康 七 年

(公元 １１２６ ~ １１２７ 年)ꎬ 有

一位 “擢拔流俗ꎬ 足不入

城市” 的僧人孙琮ꎬ 在此

结草为庵ꎬ 借白云岩洞为

佛堂ꎬ 供奉如来三宝佛ꎬ
取名 “白云禅庵”ꎮ 宋建炎

三年 (１１２９ 年)ꎬ 丞相李纲被贬游湖题书 “湖光岩”ꎬ 这三个字雕刻在寺堂背后的岩

壁上ꎮ 这时ꎬ 琮师又把禅庵改为楞严寺ꎬ 流传至今ꎮ “楞严” 二字取自佛教 «楞严

经»ꎬ 表示佛法坚强的意思ꎮ 元代至大年间 (１３０８ ~ １３１２ 年)ꎬ 僧人孙裕等塑像三尊

在寺内供奉ꎮ 明洪武年间 (公元 １３６８~１３６９ 年)ꎬ 遂溪知县张昭重修寺院ꎮ 清康熙二

十年ꎬ 遂溪知县宋国用又重修ꎬ 并在寺前增建三间寺室ꎬ 办湖光学社ꎬ 延师设教ꎮ 清

道光二十八年 (公元 １８４８ 年)ꎬ 遂溪县喻炳荣再修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市政府为了保护名胜古迹和文物ꎬ 曾几度拨款修葺楞严寺ꎮ １９５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特大台风吹毁寺院房屋ꎬ 临湖方亭浸入水中ꎬ 台基被毁没ꎮ １９５６ 年市政

府拨款重修ꎮ 楞严寺沿湖依岩而建ꎬ 两进厅殿ꎬ 面宽三间ꎬ 五点二米ꎬ 内供如来韦陀

等三十多尊佛像ꎮ 天井庭道ꎬ 正殿深四点五米ꎬ 石窟作庵ꎬ 供三宝、 十八罗汉ꎮ 殿右

为白云深处庭院ꎬ 壁嵌近人书李纲诗碑ꎻ 殿左为廊ꎮ 正殿顶部巨岩覆盖ꎬ 有李纲题

“湖光岩” 摩崖石刻ꎬ 是李纲在粤罕见的笔迹ꎮ 寺侧山门前ꎬ 有石级小径盘旋而上至

山顶ꎬ 门顶匾曰 “楞严寺”ꎬ 门侧对联曰: “洞口留仙眠石榻ꎬ 门前送客步云梯”ꎮ 寺

正门西向面湖ꎬ 两旁有一楹联云: “湖水苍茫ꎬ 客到路从花外问ꎻ 岩山寂历ꎬ 僧归门

向月中敲”ꎮ 此联和正门匾额 “湖光静月” 四字ꎬ 清翰林中国第一位出使美洲的外交

官陈兰彬所书ꎮ 寺前平地ꎬ 原有一石碑坊ꎬ 书 “南无阿弥陀佛”ꎬ 背书 “回头是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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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严寺的古迹ꎬ 于文革期间全被毁灭殆尽ꎮ １９８２ 年重建佛殿和佛像ꎬ 重现风采ꎮ 寺

堂结构平衡、 深邃、 严整统一ꎬ 砖瓦木石所造的飞檐、 门楼、 台阁无不体现东方古典

建筑文化的神韵ꎮ 寺堂内洋溢着浓郁的宗教气息ꎬ 寺内环境幽静ꎬ 绿树扶疏ꎬ 古木苍

翠ꎬ 在庄严肃穆的寺堂外ꎬ 却是一派轻松开阔的景象ꎮ 绿地随缓坡舒展ꎬ 奇树、 怪

石、 盆景散见其上ꎻ 四周回廊环抱ꎬ 两侧轩榭相望ꎬ 一曲曲古琴ꎬ 一缕缕茶香ꎬ 颇有

情调ꎮ
自宋代以来ꎬ 湖光岩以楞严寺为中心ꎬ 一直是地方州官、 骚人墨客题咏之场所ꎮ

这里有许多文化遗产ꎬ 值得考究和学习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在湖光岩楞严寺北侧修建一条艺

术文化长廊———诗廊ꎬ 搜集部分文人墨客赞咏湖光岩的诗文刻石外ꎬ 还有清知县洪泮

沫的 «湖光岩山水记»、 邹双的 «湖光岩记»、 宋国用的 «重建湖光岩书室记» 等著

作ꎮ 另外ꎬ 湖光学社的儒生ꎬ 曾组织 “钟英会”ꎬ 在会诞之期ꎬ 湖光地区的文人均集

会于此题咏ꎮ
(３) 白衣庵ꎮ 位于湖西狮子岗山麓下的丛林深处ꎬ 有一清幽恬静岩洞ꎬ 就是佛

窟庵堂ꎮ 相传早年间有一白衣女子在此筑庵修行ꎬ 宋代名为白衣庵ꎮ 北庵依岩营建ꎮ
１９３２ 年重建ꎮ １９６２ 年再重修ꎮ “文革” 期间ꎬ 佛像、 文物被毁ꎬ １９７６ 年僧尼卢白云

等在此修行ꎮ １９８２ 年重建佛像ꎮ 奉有释伽牟尼、 阿尼陀、 玉师、 南海观音等 １０ 多尊

佛像ꎮ 庵前仿歇山顶方亭建于 １９６２ 年ꎬ 为砖石水泥结构ꎬ ２７ 平方米ꎮ 石窟内为庵ꎬ
宽 １１ 米ꎬ 深 ７ 米ꎮ 庵前青石曲径ꎬ 直达湖边ꎮ 庵前两边楹联书: “杨柳枝头甘露洒ꎬ
莲花座上惠风生”ꎬ 出自当代文人之手ꎮ

(４) 乐懒岩ꎮ 位于白衣庵右侧ꎬ 也是一洞穴ꎬ 后人在洞口接盖飞簷ꎬ 与白衣庵

并为一体ꎮ 其内佛像ꎬ 于文革期间曾被毁掉ꎬ １９７６ 年由白衣庵僧尼卢白云兼管ꎮ
１９８２ 年重建ꎬ 有释伽观音、 地藏佛等佛像ꎮ

(５) 凡俗亭ꎮ 位于楞严寺前庭院中间ꎬ 又名 “六角亭”ꎬ 是李纲题字的地方ꎬ 面

积 １２ 平方米ꎮ 正面书 “山水清奇”ꎬ 背面书 “小蓬莱”ꎬ 系清邑庠士彭龙超笔迹ꎮ 四

周墙壁有湖光岩山水画ꎬ 系清光绪年间绅民集资建筑ꎬ １９８４ 年秋ꎬ 因湖水暴涨溃圮ꎮ
(６) 纪应炎读书斋ꎮ 在楞严寺岭顶半腰间ꎬ 接近 “七星洞”ꎬ 是 １０ 多平方米的

洞穴ꎬ 宋进士纪应炎少年时的读书处ꎮ 纪应炎ꎬ 字伯明ꎬ 敬慕苏东坡ꎬ 故号曰后坡ꎬ
生卒年月不详ꎮ 原籍系遂溪县柴坑村人ꎮ 他迁址湖光下埠村时ꎬ 为获取功名ꎬ 曾到湖

光岩择清幽肃穆之地ꎬ 设斋立学ꎮ 纪应炎在此隐读三年ꎬ 于宋宝祐四年 (公元 １２５６
年) 中二甲进士ꎬ 任海南澄迈县主薄ꎬ 后升为南海县官ꎮ

(７) 乡贤祠ꎮ 位于楞严寺右侧ꎬ 一座三间ꎬ 形式古雅肃穆ꎮ 匾额书 “乡贤祠”ꎬ
系清遂溪县庠士罗鼎所书ꎮ 门两边楹联云: “乡人皆有之ꎬ 贤者亦乐此”ꎮ 系清贡生

郑贤相撰并书ꎮ 明万历十一年 (公元 １５８３ 年)ꎬ 遂溪知县卢应喻以举乡贤曰: “非声

宏月旦勿举ꎬ 非以劳定国勿举ꎬ 非仁义教化勿举”ꎮ 清康熙丙寅二十五年 (公元 １６８６
年)ꎬ 知县宋国用因忠定公 (李纲) 遗迹ꎬ 构先贤书室ꎮ 后因清皇帝崇佛ꎬ 将先贤书

室并于僧舍ꎮ 清光绪年间ꎬ 绅民集资ꎬ 经县令、 道台批准兴建乡贤祠ꎬ 奉李纲、 寇

准、 纪应炎、 彭耿ꎮ 清乡绅彭宪德等先后在祠内设帐教学ꎬ 儒生曾在组织 “钟英会”
之期ꎬ 在此集会ꎬ 吟诗作赋ꎬ 忆念先贤ꎮ １９８４ 年ꎬ 湖水暴涨ꎬ 祠崩圮ꎮ 文革时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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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牌位被付之一炬ꎮ
(８) 七星洞ꎮ 位于楞严寺顶部ꎬ 因有大小七洞并连而得名ꎮ 传说很久以前ꎬ 有

七美女逃官府选美避于此ꎬ 后皆投湖自尽ꎮ 后人为了纪念她们ꎬ 故名曰 “七星洞”ꎮ
此洞高悬半山ꎬ 四周岩壁陡立ꎬ 草木遮掩ꎬ 人迹罕至ꎮ 以前ꎬ 由山下通往洞内ꎬ 小路

崎岖ꎬ 很难攀援ꎮ 现经多次修整ꎬ 拓宽芳径ꎬ 铺垫登洞之路ꎮ 从山下有两条小路可直

达洞中: 一路是从楞严寺左边山门外盘石级而上ꎬ 穿过迂回曲折小道ꎬ 到一平台ꎬ 由

平台向小路穿往ꎬ 见一地宽 ２０ 多平方米的石室ꎬ 就是七星洞ꎻ 另一路是从楞严寺右

边登山小道扶栏杆步行到 ２０ 米处ꎬ 穿过六、 七米漆黑的隧洞ꎬ 就到了七星洞ꎮ
(９) 狮子岭与狮子岗ꎮ 因岭状肖狮ꎬ 故得名ꎮ 分别座落在湖的东西两岸ꎮ 狮子

岭拔湖而起ꎬ 海拔 １００ 米ꎬ 是湖光岩的主峰ꎮ 狮子岗拔湖而起ꎬ 海拔 ９０ 米ꎮ 狮子岭

与狮子岗两相对峙ꎬ 中间是一泓湖水ꎮ 四周苍崖翠壁ꎬ 花木争荣ꎮ 新中国成立前ꎬ 狮

子岭与狮子岗曾一度荒凉ꎬ 人烟罕至ꎮ 从 １９６２ 年起ꎬ 几度开垦ꎬ 人工栽培大片木麻

黄树和果林ꎬ 如今漫山遍野长满灌木和藤本植物ꎮ
(１０) “湖光社学” 与 “湖光书室”ꎮ 清代康熙二十年 (公元 １６８１ 年) 知县宋国

用在寺前建 “湖光社学”ꎬ 至丙寅年 (公元 １６８６ 年) 扩建为三间ꎬ 延师设教ꎮ 后因

清帝崇佛ꎬ 把书室并于僧舍ꎬ 清庠士彭惠海、 许加镛两人ꎬ 为了继先贤遗迹ꎬ 在楞严

寺岭顶半腰、 “七星洞” 边ꎬ 与纪应炎少年时读书处扩建成三间书室ꎮ 据说ꎬ 此间最

旺盛时期ꎬ 有儒生 ５０ 多人ꎬ 三位教师管教ꎮ 此间每年都举行一、 二次文学研究活动ꎬ
或开展文学竞赛活动ꎬ 意在促进当地文化水平的提高ꎬ 或迎接大科考的到来ꎮ

２ 名人览胜题书

(１) 古代名人览胜

宋代丞相寇准、 李纲ꎬ 元代宣慰司曾留远、 凌中奉ꎬ 明代监察御史及地方州官林

西桥、 王吉ꎬ 清代遂溪知县邹双、 宋国用、 黄恩贵及遂溪举人陈乔森等都先后游览于

此ꎮ
①李纲题字 “湖光岩”ꎮ 在楞严寺后殿岩壁上ꎬ 有框楷书ꎬ 宽 １ ８ 米ꎬ 高 ０ ９ 米ꎮ

道光 «遂溪志» 载: 宋建炎三年 (１１２９ 年)ꎬ 李纲谪雷ꎬ 应白云禅庵 (今楞严寺)
长老释琮师的邀请来游湖ꎮ 一晚ꎬ 李纲与释琮师在白云禅庵前六角台内促膝谈心ꎬ 饮

酒ꎬ 吟诗ꎮ 时至午夜ꎬ 李纲见明月倒映在湖水中ꎬ 辉映岩壁ꎬ 爱其景ꎬ 羡其情ꎬ 便挥

毫题书 “湖光岩” 三个大字ꎮ 琮师勒于石ꎬ 湖光岩因而得名ꎬ 直存至今ꎮ
李纲题书 «增琮师»ꎮ «遂溪县志» 载: 李纲被贬雷州ꎬ 游湖光岩ꎬ 题 “赠琮师

诗” 一首ꎮ 琮师后勒于石ꎬ 在湖光岩楞严寺右侧ꎬ 直存至今ꎮ
②苏轼无缘湖光岩的传说ꎮ 北宋大诗人苏东坡被贬海南ꎬ 路经广东不少地方ꎬ 沿

路留下了不少诗文ꎬ 徐闻、 海康、 遂溪、 廉江、 高州等地都可找到他的墨迹ꎮ 奇怪的

是ꎬ 他曾两度光顾邻近湖光岩的 “苏二村”ꎬ 唯独在风光绮丽的湖光岩找不到他的行

踪ꎬ 所以郭沫若在 «湖光岩» » 诗中亦婉惜地说: “惜无苏轼迹ꎬ 但有李纲书”ꎮ 如

今ꎬ 楞严寺岩壁上 “湖光岩” 三字ꎬ 就是当年李纲写下的ꎮ
苏东坡为何不游湖光岩呢? 当地民间有段传说: 相传ꎬ 当年苏东玻路经雷州时ꎬ

确也闻知湖光胜景ꎬ 只身骑着一匹瘦马ꎬ 前去游览ꎬ 不料走出郊外便迷了路ꎬ 正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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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几个农民在插秧ꎬ 便上前问路ꎮ 人们听说他叫苏东坡ꎬ 是个大名鼎鼎的学士ꎬ 便有

意和他开个玩笑ꎬ 要他对个对子ꎬ 对上了告诉他ꎬ 对不上就请打马回头ꎮ 苏东坡一向

喜欢舞文弄墨ꎬ 就答应了ꎮ
只见一位老农指着一捆秧苗说: “禾草捆秧娘抱子”ꎮ 苏东坡想了半天ꎬ 想不出

下联来ꎬ 在竹丛中转来转去ꎬ 一头撞在一个老太婆身上ꎬ 把老太婆手里挽着的一篮竹

笋撞撒了ꎮ 这位大学士觉得不好意思ꎬ 连忙解释自己在想那对子的事ꎮ 不料那老太婆

一听ꎬ 顺口便说出下联来: “我这不是竹篮装笋祖怀孙么!” 即兴而来ꎬ 对得相当工

整ꎮ “竹篮载笋祖怀孙”ꎬ 苏东坡虽然有了下联ꎬ 但不是自己对出来的ꎬ 愧对村夫农

妇ꎬ 游兴顿时消失ꎬ 翻身上马ꎬ 回城里去了ꎮ 所以ꎬ 今天湖光岩没有留下他的半点墨

迹ꎬ 连郭沫若都感到可惜ꎮ
这副对子在江浙一带亦有流传ꎬ 有说是纪晓岚与村夫野老对的ꎬ 有说徐文长对船

夫的、 还有说是祝枝山的诗谜ꎬ 都把它安到一些名人学士的身上ꎬ 看来好像在嘲弄这

些文人ꎬ 其实是借这些名士的文才来歌颂群众的智慧ꎮ 这类巧对民间实在太多ꎮ
③ “湖光镜月”ꎬ 清翰林驻美第一任大使陈兰彬题字ꎮ 陈兰彬游览时ꎬ 见湖水澄

清如镜ꎬ 明月倒映ꎬ 亲笔题字ꎮ 后人把它作为楞严寺正门匾额ꎻ １９８５ 年夏ꎬ 楞严寺

主持人释明谓与湛江市佛教会长陈清河ꎬ 把 “湖光镜月” 四字毁掉ꎬ 换上赵扑初所

书 “楞严寺” 三字ꎬ 为楞严寺正门匾额ꎮ
④许加镛、 彭惠海联名题字 “乐乐处”ꎮ 在楞严寺后殿岭顶半腰巨石上ꎬ 楷书ꎮ

“乐乐处” 侧边原为宋进士纪应炎少年时读书斋ꎬ 许、 彭为纪念纪应炎而题ꎮ 乃是取

古书 “仁者乐山ꎬ 智者乐水” 之意ꎮ
⑤清书贤彭耿在楞严寺左侧山门书一楹联云: “洞口留仙眠石榻ꎬ 门前送客步云

梯”ꎮ
(２) 现代名人览胜

新中国成立后ꎬ 党与国家领导人朱德、 董必武、 陈毅、 邓小平、 叶剑英、 郭沫

若、 陶铸、 彭真、 贺龙、 聂荣臻等曾游览过湖光岩ꎬ 并留下精美诗句ꎮ 国民党代总统

李宗仁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等ꎬ 也曾先后到湖光岩览胜ꎮ 主要题字的有:
①郭沫若于 １９６１ 年春游岩时ꎬ 题字 “湖光岩”ꎮ 现石刻在湖光岩西大门口假山

岩壁上ꎬ 并题诗 “游湖岩” 一首ꎬ 碑刻楞严寺右侧: “楞严存古寺ꎬ 点缀岩光湖ꎮ 一

亭编炮茂ꎬ 几树洁檀殊ꎮ
惜无苏轼迹ꎬ 但有李纲书ꎮ
拂壁 寻 诗 句ꎬ 三 韩 有 硕

儒ꎮ”
②１９６３ 年ꎬ 陈毅所作

«满江红雷州半岛» 词里

豪情中亦见浪漫: “冬犹

暖ꎬ 秋如夏ꎻ 凉风动ꎬ 炎

氛化ꎮ 计经年二万ꎬ 火山

爆炸ꎮ 留得湖光呈碧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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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我亦来言驾ꎮ 再十年人物与江山ꎬ 难描画ꎮ”
③１９６４ 年ꎬ 在湖的西侧修筑 “九曲桥”ꎮ 董必武题诗 “游湖光岩” 一首ꎬ 诗文刻

在九曲桥右端石碑: “四山围一湖ꎬ 湖水明如镜ꎮ 山边有岩洞ꎬ 岩与湖光映ꎮ 异境本

天成ꎬ 妄报白牛应ꎮ 昔有避世人ꎬ 逃此求心证ꎮ 释琮飞锡至ꎬ 寺名楞严命ꎮ 邀友李丞

相ꎬ 玩月题名胜ꎮ 岩花随时开ꎬ 湖照影亦净ꎮ 经历变乱多ꎬ 荒芜塞山径ꎮ 人民翻身

后ꎬ 岩湖面目认ꎮ 工余作休沐ꎬ 领略清幽韵ꎮ”

(三) 湖光岩的建设

１ 景点建设

(１) 九曲桥ꎮ 建于 １９６４ 年ꎬ 位于湖的西侧ꎬ 桥架湖边ꎬ 横跨山坡ꎬ 设计巧妙ꎬ
风格独特ꎮ 桥宽 ３ 米ꎬ 底高 ２ 米ꎬ 长 ３７０ 米ꎮ 桥中有亭ꎬ 巍然耸立湖边ꎮ

(２) 望海楼ꎮ 建于 １９８６ 年秋ꎬ 在狮子岭的风景林中ꎮ 楼高三层ꎬ 周围附设廊

亭ꎬ 占地 １６０ 多平方米ꎮ 台基为花岗石砌结ꎬ 窗为铝合金玻璃ꎬ 顶为琉璃瓦ꎮ 楼梯全

是方块花岗石构筑ꎮ 三楼室内清静雅致ꎬ 整洁美观ꎬ 设有茶座、 了望设备及盆景ꎬ 供

游客登临远眺ꎮ 二楼布置各种书画、 盆景ꎬ 展销各种工艺品ꎮ 楼下亦设茶座及小卖

部ꎮ
(３) 诗廊ꎮ 建于 １９８５ 年秋ꎬ 位于楞严寺右侧ꎬ 依岩壁地势高低而建ꎬ 廊回曲

折ꎬ 庄严雅致ꎮ 廊长 ５０ 米ꎬ 面积 ２４０ 平方米ꎬ 钢筋水泥结构ꎬ 琉璃瓦盖顶ꎮ 廊内用

大理石镌刻古今名人诗文和绘有国画ꎬ 供游人欣赏观光ꎮ
(４) 榕园ꎮ １９８５ 年春重建ꎬ 位于湖的西岸九曲桥北侧ꎮ 园内有 １９６４ 年创作的

«移山填海» 人物群体塑像ꎬ 并设有清洁雅致的水泥台、 櫈、 康乐球场、 冰室、 小卖

部等ꎮ 园内榕树密布ꎬ 绿叶浓荫ꎬ 清风徐来ꎬ 清凉宜人ꎮ
(５) «白牛仙女» 雕像与孖亭ꎮ 建于 １９８６ 年ꎬ 座落在湖的西岸ꎬ 是广州美术学

院雕塑系老师刘保东、 谭瑞权作品ꎬ 作者参照湖光岩 “白牛的传说” 创作ꎮ 传说中

的白牛被村民宰杀分胙ꎮ 作者认为这传说是个悲剧ꎬ 应以歌颂白牛为主题ꎬ 所以创作

成 «白牛仙女» 雕塑ꎮ 仙女就是白牛的化身ꎬ 表现白牛并没有死ꎬ 它成仙去了ꎬ 仙

女拂袖腾空而起ꎬ 向下俯视ꎬ 好象带有留恋美好人间的感觉ꎬ 形象逼真ꎮ 雕塑连座高

８ ２ 米ꎬ 基座 ３０ 平方米ꎬ 用花岗石岩建造ꎮ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完成ꎬ 当时是湛江市自力施

工建成的一座大型石雕像ꎬ 验收达到作者要求ꎬ 评为优良工程ꎮ
雕像前端ꎬ 配建孖亭一座ꎬ 面积 １０ 多平方米ꎬ 四周植有各种花木ꎬ 四季芳菲ꎮ

此亭上靠白牛仙女雕像ꎬ 下临湖水ꎬ 景色幽美ꎮ
(６) 休息廊ꎮ 位于楞严寺与九曲桥之间的湖边ꎬ 即观波台之正面ꎮ 钢筋水泥结

构ꎬ 廊内绕廊设有水泥捣置櫈板ꎬ 古朴洁净ꎮ
(７) 山上小亭ꎮ 在狮子岭顶东、 望海楼附近和观波台前湖边ꎬ 分别建小亭一座ꎮ

小亭建筑为钢筋水泥结构ꎬ 清幽雅致ꎮ
２ 游乐服务设施建设

(１) 舞池ꎬ 又名赏月台ꎮ 建于 １９８５ 年秋ꎬ 位于湖西岸ꎬ 总面积 ８００ 平方米ꎬ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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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水泥结构ꎬ 顶缀红色玻璃瓦ꎬ 建筑精致ꎬ 清静雅致ꎬ 设有音响、 茶座、 小卖ꎬ 可供

５００ 对游人同时跳舞娱乐ꎮ
(２) 湖边浴场ꎮ 位于湖西岸边ꎬ 沙滩连接湖水ꎬ 是极好的露天浴场ꎮ
(３) 更衣室ꎮ 建于 １９７４ 年秋ꎬ 位于西岸湖边平地ꎬ 总面积 ３９７ 平方米ꎬ 钢筋水

泥结构ꎬ 室内设有男女更衣室、 音响、 茶座、 小卖和浮床、 游泳衣租用等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禁止下湖游泳ꎬ 拆除浴场、 更衣室ꎬ 在原址改建三层楼房ꎬ 后转让给国家潜

水运动学校用作训练基地ꎮ
(４) 水上游乐设施ꎮ １９８６ 年重建ꎬ 在湖的东西两岸ꎬ 分别建筑码头三处ꎮ 西岸

建筑了望台一座 (二层)ꎬ 面积 ２０ 平方米ꎮ 并设有快艇四艘、 划艇七艘、 单车艇八

艘ꎮ
(５) 镜湖餐馆ꎮ 建于 １９８５ 年冬ꎬ 位于湖西岸ꎬ 为三层建筑ꎬ 钢筋水泥结构ꎬ 建

筑面积 ７９０ 多平方米ꎮ 馆内装饰雅致ꎬ 可供四百多人同时用餐ꎮ
(６) 镜湖斋馆ꎮ 建于 １９８５ 年冬ꎬ 位于楞严寺右侧ꎬ 上下两层ꎬ 建筑面积 ２６０ 平

方米ꎬ 钢筋水泥结构ꎬ 铝合金门窗ꎬ 精制玻璃和绿色玻璃瓦建成ꎬ 斋馆靠山临湖ꎬ 三

面清风ꎬ 清静素雅ꎬ 可供 ２００ 多人同时用餐ꎮ

风景区绿树红花

３ 基本建设

(１) 绿化植树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市政府每年都组织市区和郊区干部群众到湖光

岩狮子岭植树造林ꎮ １９６１ 年ꎬ 开辟湖东南狮子岭脚下百果园ꎮ １９６２ 年越南人民民主

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赠送铁树 ４ 棵ꎬ 又名白榕树ꎬ 植于湖西岸接待室门前ꎬ 树干高大ꎬ
树叶茂盛 (今接待室改建为环湖游览车售票处ꎬ 台风吹倒 １ 棵铁树)ꎮ 文革期间ꎬ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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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岩风景园林遭到乱砍滥伐ꎬ 一些主要林地、 果园均变为农田耕地ꎬ 四周植被破坏ꎬ
影响湖水质量ꎮ 改革开放后ꎬ 风景区管理处积极组织人员绿化造林ꎬ 在湖边大量植

树ꎮ 同时开辟苗圃ꎬ 培育树苗ꎮ 从 ２０００ 年起ꎬ 景区开展 “认种认养” 植树活动ꎬ 得

到各级领导、 社会各界知名人士、 海外华侨、 广大市民和游客以及不少企事业单位的

广泛支持ꎬ 纷纷为湖光岩添绿增色ꎬ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
汪洋ꎬ 王光英、 叶选平等原国家领导人ꎬ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ꎬ 原广东省

委副书记蔡东士ꎬ 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刘镇武ꎬ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麦贤得ꎬ 澳大

利亚凯恩斯市市长凯文伯恩等分别认种纪念树林ꎻ 大批市民和游客以个人或全家人

名义认养单棵纪念树ꎻ 企事业单位则是以集体名义成片认种认养ꎮ 通过捐资认种认养

纪念树活动ꎬ 湖光岩绿化面积不断扩大ꎬ 景区内种植花木有木菠萝、 人心果、 白玉

兰、 榕树等 ６０ 多个品种ꎬ 至 ２０１６ 年已建成紫荆苑、 蕉林、 桃园、 百竹林等形成园林

景观的新亮点ꎬ 将军林、 抗非英雄林、 青年凤凰林、 国税林、 湛江港林、 天使林、
“七一” 林、 人大代表林、 记者林等构成一道道独特的风景线ꎮ

(２) 环湖路ꎮ 建国初期以前ꎬ 湖光岩湖水涨满ꎬ 湖边没有路ꎬ 游人只能走攀岩

小径ꎮ １９５９ 年后ꎬ 湖里的水位降低ꎬ 才逐步开辟楞严寺至白衣庵一段泥路ꎮ １９８５ 年ꎬ
用花岗石铺设九曲桥、 楞严寺至镜湖斋馆这段环湖路ꎬ 共长 １ ６ 千米ꎬ 并整理九曲桥

经白衣庵、 白牛仙女雕像至岩湖北面驻军某部这段环湖泥路ꎮ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ꎬ 市政府

决定投资 ３００ 万元修建、 打通环湖路ꎬ ６ 月 １３ 日动工ꎬ １０ 月 ２８ 日完工ꎬ 长 ４ ４３ 千

米ꎬ 宽 ４ ５ 米ꎬ 水泥混凝土路面ꎮ 同时ꎬ 北门改造工程投资 １００ 万元ꎬ 当年 １１ 月竣

工ꎮ
(３) 接待室ꎮ １９６２ 年起ꎬ 风景区管理处负责对外接待工作ꎬ 接待国内外友人ꎮ

１９６６ 年修建接待室ꎬ 二层楼房ꎬ 地下面积 ２５０ 平方米ꎬ 二楼面积 １００ 平方米ꎬ 共 ３５０
平方米ꎮ 其中大厅可容纳 ６０ 至 ７０ 人ꎬ 其它房间可供游人住宿或午休ꎮ １９８５ 年接待

游人 ７０ 多万人次ꎬ １９８６ 年接待游人 ９０ 多万人次ꎮ ２００１ 年拆除接待室ꎬ 改为环湖游

览 (电瓶) 车售票处ꎮ 接管原湛江职工养老院ꎬ 将其改建为新的接待室和景区办公

室ꎮ
(４) 火山科普馆ꎮ 建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又叫雷琼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ꎬ 位于湖光

岩景区西大门约 １００ 米处ꎬ 是湖光岩的重要旅游配套设施之一ꎮ 该展馆共有三层ꎬ 展

览面积约 ２５００ 平方米ꎬ 一楼展厅由雷州半岛火山分布沙盘、 雷琼世界地质公园简介、
雷琼火山知识、 雷琼民俗文化、 雷琼生态文化以及世界火山景观等展示厅以及地震体

验馆组成ꎻ 二楼展厅分为影视厅和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展厅ꎻ 三楼展厅是科普互动区ꎮ
４ 湖光岩其它建设

(１) 烈士墓ꎮ １９８６ 年修建ꎬ 位于湖光岩风景区南端观波台山顶ꎮ 坐南向北ꎬ 水

泥结构ꎮ 墓前部为长方形ꎬ 宽 ７ ２ 米ꎬ 长 ２０ 米ꎬ 后部为圆弧形ꎬ 最大直径 １５ ５ 米ꎮ
墓边有围栏ꎬ 高 １ 米ꎬ 栏前端置 ４ 个水泥圆球ꎬ 石柱 ３２ 根ꎬ 每根带有石圆球ꎬ 墓前

有石级路直通湖边ꎮ 墓碑宽 ０ ６２ 米ꎬ 高 １ ３ 米ꎬ 上书 “革命烈士之墓”ꎮ 并有祀台一

张ꎮ 墓后碑宽 ２ 米ꎬ 高 ４ ５ 米ꎬ 书烈士姓名、 年龄、 籍贯及简要事迹ꎮ 墓两边有一对

大神龙蜡烛ꎬ 高 ３ ５ 米ꎬ 墓四周植塔松、 名花、 草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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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莫秀英墓ꎮ 莫秀英系民国时期广东省省长陈济棠妾夫人ꎬ 位于湖光岩狮子

岭山顶ꎮ １９４９ 年建ꎬ １９８４ 年重修ꎮ 坐南向北ꎬ 水泥结构ꎬ 前方后圆ꎮ 墓前部为长方

形ꎬ 宽 １１ 米ꎬ 长 ４ ９ 米ꎮ 墓前沿廊 ８ 柱ꎬ 左右出入ꎮ 墓后园弧形ꎬ 最大直径 １３ ３５
米ꎬ 围栏上置三个水泥圆球ꎬ 墓碑二ꎬ 高 １ ３６ 米ꎬ 宽 １ ２２ 米ꎮ 墓碑前有 “陈集思堂

拜桌” 一方ꎮ
(３) 广州湾私立益智小学暨湖光岩益智中学旧址ꎮ 位于湖光岩东郊ꎬ １９０４ 年陈

学谈所建ꎬ 教室、 宿舍、 办公室等设备较好ꎮ 当时是湖光地区唯一的初级中学ꎮ 抗战

时期被日机轰炸ꎮ １９４７ 年改办学谈私立职业学校ꎬ 并设附中ꎮ 附中校址后迁到铺仔

圩东侧 (今湖光中学)ꎮ
(４) 著名海派画家沈华山先生衣冠冢ꎮ 沈华山 (１９０３ ~ １９４４ 年) 是中国当代著

名书法家沈定庵的先父ꎬ 抗战爆发后ꎬ 沈华山被迫离开绍兴ꎬ 辗转香港、 海南ꎬ 后到

广州湾赤坎新街头 (今中兴街) 租一幢三层楼屋ꎬ 安顿一家七口ꎬ 开办镜湖书画社ꎬ
为抗日救国筹款开展书画义卖活动ꎮ １９４４ 年 ６ 月 ２ 日ꎬ 赤坎遭到空袭ꎬ 沈家六口人

在空袭中罹难ꎬ 只有沈定庵避过一劫ꎮ 抗战胜利后ꎬ 他于 １９４７ 年返回故乡ꎮ

沈定庵阔别湛江 ４０ 年后ꎬ １９８７ 年首次返湛寻找父母遗骨ꎮ 沈华山虽中年遇难ꎬ
但他的绘画业绩和他的镜湖书画社ꎬ 都已被收录于 «绍兴市志» 和国际文化出版公

司 １９９４ 年出版发行 «绍兴名人辞典»ꎬ 为怀念父母ꎬ 眷恋第二故乡湛江ꎬ 沈定庵于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在湛江市赤坎文化宫举行 «绍兴沈氏一门书画展览»ꎬ 展出著名画家沈华

山、 沈华山之哲嗣沈定庵、 沈定庵长子沈大晔等三代人书画作品ꎬ 展览轰动一时ꎮ 沈

定庵还书写一副对联: “山阴道上有我家ꎬ 寸金桥头亦故乡ꎮ” 可见ꎬ 他与湛江的情

缘ꎮ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ꎬ 沈定庵得到湛江市有关领导支持ꎬ 同意选址在湖光岩楞严寺右侧

岩梯旁建立父母的衣冠冢ꎮ 当代书坛泰斗沙孟海老先生题写碑文ꎬ 他亲自撰写父母传

略ꎬ 为湖光岩名胜增添一个景点ꎮ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ꎬ 为追忆华山老居士与夫人诸女士罹

难五十周年ꎬ 沈定庵夫妇及女儿外孙一行返湛拜奠ꎬ 广州六榕寺高僧云峰大师陪同前

往ꎬ 受到楞严寺僧人隆重接待ꎬ 以香花果品敬奠华山老人ꎮ 从此之后ꎬ 沈定庵及后人

几乎每年都返湛江旧地祭扫先人衣冠冢ꎬ 并举行一系列书法交流活动ꎬ 寄托华山老居

士生前对湛江的一往深情ꎮ

(四) 湖光岩的管理

新中国成立前ꎬ 日军、 国民党部队都曾在湖光岩驻扎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市人

民政府组织干部群众在湖光岩植树造林ꎬ 派专家勘察地形ꎬ 测绘地图ꎬ 为建设湖光岩

风景区做好准备工作ꎮ
１９５９ 年成立湖光岩建设委员会ꎬ 市委副书记刘化鹏同志任主任ꎮ １９６２ 年成立湖

光岩风景区管理处ꎬ 马山麟任处长ꎮ １９７０ 年风景区管理处被撤销ꎬ 把全部财产、 土

地拨给湛江市制药厂ꎬ 建设湖光岩药场ꎮ 文革期间ꎬ 风景园林被指为 “封、 资、 修”
糟粕ꎬ 楞严寺、 白衣庵等塑像被毁ꎬ 公园被砸殆尽ꎬ 树木大部分被砍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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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区广场

１９７１ 年开始恢复风景区ꎬ 与药场划地分管ꎮ 药场占据东西两区土地ꎬ 风景区管

理处仅经营南区及管理湖周围景点ꎮ 由于风景区接收一大批上山下乡知青ꎬ 在管理处

的领导下ꎬ 兼设知青农场ꎮ
１９７２ 年ꎬ 市革委会对湖光岩风景区进行修复和整理ꎬ 恢复为游览区ꎮ 特别是改

革开放后ꎬ 湛江市委市政府对风景区的建设更为重视ꎬ １９８２ 年秋ꎬ 湛江地区专员黄

明德、 市长王国强等亲自主持会议ꎬ 专题研究解决湖光岩风景区的建设管理问题ꎮ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ꎬ 市政府发出 «关于保护湖光岩风景区的布告» 湛市府布字 〔１９８３〕 １
号文件ꎬ 号召社会各界保护好湖光岩ꎬ 建设好湖光岩ꎮ

１９８５ 年市重新设立湖光岩风景区建设管理委员会ꎬ 汤文藩副市长兼任主任ꎬ 彭

业荣、 梁山兼任副主任ꎬ 委员共 １０ 多人ꎬ 管委会下设办公室ꎬ 同时成立湖光岩派出

所ꎬ 负责风景区内的治安工作ꎮ 同年ꎬ 由市建委委托ꎬ 湛江市园林规划设计室高级工

程师叶候荣主持修编 «湖光岩风景区总体规划»ꎬ 并聘请广东省岭南环境技术研究中

心的专家、 工程师、 教授等协助完成ꎬ 规划原则ꎬ 保留火山ロ四周山岸壁的原始生

态ꎬ 避免人为造景ꎬ 破坏自然生态景观ꎻ 在山上的山坡范围内ꎬ 尽量植造混交林ꎬ 使

游人穿越茂密森林ꎬ 然后见到一湖洁净的湖水ꎮ 同年ꎬ «湖光岩风景区总体规划» 获

省政府批准实施ꎬ 市政府无息贷款 ３００ 万元ꎬ 按照规划在景区开展建设ꎬ 完成诗廊、
董老诗碑、 望海楼、 白牛仙女雕像、 镜湖斋餐馆、 白衣庵、 半山亭、 观波台、 湖边休

息廊、 西门入口等景点和楞严寺维修、 文化娱乐室、 接待室改建等工程及基础设施共

２３ 项ꎮ 每年接待游客超过 １００ 万人次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ꎬ 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处由正科级升格为副处级参公事业单位ꎬ 由市

城建局移交出去ꎬ 由市政府直属管理ꎬ 并改称湛江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ꎮ ２０１２ 年升

格为正处级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颁布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保护管理条

例»ꎬ 加强依法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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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肺” 三岭山森林公园ꎬ 位于湛江市霞山、 麻章两城区之间ꎬ 距市区中心

西南 ３ ５ 千米处ꎬ 由交椅岭、 平岭、 牛乸岭三座山岭相连接而得名ꎬ 最高峰海拔

１４０ １ 米ꎬ 在顶峰可饱揽市区全景和湛江海湾景观ꎬ 是南粤最近城市、 原始生态修复

最好的的森林公园ꎬ 公园总面积 １６４１ ９ 公顷ꎬ 占湛江国土面积 １４ ０４％ꎮ 其中ꎬ 森林

旅游区面积 ７３８ ７９ 公顷ꎬ 外围保护控制区面积 ９０３ １１ 公顷ꎬ 绿化覆盖率 １００％ꎬ 是

湛江市区重要绿色保护屏障ꎬ 对降低城市空气污染、 净化空气、 调节气候、 涵养水分

起着重要环保作用ꎬ 被誉为湛江城市 “绿肺”ꎮ

三岭山森林公园

(一) 地理环境

公园地理坐标ꎬ 介于东经 １０９°３０′~１１０°５５′ꎬ 北纬 ２０°１２′~２１°３５′之间ꎬ 南北长约

１４０ 千米ꎬ 东西宽 ４０－７０ 千米ꎬ 位于湛江市霞山区之西ꎬ 湛江民航机场之南ꎬ 东与湛

茂管道处、 百蓬乡相邻ꎬ 西至交椅岭铁门槛小道为界ꎬ 南隔湛江市精神病防治院与麻

章区宝满、 北月乡为邻ꎬ 北与麻章区边坡村、 调丰村接壤ꎮ
公园地形ꎬ 属于低丘陵台地ꎬ 西北高ꎬ 东南低ꎬ 自西向东逐步倾斜ꎮ 西北部铁门

槛一带ꎬ 最高点为海拔 １４０ １ 米ꎬ 中部牛乸岭最高点为海拔 １０８ ５ 米ꎬ 海拔百米以上

的山丘有 １０ 余处ꎬ 其余大部分山丘海拔 ６０~９０ 米ꎮ 山丘坡度一般在 １５~２０ 度ꎬ 地势

较缓ꎮ 公园管理处周围以及赤溪水库西北一带地势较平缓ꎬ 为海拔 ３０~５０ 米ꎮ
公园土壤ꎬ 属浅海沉积物发育而成ꎬ 呈黄棕色砖红壤ꎬ 间或有砂藻岩层ꎬ 表层多



３８１　　

第
四
章
　
园
林
绿
化

为黄棕色沙壤土ꎬ 结构松散ꎬ 有机质贫乏ꎬ 比较瘦瘠ꎬ 部分地区有较厚粘土层ꎬ 宜制

作砖瓦ꎮ 因长年雨水冲刷ꎬ 植被受人为破环ꎬ 土壤被侵蚀ꎬ 水土流失严重ꎬ 逐渐形成

许多崩坎和沙沟ꎮ
公园植被ꎬ 以较耐旱的矮生草本植物为主ꎬ 分布稀疏ꎬ 在山岗、 平坡处有知风

草、 鸡眼草、 白茅草等ꎮ 次之ꎬ 是矮生灌木群落ꎬ 如桃金娘、 岗松、 春花等ꎮ 另外ꎬ
在山沟湿润处有少许漆树、 鸭脚木、 山鸟柏和小块芒萁、 铁线芒等ꎮ 在山坡、 岭头ꎬ
基本上是荒山秃岭ꎮ

(二) 管理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ꎬ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ꎬ 为了改变三岭山一带荒山秃岭面貌ꎬ 湛江

市积极探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ꎬ 把森林保护与恢复作为建设绿色

生态城市的重要内容来抓ꎮ
１９５７ 年ꎬ 专门成立山岭山建设委员会 (三岭山森林公园前身)ꎬ 市委书记张泊

泉、 市长何鸿景为正副主任ꎬ 大力开展森林保护工作ꎬ 发动干部群众义务植树ꎬ 绿化

荒山ꎮ １９５８ 年ꎬ 把土地规划成块ꎬ 营造防风林ꎬ 发展农副业生产ꎬ 市里下放数百名

干部参加劳动ꎮ １９５９ 年ꎬ 与驻湛部队合作成立军民友谊农场ꎬ 部分军队干部和家属

参加农场建设ꎮ １９６３ 年ꎬ 把处在三岭山的市属农场ꎬ 合并为三岭山林场ꎬ 强调以林

为主ꎬ 成立林业指挥部ꎬ 时任市长王友林任总指挥ꎮ 随后ꎬ 继续发动全市机关干部、
工人、 学生ꎬ 到三岭山植树造林ꎬ 消灭荒山ꎬ 筑坝拦沙ꎬ 保持水土ꎬ 取得良好效果ꎮ
至文革前ꎬ 林场的宜林荒山已基本种上经济林和少数果树ꎬ 水土流失的祸害也初步受

到竭止ꎮ
１９６９ 年ꎬ 撤销三岭山林场ꎬ 改办工农中学ꎬ 把林场的财产ꎬ 包括林木、 房屋等

全部无偿地移交给工农中学ꎮ 办学期间ꎬ 砍阀树木搭建校舍ꎬ 制作课桌ꎬ 乱砍滥伐ꎬ
林木只伐不种、 不管ꎬ 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环ꎮ １９７１ 年ꎬ 停办工农中学ꎬ 恢复林场ꎬ
隶属湛江市郊委林业局管理ꎮ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ꎬ 三岭山林场归口市城建局管理ꎮ

三岭山面临东海岛ꎬ 北靠城区ꎬ 在保护和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上有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湛江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决定ꎬ 把三岭山林场改建为湛江市三岭

山森林公园ꎮ ２００４ 年ꎬ 赤溪水库收归公园管辖ꎬ 赤溪水库面积 ２８ ７３ 公顷ꎬ 正常蓄

水量 ２２２ 万立方米ꎬ 最高库容量 ２７７ 万立方米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三岭山森林公园整体移交给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局管辖ꎮ 公园现有苗圃地 １ 公顷ꎬ 拥有一支具有一定技术水

平的育苗队伍ꎬ 平均每年出圃 １６~１８ 万株苗木ꎬ 育有油棕、 沙糖椰、 散尾葵、 竹柏、
银桦等数十种风景树苗ꎬ 为三岭山以及城市环境、 生活居住区的绿化美化提供种苗ꎮ

(三) 造林绿化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ꎬ 公园的林相不整ꎬ 林木约有 ２６６ ６７ 公顷ꎬ 多是小叶桉第二代

再生林ꎻ 木麻黄林所存无几ꎬ 只在原工农中学校址周围尚有少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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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ꎬ 公园里部分国有林地被下放到农村经营ꎬ 附近各乡村及一些企业单位

陆续进入森林公园范围内建厂、 办场ꎬ 计有大小砖厂 １０ 多间 (其中国营单位办轮窑

砖厂 ３ 间)ꎬ 占地 ５３ ３ 公顷ꎻ 宝满、 边坡、 北月、 木兰、 岑擎等村庄五大沙场占地

６６ ６７ 公顷ꎮ 这些厂场虽然为城市建设提供一部分沙土、 砖石ꎬ 但是给公园的自然环

境、 森林资源带来严重危害ꎮ 特别是大部分砖厂、 沙场承包给个人ꎬ 这些承包者为了

赚钱ꎬ 忽视环境保护ꎬ 个别人甚至毫无节制地大量挖沙取土ꎬ 毁林开路ꎬ 造成山岭大

面积坍塌ꎬ 水土流失异常严重ꎮ 各砖厂有日益扩展的趋势ꎬ 个别沙场在无沙可挖的情

况下转而出卖泥土ꎬ 导致 ３００ 多公顷山体严重崩塌ꎬ 植被消失殆尽ꎬ 地表满布土坑ꎬ
“绿肺” 满目疮痍ꎬ 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ꎮ

１９７５ 年ꎬ 湛江市大力开展造林绿化工作ꎬ 营造松树林 (加勒比松、 湿地松、 马

尾松) ２３８ ３ 公顷ꎬ 其中加勒比松 ８０ 公顷ꎬ 集中在公园的东北部ꎬ 即水库的北面平

缓山坡地ꎬ 此树种是国外引进ꎬ 按规格定穴种植ꎬ 横竖成行ꎬ 连结成片ꎬ 经过多年的

培育、 管理ꎬ 已郁闭成林ꎬ 树高有 ６~ ８ 米ꎬ 胸径一般达 １５ ~ １８ 厘米ꎬ 苍劲挺拔ꎬ 颇

为壮观ꎬ 具有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ꎮ 可惜ꎬ 遭遇 １９９６ 年 １５ 号超强台风摧毁大片松树

林ꎮ
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８６ 年间ꎬ 新植幼林 ８８ 公顷ꎬ 种植大叶相思、 小叶桉、 湿地松共 ３４

万株ꎬ 其中大叶相思高度达 ２ ５ 米以上ꎬ 冠幅 １ ５ 米左右ꎬ 基本起覆盖作用ꎻ 小叶

桉、 湿地松生长则稍为缓慢ꎮ
此后ꎬ 每年植树节ꎬ 湛江市都积极发动机关干部、 学校师生、 驻军官兵和基层群

众到三岭山义务植树ꎬ 分片包干ꎬ 取得一定成效ꎬ 但植树成活率低ꎬ 营建生态林效果

不明显ꎮ 非法采土制砖ꎬ 挖沙泥出售ꎬ 挖高位池养虾ꎬ 造成水土流失ꎬ 其势有增无

减ꎮ 因此ꎬ 尽快落实公园林权地界ꎬ 已迫在眉睫ꎮ

(四) 生态复绿

从 ２００９ 年起ꎬ 湛江市提出打一场 “生态保卫战”ꎬ 以保障城市生态安全! 从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ꎬ 积极推进森林生态修复工程ꎬ 实施生态修复项目规模 １５１２ ４
公顷ꎬ 分阶段实施ꎬ 包括土地回收、 生态复绿、 林分改造及热带季雨林生态修复等内

容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成立市长亲自挂帅的三岭山森林公园建设指挥部ꎬ 克服各种阻力、 干

扰和重重困难ꎬ 组织大量人力物力ꎬ 依法有偿收回公园控制区范围林地 ７７２ ２７ 公顷

(１１５８４ 亩)ꎬ 划归公园统一管理ꎻ 拆除砖厂 ９ 间、 大型养猪场 ３ 个、 高位虾池 ３３ ３
公顷ꎬ 还地于林ꎬ 奠定生态修复的基础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间ꎬ 立项 «三岭山片区受损地生态复绿关键技术研究» 科研课题、
编制 «湛江市三岭山公园总体规划及受损地生态复绿工程设计»、 分期立项 «湛江市

三岭山森林公园及其控制区和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恢复工程» 等ꎬ 以自然林营

建为理念ꎬ 以地域性乡土树种为特色ꎬ 有效构建生态结构稳定、 生物多样性突出的热

带季雨林植被群落ꎬ 完成主体 ３００ 公顷极端困难地的生态复绿及环园绿道绿化ꎬ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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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生态效益ꎮ
同时ꎬ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间ꎬ 三岭山生态修复还利用国家、 省、 市资金重点投入ꎬ 营

建残次林的林分改造及热带季雨林生态修复ꎬ 修复退化面积达 ８００ 公顷ꎻ 营建绿道近

４０ 千米、 山塘湿地 ６６ ６７ 公顷ꎬ 实现森林公园范围 １５１２ ４ 公顷的青山绿水ꎮ
公园整体性系统修复ꎬ 配套绿道引自然生态入城市中心ꎬ 成为市民游憩生活空

间ꎬ 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ꎮ 人民网、 新华网、 中国文明网、 中国园林网、 中国风景园

林网、 中国湛江政府门户网站、 湛江新闻网等媒体都作宣传报道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三岭山国家森林公园被评定为国家 ＡＡＡＡ 级旅游景区ꎬ 该称号由全国旅游景区质量

等级评定委员会授予ꎻ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 不忘初心﹒共建红林－－－湛江市三岭山森林公

园党建红林景观设计工程获得 “２０１８ 年度主题公园类银奖”ꎬ 该奖项由亚洲园林协

会、 中国风景园林网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亚洲园林协会 “园冶杯” 国际竞赛组委会颁

发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湛江市三岭山生态修复项目» 参与 “广东省首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十

大范例” 评选活动ꎬ 全省共收到案例 ５４ 宗ꎬ 经初审ꎬ 湛江市该项目入围前 ３０ 名候选

案例ꎮ 这是湛江市践行生态文明思想、 贯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的

硕果ꎮ

第八节　 古树名木

古树名木ꎬ 是指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保存下来的年代久远或具有重要科研、 历史、
文化价值的树木ꎮ 古树指树龄在 １００ 年以上树木ꎬ 名木指在历史上或社会上有重大影

响的中外历代名人、 领袖人物所植或者具有极其重要历史、 文化价值、 纪念意义的树

木ꎮ 古树分为国家一二三级ꎬ 国家一级古树树龄 ５００ 年以上ꎬ 国家二级古树 ３００~４９９
年ꎬ 国家三级古树 １００~２９９ 年ꎮ 国家级名木不受年龄限制ꎬ 不分级ꎮ

古树名木是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形成的生态景观ꎬ 它是历史的见证ꎬ 人类文明的

象征ꎬ 是绿色的文物ꎬ 活的化石ꎬ 是一种独特的、 不可替代、 不可再生的人文景观和

自然景观的综合载体ꎮ 城市古树名木是城市历史文化发展的象征ꎬ 也是城市绿化、 美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然而ꎬ 在城市建设加快发展的进程中ꎬ 古树名木的价值被曲解为

苗木市场上的拽金者ꎬ 湛江也跟全国其他地区一样ꎬ 在 “大树移植” 风的幌子下ꎬ
许多古树被迫 “背井离乡” “流离失所”ꎮ 古树名木的真实价值需要进一步为人们所

认识ꎬ 在充分调查古树名木资源的基础上ꎬ 增强宣传力度ꎬ 加强保护措施ꎬ 使其

“物有所值”ꎮ

一、 古树名木普查

第一批古树名木普查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５ 月ꎬ 湛江市园林管理处对湛江市区范围的 ６６
株树木进行初步调查ꎬ 当时主要是依据历史文献、 历史事件与民间传说等进行计算树

龄ꎬ 并对其中 １３ 株古树名木挂牌登记在册 (其中的 １ 株已死亡)ꎮ １９９３ 年该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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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古榕树

１９８６ 年登记在册的古树名

木加以复查ꎮ
第二批普查古树名木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ꎬ 湛江市绿化

委员会对建成区范围ꎬ 及

近郊乡村的古树名木进行

较详细普查ꎬ 共发现古树

名木 ２９９ 株ꎬ 其中ꎬ 古树

２９２ 株ꎬ 名木 ７ 株ꎬ 分属

１６ 科 ２０ 属 ２４ 种ꎮ 树木种

类以榕属 (Ｆｉｃｕｓ) 植物最

为 显 著ꎬ 占 总 资 源 的

７７ ９％ꎻ 其 中ꎬ 箭 毒 木

(Ａｎｔｉａｒｉｓｔｏｘｉｃａｒｉａ)、 鹊肾树 ( Ｓｔｒｅｂｌｕｓ ａｓｐｅｒ)、 秋茄树 ( Ｋａｎｄｅｌｉａ ｃａｎｄｅｌ)、 竹节树

(Ｃａｒａｌｌｉａ ｂｒａｃｈｉａｔａ)、 叉叶木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ｉａ ａｌａｔａ) 和牛蹄豆 (Ｐｉｔｈｅｃｅｌｌｏ ｂｉｕｍｄｕｌｃｅ) 等为

湛江地带性特有古树名木资源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为配合创建国家园林城市ꎬ 第四次修编 «湛江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ꎮ

湛江市绿化委员会以 «全国古树名木普查建档技术规定» 为指导ꎬ 对湛江市古树名

木资源状况作比较系统的调查ꎮ 本次调查范围集中于湛江市建成区 (含霞山区、 开

发区、 赤坎区、 麻章区、 坡头区) 及其城乡结合部ꎮ 调查方法以 «规定» 为指导ꎬ
调查内容含 «规定» 中的各项技术指标ꎬ 包括树种名称、 树龄、 树高、 胸围 (地
围)、 冠幅、 具体生长位置、 及管护单位 (人) 等ꎮ 具体操作: 以目测结合米尺实测

树高ꎬ 乔木量测胸围ꎬ 灌木、 藤本量测地围ꎻ 树龄主要依据文献、 史料、 传说及走访

调查等方式确定ꎬ 分三种情况: 凡是有文献、 史料及传说有据的视作 “真实年龄”ꎻ
有传说ꎬ 无据可依的作 “传说年龄”ꎻ “估测年龄” 估测前认真走访调查ꎬ 特别关注

周边环境建筑年龄为参照ꎬ 并结合树种生长发育特性进行类推估计ꎮ 以树木全景彩照

图像和胸径部树干图记录树体综合生长态势ꎻ 管理和保护单位为树木生长地权属单位

或个人ꎮ 调查结束后ꎬ 写成综合报告ꎬ 分析古树名木资源的分布与湛江城市建设的关

系ꎬ 讨论古树名木的生长状况ꎬ 并提出保护建议ꎮ

湛江古树名木树种分类表

序号 树种名称 科名 学名 数量 (株)

１ 垂叶榕 桑科 Ｆｉｃｕｓ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 １５８

２ 细叶榕 桑科 Ｆｉｃ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７９

３ 斜叶榕 桑科 Ｆｉｃｕｓ ｇｉｂｂｏｓａ １５

４ 见血封喉 桑科 Ａｎｔｉａｒｉｓ ｔｏｘｉｃａｒｉａ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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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鹊肾树 桑科 Ｓｔｒｅｂｌｕｓ ａｓｐｅｒ １０

６ 鸡蛋花 夹竹桃科 Ｐｌｕｍｅｒｉａ ｒｕｂｒａ ７

７ 高山榕 桑科 Ｆｉｃ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７

８ 竹节树 红树科 Ｃａｒａｌｌｉａ ｂｒａｃｈｉａｔａ ６

９ 樟树 樟科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６

１０ 叉叶木 紫葳科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ｉａ ａｌａｔａ ５

１１ 秋茄树 红树科 Ｋａｎｄｅｌｉａ ｃａｎｄｅｌ ５

１２ 牛蹄豆 含羞草科 Ｐｉｔｈｅｃｅｌｌｏｂｉｕｍ ｄｕｌｃｅ ５

１３ 白兰花 木兰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ａｌｂａ ４

１４ 笔管榕 桑科 Ｆｉｃｕｓ ｗｉｇｈｔｉａｎａ ３

１５ 白车 桃金娘科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ｌｅｖｉｎｅｉ ３

１６ 朴树 榆科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

１７ 格木 苏木科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ｈｅｕｍ ｆｏｒｄｉｉ ３

１８ 龙眼 无患子科 Ｅｕｐｈｏｒｉａ ｌｏｎｇａｎ ２

１６ 朴树 榆科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

１７ 格木 苏木科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ｈｅｕｍ ｆｏｒｄｉｉ ３

１８ 龙眼 无患子科 Ｅｕｐｈｏｒｉａ ｌｏｎｇａｎ ２

１９ 光叶柿 柿科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ｌｉｍｂａ ２

２０ 铁冬青 冬青科 Ｉｌｅｘ ｒｏｔｕｎｄａ ２

２１ 凤凰木 苏木科 Ｄｅｌｏｎｉｘ ｒｅｇｉａ ２

２２ 刺桐 蝶形花科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ｖａ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２

２３ 苏铁 苏铁科 Ｃｙｃａ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ａ ２

２４ 幌伞枫 五加科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ｎａｘ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２

２５ 人面子 漆树科 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 ｄａｏ １

２６ 小叶榄仁 使君子科 Ｌｕｍｎｉｔｚｅｒａ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１

２７ 油棕 棕榈科 Ｅｌａｅｉｓ ｇｕｉｎｅｅｎｓｉｓ １

２８ 洋蒲桃 桃金娘科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ｓａｍａｒａｎｇｅｎｓｅ １

２９ 鳄梨 樟科 Ｐｅｒｓｅ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１

３０ 荔枝 无患子科 Ｌｉｔｃｈｉ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

３１ 木波罗 桑科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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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苹婆 梧桐科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ｎｏｂｉｌｉｓ １

３３ 大叶榄仁 使君子科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ｃａｔａｐｐａ １

３４ 桃花心 棟科 Ｓｗｉｅｔｅｎｉａ ｍａｈｏｇａｎｉ １

３５ 缅茄 苏木科 Ｐａｈｕｄｉａ ｘｙｒｏｃａｒｐａ １

３６ 木棉 木棉科 Ｇｏｓｓａｍｐｉｎｕｓ ｍａｌａｂａｒｉｃａ １

合计 １６ ３５７

见血封喉树

二、 古树名木的类别与应用

经过统计ꎬ 湛江古树名木共有 １６ 科 ２０ 属 ２４ 种ꎬ 与相邻地带性植被区域的广州

城市古树名木资源相比较ꎬ 广州市古树名木共有 １７ 科 ２０ 属 ２５ 种ꎬ 榕属植物占

５８ ０５％ꎬ 樟树占 ２０ ６９％ꎬ 两地树种种类数量相当ꎬ 具有一定的相同树种ꎬ 并且都以

榕属植物为显著优势植物ꎬ 樟树占有一定的比例ꎬ 说明两者具有很强的联系ꎮ 同时ꎬ
湛江古树名木树种种类具有显著的独特性ꎬ 箭毒木、 鹊肾树、 秋茄树、 竹节树、 叉叶

木、 牛蹄豆等树种为湛江古树资源所独有ꎬ 说明湛江具有独特的植物资源ꎬ 城市绿化

建设可挖掘的特色植物资源潜力

大ꎮ
根据湛江市园林绿地植物的

调查研究ꎬ 大叶榄仁 (法国枇

杷)、 小叶榄仁、 桃花心、 大叶

榕、 垂叶榕、 细叶榕和笔管榕等

广泛应用于湛江市各类绿地中ꎬ
为城市绿化的的基调树种之一ꎻ
白玉兰、 龙眼、 刺桐、 人面子和

鸡蛋花在园林中也应用广泛ꎬ 为

城市绿化的骨干树种之一ꎻ 这与

古树名木的资源、 树种基本相一

致ꎬ 反映出古树名木树种资源对

城市绿化的适应性强的特点ꎮ 然

而ꎬ 樟树、 朴树占有湛江古树总

资源的一定比例ꎬ 园林绿化利用

率却很低ꎬ 其原因有二: 一是因

为两树种广布于中国长江中下游

各省ꎬ 为温带、 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的地带性树种ꎬ 难以体现湛江

南国热带风光ꎻ 二是在霞山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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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附近曾有五六棵生长数百年野生樟树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市园林部门在文体路两旁营

造一条 “樟树路”ꎬ 生长状况良好ꎬ 却被附近居民不断剥皮入药ꎬ 路树遭到 “灭顶之

灾”ꎬ 后来被改种同为樟树科的阴香树ꎬ 从而导致樟树在湛江城市绿化中遭遇冷落ꎮ
铁线子树ꎬ 又称 “嫣桐树”ꎬ 位于遂溪县罗屋村ꎬ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经著名植物学家徐

祥浩教授鉴定为珍稀的山榄科铁线子属铁线子树ꎬ 学名为拉丁文: Ｍａｎｉｌｋａｒａ ｈｅｘａｎｄｒａ
(Ｒｏｘｂ ) Ｄｕｂꎬ 入编由国家绿化委员会编辑、 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的画册 «中华古树

名木» 下册第八章<国之瑰宝>第二部分 “稀贵濒危其中有两棵被认定为国家一级古

树”ꎮ 列为稀贵濒危ꎬ 但至今还未被开发利用ꎮ
缅茄树、 桃榄树、 箭毒木 (俗称见血封喉)、 鹊肾树 (俗称莺歌果) 等都是雷州

半岛重要的乡土树种ꎬ 城市绿地中却几乎没有栽种ꎻ 树冠独特优美的红树科植物竹节

树、 良好的观果植物铁冬青也只零星分布于城市绿地中ꎬ 这反映湛江城市绿化对于本

土的地带性植物资源利用不足ꎬ 树种应用存在 “城乡差别”ꎮ 总结经验ꎬ 这些物种ꎬ
均可成为城市绿化的骨干树种而加以推广应用ꎮ 广州湾租借地时期曾引进国外的树

种ꎬ 如观赏价值极高的牛蹄豆ꎬ 于城市绿地生长良好ꎬ 适合于滨海绿化ꎬ 具一定的抗

风性ꎬ 可加以推广应用ꎻ 叶形独特的叉叶木叉ꎬ 又叫十字架树ꎬ 为热带地区著名的茎

花茎果植物ꎬ 同时因叶型类似 “十字架” 而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ꎬ 城市绿化建设中

可做足特色景观ꎬ 加强历史承袭性ꎮ
红树林是热带海滩的典型植被ꎬ 湛江是中国大陆红树林分布规模最大的地区ꎮ 其

中ꎬ 位于特呈岛红树林的 ５ 株秋茄树ꎬ 历经五百多年海水潮起潮落的冲刷和洗礼ꎬ 树

姿苍劲有力ꎬ 观赏价值极高ꎬ 是 “天然的盆景”ꎮ 这不仅是湛江海湾两岸滩涂植被的

经典作品ꎬ 同时因其很高的观赏价值ꎬ 可挖掘成为城市重要的旅游资源ꎮ 城市树种规

划中可将秋茄规划为沿海滩涂、 海沟公园的骨干树种之一ꎬ 加以推广应用ꎮ
从提高城市植物物种多样性的指数角度而言ꎬ 正确认识和适当应用邻近地带性植

物ꎬ 营造地域特色绿化景观ꎬ 实属必要ꎮ

三、 古树名木分布特征与文化意义

调查结果表明ꎬ 湛江城市建成区古树名木资源少ꎬ ８３％的古树分布于城乡结合地

带ꎬ 这说明湛江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对保护古树名木资源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ꎬ 这也是

中国建国以来城市建设不注重保护历史资源的一个缩影ꎮ 建成区的古树主要分布于两

个历史街区: 赤坎中山路历史街区 (８ 株)、 霞山 (西营旧街区 １８ 株)ꎬ 这充分反映

湛江历史上 “一个城市分为两块” 的城市格局特色ꎮ 湛江市城市形成较晚ꎬ 主要城

区分为赤坎与霞山两块ꎬ 赤坎最早发展于以福建街、 大通街与中山路为中心的一带街

区ꎬ 清乾隆年间ꎬ 大量福建移民于此ꎬ 由小商埠发展而成ꎬ 赤坎区现有古树名木的

５３ ３％分布于此ꎻ 霞山城区雏形于 １８９９ 年法国殖民者租借的西营区范围ꎬ 即今解放

东路以东至海滨地带ꎬ 此地带分布有霞山城区 ６２ １％的古树名木ꎮ
古树名木还是城市历史文化的见证者ꎮ 位于海滨一路长堤码头的垂叶榕ꎬ 树龄约

１５０ 年ꎬ 是具有极其重要历史、 文化价值、 纪念意义的古树名木ꎬ 抗法壮士的头颅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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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法国殖民者悬挂于此树上ꎬ 由此谱写了一曲 “血洒大榕树” 的历史壮歌ꎻ 牛蹄豆、
叉叶木、 大叶榄仁等为法国人引进的树种ꎬ 这些古树见证 １９ 世纪末湛江沦为广州湾

租借地的历史足迹ꎮ 名木主要分布于海滨宾馆 (４ 株) 和海滨公园 (４ 株)ꎬ 这反映

建国以来湛江城市建设主要以霞山区建设为主、 以港口建设为中心的演变历程ꎮ
所调查的 ３６ 个村落ꎬ 或是城中村ꎬ 或位于城乡结合地带ꎬ 共计拥有古树 ２４９ 株ꎬ

有榕树、 见血封喉、 鹊肾树、 牛蹄豆等树种ꎬ 尤以榕树居多ꎬ 树龄大多在两三百年以

上ꎬ 大的需数人才能合抱过来ꎮ 这些古树以村落为中心分布ꎬ 多以散生状态生存ꎬ 它

们在村落里都很霸气ꎬ 占据了村上最好的位置ꎬ 集中于民宅屋前屋后 (７８ 株)ꎬ 占

３１ ３％ꎻ 村落中心公共场所 (宗祠庙宇、 学校、 戏台、 古井、 村委会) 旁 (６３ 株)ꎬ
占 ２５ ３％ꎻ 村头村尾 (４１ 株)ꎬ 占 １６ ５％ꎮ 这些古树ꎬ 有些虬枝横斜ꎬ 有些老叶扶

疏ꎬ 有些通体中空ꎬ 有些枝杈残损ꎬ 却仍然伟岸挺拔ꎬ 傲然挺立ꎮ 从分布状况看ꎬ 古

树是体现湛江乡村风土人情的重要表现元素ꎬ 湛江村落多以宗族为血脉构建ꎬ 同时具

有沿海地区庙宇以天后为礼拜对象的宗教习俗ꎬ 位于宗祠庙宇旁的古树也多被赋予宗

教色彩ꎬ 得到村民的膜拜ꎻ 古树多成为乡村的 “风水树”ꎬ 成为村落的标志之一ꎻ 古

树以榕树为主ꎬ 其浓荫覆盖的树冠具有庇护功能ꎬ 挡风遮阳ꎬ 从而成为村民生活及集

会的重要场所ꎮ
古树之古ꎬ 甚至早过村庄ꎬ 早过记忆ꎬ 历经岁月洗礼ꎬ 无声地述说着村庄的兴

衰ꎬ 承载着村庄文明的缘起ꎬ 它们见证了这里村落岁月的沧桑ꎬ 目睹了这里巨大的变

迁ꎮ 如今ꎬ 尽管它们经历了无数的风霜雪雨ꎬ 忍受了无数的雷电冰雹ꎬ 经受过无数的

烽火硝烟ꎬ 依旧展枝吐叶ꎬ 浓荫蔽日ꎬ 无私地为这一方土地带来阴凉的环境和清新的

空气ꎮ 从每棵树上 “古树名木保护” 的牌子不难看出ꎬ 村民们对古树是有着极深的

情感和极强的保护意识的ꎮ 古树荫庇着村民ꎬ 村民守护着古树ꎬ 一代代生生不息ꎬ 见

证着生命的力量和村庄的美好ꎮ

四、 古树名木的保护

湛江市古树名木是湛江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 城市文明的反映ꎬ 是一份宝贵的风

景资源ꎬ 在正确掌握和理解古树名木资源的基础上ꎬ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ꎬ 加大保护力

度ꎮ
针对当前城市建设的现状ꎬ 城市绿化建设急功近利ꎬ 在 “大树移植” 的幌子下ꎬ

古树名木资源破坏严重ꎬ 城乡结合带的古树名木保护任务艰巨ꎬ 因而尽快将其分级、
登记、 挂牌ꎬ 对其加以合理合法的保护是首要任务ꎮ (１) 制定专项的古树名木保护

法规ꎮ «湛江市市区园林绿化管理办法» (湛府发 〔１９９８〕 ４ 号) 第 ２１ 条、 ２２ 条、 ２５
条作出过相应规定ꎬ 要求对古树名木建档分级管理体制ꎬ 一级保护由市园林部门和区

政府监督指导ꎬ 交所在单位负责ꎬ 拍照存档ꎬ 定期检查ꎻ 二级保护由所在街道监督ꎬ
交所在单位管理ꎬ 市园林部门协助督促、 检查ꎮ 这些法规ꎬ 为市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据ꎬ 但显得过于 “泛、 大而空”ꎮ ２０１３ 年市政府颁发 «湛江市古树

名木保护管理办法»ꎬ 以专项法规ꎬ 明确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ꎮ (２) 加强宣传ꎬ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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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名木的知名度ꎮ 这一方面增强古树名木的教育功能ꎬ 同时有助于提高市民的古树

名木保护意识ꎮ (３) 提供固有的古树名木养护费用ꎬ 使日常的除虫灭病、 施肥、 复

壮等具体的养护管理措施落到实处ꎮ (４) 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的科学研究ꎬ 挖掘古

树名木资源的潜力ꎮ 加强科学的树龄鉴定、 分级保护、 精确定位等工作ꎬ 建立古树名

木信息库ꎬ 进一步确保古树后续资源的保护工作ꎮ
附: «关于海滨码头古榕树年龄鉴定的释疑»
背景: 这篇调研报告ꎬ 是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ꎬ 一位姓廖的老同志写信给市委主

要领导ꎬ 质疑霞山海滨码头古榕树的真实性ꎮ 市委领导委托原副市长何均发调查核

实ꎬ 责成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配合和牵头组织科研部门检测树龄ꎬ 进行实地调查ꎬ
起草报告ꎬ 向市委汇报ꎬ 并答复老同志廖叔ꎮ 全文如下:

尊敬的廖叔同志:
１０ 月 １４ 日ꎬ 廖叔你写给信市委领导ꎬ 以自己 １９４８ 年在海滨码头原报关行工作

的亲历目睹为依据ꎬ 反映霞山海滨码头古榕树 “在法人入侵前是没有的”ꎬ 所谓 “见
证法人入侵” 是假的ꎮ 这事引起市委领导高度重视ꎬ 委托何均发同志调查核实此事ꎮ

根据何均发同志的意见ꎬ 我局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邀请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

派出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测ꎬ 用科学方法实测此榕树年龄ꎬ 近日该院正式向我局

提供 “树龄鉴定结果报告书”ꎬ 结论是: 湛江市霞山海滨一路海滨码头榕树年龄 １１１
岁以上ꎮ

为慎重起见ꎬ 我们以这次勘测树龄为契机ꎬ 翻查各次古树名木调查档案和历史文

献资料ꎬ 召集我市园林植物专家进行研究分析ꎬ 现就海滨码头古榕树年龄鉴定问题ꎬ
作出如下解释:

(一) 树龄的鉴定

鉴定树龄有多种方法ꎬ 比较常规的有: １ 年轮鉴定法ꎻ ２ 访谈估测法ꎻ ３ 文献

追踪法ꎻ ４ 实地勘测法ꎻ ５ 类比推断法ꎮ 但无论那一种方法都很难精确鉴定树的年

龄ꎮ 对于海滨码头古榕树ꎬ 我市园林部门已经鉴定过四次ꎬ 分别是 １９８６ 年 (１２０
岁)ꎬ １９９５ 年 (１３０ 岁)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５０ 岁)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１ 岁以上)ꎬ 基本上都是运

用综合分析方法ꎮ
鉴定树龄应以最早出现的母体为起始点ꎬ 但是ꎬ 在实际测定中ꎬ 常常母体已经不

存在ꎬ 就应以现有树体能采集到现存时间最长ꎬ 资格最老ꎬ 辈数最高ꎬ 年龄最大

(年轮最多) 衍生体的年龄ꎬ 作为该树的样品为标准ꎬ 然后再加上母体的年龄ꎮ 这一

次ꎬ 专门邀请广州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进行测量时ꎬ 具体分两步: 第一步ꎬ 取样ꎬ
在该榕树合适位置 (选取最老一株衍生体ꎬ 原母体早已腐化ꎬ 失去踪影)ꎬ 通过树木

生长测量锥钻取树芯样本ꎬ 经 ＬＩＮＴＡＢ６ 树木年轮分析仪ꎬ 分析判断同心圆圈的数量ꎬ
结果测试得到 ３１ 圈ꎬ 即年轮为 ３１ 年ꎮ 第二步ꎬ 根据省内同类树种ꎬ 榕树母体从枯死

到完全枯腐化泥ꎬ 平均需要 ８０ 年以上ꎮ 由此推出ꎬ 目前海滨码头古榕树的年龄是

１１１ 岁以上ꎬ 是较为保守的 “估测年龄”ꎮ
省内有类似案例: 江门市地方文史资料记载ꎬ 新会 “小鸟天堂” 树龄至少 ３００

岁ꎬ 现在取样送检ꎬ 也很难得到 ２５０ 岁以上的检测结果———检测技术没有问题ꎬ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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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如何能找到最早的母体样本ꎬ 在几百年间母体因气根衍生被取代或因遭雷击、 风

灾、 虫害、 砍伐而枯腐化泥! 当然ꎬ 曾经有人说这棵古榕树 ３００ 多岁了ꎻ 也有人说ꎬ
文革期间这棵榕树被砍伐了ꎬ 于 １９７１ 年重新种植的众说纷纭ꎬ 这些说法都无确

凿证据ꎬ 只能是 “传说年龄” 而已ꎮ
同样ꎬ 如果说ꎬ 此树只有一代ꎬ 年龄 ３１ 岁ꎬ 相信廖叔你也不会认同! 如果说此

树是四代、 五代ꎬ 或者更多代同堂ꎬ 谁也无法拿出根据ꎮ
海滨码头的古榕树ꎬ 肉眼可以看出树的主干空心ꎬ 说明母体已经不存在ꎬ 现在看

到的ꎬ 是这棵树的衍生体ꎬ 这样的检测结果ꎬ 验证了这棵榕树在法国入侵之前已经存

在ꎮ
(二) 榕树衍生特征

为什么廖叔目睹的这棵榕树的树龄ꎬ 和实测结果有那么大的差距呢? 这是因为榕

树特有的气根衍生方式ꎮ 气根长大可代替主干ꎬ 次生主干又被新生气根取代ꎬ 如此交

替衍生ꎬ 给树龄鉴别增加很大困难ꎮ
通常情况下ꎬ 有萌生能力的树木ꎬ 自然死亡后ꎬ 才从根部或树桩萌生下一代的植

株ꎬ 在同一时期同一树体上ꎬ 只有同一代的植株ꎮ 然而ꎬ 榕树母体在尚未死亡腐烂之

前ꎬ 通过其气根ꎬ 却可繁衍出翌代的树体ꎬ 继而又由第二代树体上的气根繁衍第三代

的树体这许多干枝与根体ꎬ 既可分开又连长在一起ꎬ 形成一个 “大家族”ꎮ
这些生长及繁殖的变化过程ꎬ 是在同一个时期内ꎬ 在 “原位原树” 上悄悄进行

的ꎬ 以致同一棵榕树上有不同 “辈数” 树干ꎬ 出现 “多代同堂” 奇观ꎬ 也易不被人

发现ꎮ 生命周期如此循环往复ꎬ 往往能够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也依旧可以郁郁葱葱ꎬ 生

机勃发ꎬ 民间称之为 “不死树”、 “长寿树”ꎮ
对于天然的ꎬ 或无记载可究的榕树ꎬ 查其树龄很困难ꎬ 尤其是该树的 “祖龄”

更难断析ꎮ 因此ꎬ 全国绿化委员会、 国家林业局 «关于开展古树名木普查建档工作

的通知» 全绿字 〔２００１〕 １５ 号文件作出规定: 树龄分三种情况ꎬ 凡是有文献、 史料

及传说有据的可视作 “真实年龄”ꎻ 有传说ꎬ 无据可依的作 “传说年龄”ꎻ 还有 “估
测年龄”ꎬ 估测前要认真走访ꎬ 并根据各地制定的参照数据类推估计ꎮ

三  历史文献资料

根据广州湾历史研究会资深人士何杰先生提供的法文资料ꎬ 摄影家方同三于

１９０６~１９０８ 年在广州湾拍摄到一张图片ꎬ 清楚看到海滨码头报关楼附近就有两层楼高

的大树ꎬ 而且该树的冠幅较大ꎬ 年龄至少有几十年以上 (通常ꎬ 年过半百才称为

“大树” )ꎬ 虽然图片记录时间比法国入侵晚 ８ ~ １０ 年ꎬ 但至少从一个侧面证实在

１８９８ 年之前ꎬ 海滨码头附近就有大树存在ꎮ 否则ꎬ 只有另一种解释ꎬ 就是法国入侵

后从外地移植大树ꎬ 但移植大树的成本、 必要性存在质疑ꎮ
«理论与实践» 杂志 １９５８１~２ 期刊载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关于 «１８９８~１８９９ 广

东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 调查报告ꎬ 就有 “法军登陆后ꎬ
最先在这棵大榕树上悬挂法国旗ꎬ 占领附近的炮台” 的记录ꎮ

１９５２ 年 １~４ 月份ꎬ 调查工作人员走访了数十位当时亲眼看到法军豋陆竖旗ꎬ 划

线为界情形的老人ꎬ 现摘录几份资料如下:



３９１　　

第
四
章
　
园
林
绿
化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ꎬ 调查工作人员走访抗法人杨常郊 (时年 ７１ 岁)、 杨常温 (时
年 ７６ 岁)、 杨亚荣 (时年 ８１ 岁)、 杨亚平 (时年 ７２ 岁)、 杨自国 (时年 ７７ 岁)、 杨

可德 (时年 ６７ 岁)、 杨常蕊 (时年 ７６ 岁)、 杨德如 (时年 ７２ 岁)、 杨可养时年 (６９
岁) 他们说 “法军入侵豋陆在西营ꎬ 遂溪县抗法团练总部设立文车营、 营址设在杨

氏宗祠、 瑞良公祠ꎬ 营官: 杨秀桑ꎮ 广州湾人民抗法斗争文车营乃是全村族人投入参

战ꎬ 在保卫家乡及夜袭高岭、 新埠挫敌、 宫曲会战、 坪石阻击、 黄略激战战斗中ꎬ 付

出很大的代价ꎬ 牺牲了 ３３ 人ꎬ 他们在抗击法军ꎬ 保卫国土家园的激战中献出宝贵的

生命ꎮ”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 ２９ 日ꎬ 调查工作人员走访吴永三﹙时年 ７０ 岁﹚、 吴文富﹙时年 ７１

岁﹚说: “法兵首先在海边一棵大榕树那里豋陆﹙旧称北京路ꎬ 今海滨一路﹚ꎮ 情况

是这样: 法兵豋陆点周围无屋舍ꎬ 好多群众围着看他ꎬ 后来他即把周围的线划宽了ꎬ
大约有一亩田左右的地方ꎬ 群众都不能接近ꎮ”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 ９~１３ 日ꎬ 调查工作人员走访吴有仁﹙时年 ７９ 岁﹚说: “法兵首先在

霞山豋陆﹙即现在北京路大榕树处﹚ꎬ 海头﹙今霞山﹚登陆正确ꎮ 凭证: 是法兵一豋

陆ꎬ 遂溪县副县长驻霞山理事处ꎬ 连夜逃走回遂溪ꎮ”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 ６ 日ꎬ 调查工作人员走访吴玉庆﹙时年 ８２ 岁﹚说: “法兵首先在霞

山﹙即现在北京路大榕树处﹚豋陆ꎬ 还是在霞山海边大榕树﹙即郑屋村一带﹚处为正

确ꎮ 当时我跑去看ꎮ 郑屋村即在现在旧码头行上一点的周围ꎮ”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 ７ 日ꎬ 调查工作

人员走访吴有中﹙时年 ７２ 岁﹚

说: “法兵首先在郑屋村﹙清政

府的营口﹚那里豋陆ꎬ 在郑屋村

那里豋陆是正确的ꎮ 我年少时看

见法兵的船停在海边ꎬ 初豋陆时

即上在清政府设在霞山的营口

处ꎬ 郑屋村在现在湛江旅店的右

前方ꎬ 现在仍有大榕树为当年的

村址ꎮ”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 ９ 日ꎬ 调查工作

人员走访吴经敬﹙时年 ７９ 岁﹚

说: “是三月初二日豋陆的ꎮ 法

兵首先在霞山﹙现在北京路大榕

树处﹚豋陆ꎬ 是北京路大榕树处

正确ꎮ 法兵来时ꎬ 船停在海里ꎬ
兵员豋陆时即住在原霞山的营口

﹙炮台﹚ꎮ 郑屋村即在湛江旅店

的后面ꎮ”
为进一步核实群众提供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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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ꎬ 调查工作人员不辞艰辛ꎬ 远赴北京ꎬ 在北京故宫明清档案馆的热情协助下ꎬ 查阅

到当时法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吉戈特德拉比道里爱尔海军中将ꎬ 呈海军部长柏拿

特海军上将电: 我于今天———四月二十二日在广州湾之东南南方位于雷州半岛上的一

个被放弃的炮台上升起法国国旗ꎮ 军队登陆时曾举行庆祝仪式ꎬ 巴斯葛号、 袭击号、
狮子号在距离炮台六百公尺处排成行列抛锚ꎬ 鸣放礼炮二十一响ꎬ 邻近村落居民来看

热闹ꎮ 拉比道里爱尔ꎬ 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ꎬ 广西ꎮ ﹙核实 １８９８ 月 ４ 月 ２２ 日

为清光绪二十四年闺三月初二日﹚

这一纸电文十分清楚地说明法军首次豋陆的时间、 地点、 方位以及豋陆时的情

况ꎬ 与走访的群众所谈的资料根本一致ꎮ 电文中明确地指定豋陆的是 “在广州湾之

东南南方位于雷州半岛上的一个被放弃的炮台”ꎮ 为进一步论证 “雷州半岛上的一个

被放弃的炮台”ꎬ 我们查阅 «高州府志» «吴川县志» «雷州府志» «遂溪县志» 等志

书ꎬ 此四本志书兵防卷记载有 “海头炮台”ꎬ 正好位于雷州半岛的 “广州湾之东南南

方” 之 “凭证: 是法兵一豋陆ꎬ 遂溪县副县长驻霞山理事处ꎬ 连夜逃走回遂溪” 被

放弃的炮台ꎮ 这是一份确切的史据ꎮ
但是ꎬ 我们并不为此而满足ꎬ 而是尽可能地搜集更多的依据证实法军首次豋陆的

地点ꎮ 调查工作人员再次奔赴广州中山图书馆、 中山大学图书馆、 北京故宫明清档案

馆、 北京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翻阅档案资料ꎬ 摘录当时各种报道加以核

准ꎮ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昌言报» 第二册 “广州湾图跋” 记述: “法人初索吴

川县属之广州湾ꎬ 本在口外ꎬ 朝廷以为荒岛边民也ꎮ 不意法兵轮至广州湾ꎬ 查其地系

属沙土ꎬ 无甚出产ꎬ 且不便停泊ꎬ 遂任意驶入内地ꎬ 直至遂溪县属海头汎豋岸ꎬ 竖

旗ꎬ ”
还有海头港村老人吴耀忠说ꎬ 闰三月初二日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法鬼来ꎬ 清朝

西营炮台 (在海边大榕树旁边) 有大炮十条 (或九条) 摘自 «档案号 ７２０６２２»ꎮ
根据 «湛江人民抗法斗争资料选编» «湛江遂溪人民抗法斗争史料专辑﹙ １８９８—１８９９
﹚» 等文史资料ꎬ 法军是从炮台附近一棵大榕树处登陆、 竖旗、 划线为界ꎬ “悬骸于

木”、 血染渡口大榕树头等都有记载ꎬ 这些文献记载与年轮鉴定的树龄都有相当高的

契合度ꎮ
而且每年清明节ꎬ 附近村民会在此榕树下烧香、 祈祷ꎬ 而不会另择周边其它榕

树ꎬ 所以园林部门根据文献记载和绝大多数人的意见ꎬ 选择此树作为 “广州湾租借

地纪念树” 加以保护ꎬ 教育后代不忘历史ꎬ 符合民情ꎮ
综上所述ꎬ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 根据实测和估算ꎬ 廖叔目睹的在海滨码头附近这棵榕树的树龄已超过 １１１

岁ꎬ 应该不容置疑ꎮ
(二)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和民情ꎬ 廖叔目睹的这棵榕树ꎬ 应是见证 １８９８ 年法人

入侵广州湾的那棵榕树ꎮ
(三) 以法人入侵时间 １８９８ 年推算ꎬ 廖叔目睹的这棵榕母体死亡消失应在两代

以上ꎬ 年龄为 １５０~２００ 岁ꎮ
以上调查和解释ꎬ 是我们的职责所在ꎮ 由于我们鉴定树龄的技术水平和能力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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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ꎬ 加上客观历史条件限制ꎬ 目前给出的调查结论ꎬ 不一定能消除廖叔你心中的疑

团ꎬ 但我们一定会继续追踪下去ꎬ 保护此树ꎬ 以树寓意ꎬ 让子孙后代铭记 “广州湾

租借地” 历史!
我们十分感谢廖叔你关心支持湛江城市园林建设和湛江历史文化建设ꎬ 我们应以

你为榜样ꎬ 努力为湛江的文化传承和未来发展添砖加瓦!
此致ꎮ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公章)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附: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 (海滨码头) 树龄鉴定结果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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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科研活动与成果

一、 学术团体

在城市园林绿化中ꎬ 传统花卉、 盆景和插花艺术ꎬ 都是中华民族璀璨文化中的一

颗宝石ꎮ 在湛江ꎬ 除了公共绿地、 庭院绿化由政府部门和各单位管辖外ꎬ 还有一批园

艺学术团体包括传统花卉、 盆景和插花艺术等非营利民间组织ꎬ 活跃在园林绿化生产

第一线ꎬ 他们不定期开展各类园艺学术交流活动ꎮ
【湛江市花卉协会】 湛江市位于祖国大陆最南端ꎬ 三面环海ꎬ 是一个典型的热带

海滨城市ꎬ 属于北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吴川、 廉江等少数北部地区处于北热带与

南亚热带过渡地带)ꎬ 冬无严寒ꎬ 夏无酷暑ꎬ 非常适宜各类花卉苗木的生长ꎮ 在湛江

市委市政府对花卉产业的高度重视下ꎬ 在广大花卉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ꎬ 湛江市园林

花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ꎬ 为城市园林、 城乡绿化以及市民提供大批量的种植和观赏花

卉苗木ꎬ 取得显著成效ꎮ

(一) 湛江市花卉产业发展历程及现状

纵观湛江花卉产业发展历程ꎬ 可分为初期起步、 快速发展和稳步持续发展等三个

时期:
湛江花卉产业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当时只有园林、 林业和农垦等国营单位办

一些小苗圃ꎬ 培育少量绿化苗木ꎬ 供应荒山造林和道路绿化ꎮ 改革开放后ꎬ 一些个体

居民在赤坎区高田仔、 新坡村等乡村租地办起 １０ 多个私营花圃ꎬ 栽植一些盆景和年

花ꎬ 面积约 １００ 多亩ꎮ 当时ꎬ 新坡村成为经营盆景和花卉的档口ꎮ 随后ꎬ 廉江、 遂溪

和吴川等县 (市) 也陆续办起一些花圃ꎮ 其中ꎬ 以廉江市河唇镇新屋仔村为代表ꎬ
是较早种植花卉的村庄ꎬ 以后逐步带动周边多个村镇发展ꎬ 面积发展到上千亩ꎮ

到 ９０ 年代ꎬ 是湛江花卉产业快速发展时期ꎮ 在麻章镇、 廉江市廉城周边、 遂溪

县北门岭和坡头区龙头镇等县 (市) 区的山坡农田大面积种植花卉苗木ꎬ 以大皇椰、
散尾葵和国王椰等为主的棕榈科植物ꎬ 和以桃花心、 盘架子等为主的绿化苗木迅速兴

起ꎮ 栽培面积从一百几十亩迅速发展到上万亩ꎬ 当时大皇椰、 国王椰、 富贵椰和夏威

夷椰等品种热销省内外ꎬ 供应园林绿化和盆栽观赏ꎮ 种植大皇椰、 国王椰能赚大钱ꎬ
一时成为投资的热点ꎮ 不久ꎬ 全市发展棕榈科植物面积多达 ５ 万多亩ꎬ 到处可见棕榈

科苗木ꎮ 到 ９０ 年代后期ꎬ 麻章区湖光镇世乔村花农从外地引进富贵竹ꎬ 销量好ꎬ 种

植面积迅速扩大ꎬ 并自办家庭式作坊ꎬ 加工成艺术造型产品——— “富贵竹塔”ꎬ 外形

美观ꎬ 寓意荣华富贵步步高ꎬ 不仅国内销路好ꎬ 销量大ꎬ 而且还漂洋过海ꎬ 销往美

国、 荷兰、 日本和加拿大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ꎬ 供不应求ꎬ 为国家出口创汇ꎮ 一根小

小的富贵竹、 弯竹出口能卖 ８ 美金ꎬ 种 １ 亩富贵竹可赚 ２ 万多元ꎬ 种植富贵竹 “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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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 成了神话ꎮ 当时ꎬ 湖光镇世乔村车水马龙ꎬ 生意兴隆ꎬ 人财兴旺ꎬ 农户家家

成了加工厂ꎬ 成了出口创汇户ꎮ 种竹忙ꎬ 卖竹也忙ꎬ 加工更忙ꎬ 好一派繁荣景象ꎮ 因

而ꎬ 种植富贵竹发财的信息迅速传遍千家万户ꎮ 于是ꎬ 湛江市各县 (市) 区迅速掀

起大面积种植富贵竹热潮ꎬ 成为农户致富之路ꎮ 这时ꎬ 闻名全国的家庭作坊式的大小

富贵竹加工厂也应运而生ꎬ 发展势头迅猛ꎮ 据估算ꎬ 当时全市种植富贵竹面积超过

１０ 万亩ꎬ 年出口量达 １０００ 多个货柜 (集装箱)ꎬ 造就全国具有特色的农业拳头产品

和出品创汇产品ꎮ
到 ２０００ 年后ꎬ 湛江的花卉产业进入稳步持续发展时期ꎮ 这个时期ꎬ 根据市场需

求ꎬ 湛江市对花卉品种和种植面积进行适度调整ꎬ 发挥自己的优势ꎬ 加之前来湛江投

资的外商也逐步增多ꎮ 于 ２０００ 年ꎬ 麻章镇在 ３２５ 国道麻章路段旁 (大路前村) 办起

花卉示范区ꎬ 后改为麻章花卉公园ꎬ 占地面积达 １ 万多亩ꎬ 引进花商达 １００ 多户ꎬ 规

模性种植花卉苗木ꎬ 尤其是按树苗生产量大ꎬ 质量好ꎬ 销路广ꎮ 花卉示范区很快形成

南方重要的花卉苗木生产基地 (包括桉树苗生产基地) 和交易中心ꎮ 其他县 (市)
区如廉江市和遂溪县也形成规模较大的花卉种植生产基地ꎬ 而且品种较多ꎬ 客源较

广ꎬ 销路较好ꎬ 闻名省内外ꎮ 从 ２０１２ 年起ꎬ 由于国内房地产调控ꎬ 经济增速减缓ꎬ
花卉市场也受到影响ꎬ 销路不好ꎬ 价跌便宜ꎬ 生产过剩ꎬ 尤其是种植绿化苗木和假植

大树积压严重ꎬ 加之用工价钱提高ꎬ 农资贵ꎬ 成本增加ꎬ 使花卉产业步入困境ꎬ 生产

经营艰难ꎮ
为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ꎬ 湛江市花卉产业进入稳步发展时期ꎬ 适时进行产业结构

调整: 一是进行品种调整ꎬ 扩大种植适销对路的树种ꎬ 如发财树等ꎻ 二是抓好质量ꎬ
生产标准化ꎬ 制定袋苗和绿化工程用苗木规格ꎻ 三是有条件的进行转型ꎬ 生产盆栽

类ꎬ 室内小盆栽或艺术造型盆栽等ꎮ 不少的企业、 花农经调整或转型后取得很好成

效ꎬ 每年调整种植面积 １ 万亩以上ꎬ 年生产大小盆栽 １００ 万盆 (株) 以上ꎮ 自 ２０１６
年开始ꎬ 花卉市场逐步回暖ꎬ 销路增大ꎬ 价格上升ꎬ 花卉产业经济收益转好ꎮ 湛江市

生产的花卉苗木ꎬ 除了满足本地城乡绿化和观赏造景用苗之外ꎬ 还远销省内和外地多

个省市ꎬ 社会、 生态和经济效益显著ꎮ
湛江花卉产业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ꎬ 经过上述三个时期不断调整和发展ꎬ 形成

南方具有热带、 亚热带特色产业ꎬ 并现步入健康稳步发展的最佳时期ꎬ 可以用一句话

概括为: 实力增强ꎬ 队伍壮大ꎬ 管理成熟ꎬ 营销有路ꎬ 品种多样ꎬ 有特色产品ꎬ 规模

较大ꎬ 走出一条具有湛江优势特色的花卉发展之路ꎮ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ꎬ 由湛江市花卉协会发起ꎬ 市政府重点支持投资建设海峡两岸

(粤台) 农业合作试验示范区———湛江南国花卉科技园ꎬ 规划面积 １ 万亩ꎬ 打造国家

级南国热带花卉产业示范区ꎬ 以及用于承接台湾、 珠三角等地区的现代花卉产业转

移ꎬ 于 ２０１１ 年初建成占地面积 ３０００ 多亩的园区ꎮ 进园种植、 加工的花卉企业有 １５０
多个 (户)ꎬ 取得很好的成效ꎬ 现正在继续扩大发展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湛江市花卉 (种植) 产业面积约 ５０ 万亩ꎬ 其中绿化苗木、 灌木、 地被

等 ３０ 多万亩ꎬ 观赏花卉 (观叶和观花) １５ 多万亩ꎮ 花卉苗木生产数量 (包括桉树苗

和绿化工程花木) １ 亿株左右ꎻ 生产盆栽类 (包括富贵竹內销和出口) 约 ２０００ 万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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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以上ꎬ 种植生产品种约 ３００ 多个 (种)ꎻ 拥有园艺企业 (场、 公司) 和种植大户约

１ 万多个 (户)ꎬ 其中规模生产和种植千亩以上的花卉企业和花农有 １ 千多个 (户)ꎬ
全市年总产值达 ５０ 多亿元ꎬ 从业人员达 ２０ 万多人ꎬ 花卉协会经常组织花卉企业、 花

农对外交流学习ꎬ 引进新技术和人才ꎬ 逐步完善包括绿化苗木类 (地苗、 假植苗、
规格苗等)、 盆栽类的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ꎬ 培育出适应及对接市场的品种ꎬ 打造一

个综合性的配套大市场ꎮ
湛江花卉种植的种类可分为三大块: 绿化苗木、 室内观赏植物和树桩盆景: (１)

绿化苗木包括棕榈科植物、 常规绿化容器苗、 大树、 灌木、 地被等ꎬ 主要销往华南及

西南地区ꎬ 辐射华中及华东ꎻ (２) 室内观赏植物ꎬ 在全国花卉产业区域中ꎬ 湛江是

主产区ꎬ 主要种类有热带观叶植物和热带观花植物等ꎬ 其生产量大ꎬ 品质优良ꎮ 大面

积种植发展的品种主要有: 发财树、 幌伞枫、 富贵竹、 散尾葵、 绿宝、 兰屿肉桂、 龙

血铁和琴叶榕等ꎬ 这些品种形成了国内外规模生产、 加工和销售基地ꎬ 产销两旺ꎬ 畅

销全国ꎬ 远销海外ꎻ (３) 树桩盆景以岭南派为代表ꎬ 享有盛名ꎬ 在全国评比中多次

荣获大奖ꎮ

(二) 湛江市花卉协会基本情况

湛江市花卉协会建于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ꎬ 在湛江市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ꎬ
坚持为城乡绿化美化服务ꎬ 为花农服务的宗旨ꎬ 积极努力工作ꎬ 求真务实ꎬ 开拓创

新ꎬ 在勤奋中壮大ꎬ 在风雨中前进ꎬ 成为一个在广东、 广西、 海南、 云南、 重庆、 贵

州、 四川乃至全国花卉界颇具凝聚力、 影响力、 规模实力的社会团体组织ꎬ 会员由最

初 ２００ 人发展到如今 ５００ 多人ꎮ 协会的业务范围如下:
１ 上与政府部门沟通ꎬ 下与花卉企业、 花农连成 “纽带”ꎬ 与外地、 外界交往连

接搭成 “桥梁”ꎻ 做好政府参谋ꎬ 提出花卉产业发展方案、 规划、 生产计划和建议

等ꎮ
２ 开展各种花事活动: 组织举办行业参展参观、 交往交流、 考察调研和洽谈引

资等ꎻ 组织举办行业论坛、 讲座、 研讨会、 技术培训和经验交流等ꎻ 召开行业生产、
经营和商贸经销专题会ꎻ 编印出版花卉苗木宣传刊物、 书籍、 广告和组建湛江花卉网

站等ꎮ
３ 积极解决花卉产业发展和花农种植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ꎬ 为花卉产业发

展和花卉企业、 花农生产经营创造一个良好的推动平台ꎮ
４ 执行和研究、 指导完成花卉产业各项工作任务ꎮ 执行协会 «章程»ꎬ 强化自身

建设和发展ꎮ
湛江市花卉协会按照职责和业务范围积极开展各项工作ꎬ 并取得较大成绩ꎮ 在国

内外花卉企业、 台湾花卉界同胞的帮助下ꎬ 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ꎬ 大力发展花卉产

业ꎬ 初步建成具有南国特色的四大花卉产业基地ꎬ 生产面积达 ３０ 万亩ꎬ 有花卉、 苗

木生产企业 ４００ 多家ꎬ 培养、 种植 ４００ 多个花卉品种ꎬ 年销售额达 １０ 亿元ꎮ 建成集

品种引进、 生产、 加工、 贸易、 展销、 物流与旅游观光于一体的湛江南国花卉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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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ꎬ 首期开发面积 ３０００ 亩ꎬ １２５ 家花卉企业入园建设ꎬ 去年园区总产值 ３ ５ 亿元ꎬ 带

动周边花卉经营者实现产值 ５ 亿多元ꎬ 带动城乡就业 ３ 万多人次ꎮ
协会历届负责人

第一届: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ꎬ 会长王栓南ꎬ 有会员 ２００ 多人ꎬ 办公地址:
湛江市开发区市政所属花圃内ꎻ

第二届: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会长黄东云ꎬ 法人代表: 文尚华ꎬ 有会员

３００ 多人ꎬ 办公地址: 湛江市南桥南路 ６ 号ꎻ
第三届: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现在ꎬ 会长、 法人代表: 柯帅ꎬ 有会员 ５００ 多人ꎬ 办公地

址: 湛江市麻章区花卉公园内ꎮ (刘贻均ꎬ 郑夏华)
【湛江市盆景协会】 盆景是艺术美的创造ꎬ 被誉为 “无声的诗” “立体的画”ꎬ 是

中华文明的瑰宝ꎮ 湛江盆景艺术源远流长ꎬ 早在 １９２３ 年湛江市赤坎区陈达兴先生创

办与盆景等植物有关的 “百果园”ꎮ 此外ꎬ 民间还有 “振农园” “荔枝园” 等花艺工

匠在从事花卉、 盆景等培植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百果园” “振农园” 等划归湛江市园林管理处接管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ꎬ 湛江师专 (今岭南师范学院) 教授苏宪章从广州调来湛江工作ꎬ 他带来岭

南盆景风格的栽培技术ꎮ １９６３ 年ꎬ 在广东园林学会指导下成立湛江市园林学会ꎬ 首

任会长李隆兴ꎬ 其中有盆景组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借改革开放的东风ꎬ 在黎智波、 麦

齐、 李善庆、 李松云等人齐心合力下ꎬ １９８８ 年成立 “湛江市盆景协会”ꎬ 为湛江市园

林学会管辖下的二级协会ꎮ 该协会的成立ꎬ 为湛江盆景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ꎬ 促进湛

江盆景艺术的提高和发展ꎮ
１９８９ 年组织 “首届盆景展览会”ꎬ 参展作品 ７００ 多件ꎬ 为鼓励参展者提高创作水

平ꎬ 展会给每位参展者赠送杰出盆景艺术家、 广东省盆景协会副会长刘仲明先生著作

«岭南盆景艺术与技法» 一书ꎮ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ꎬ 湛江市盆景协会会长黎智波等人赴南京参加 “中国海峡两岸第一

届盆景名花研讨会”ꎻ １０ 月副会长李善庆等人赴惠州参加 “首届岭南盆景艺术研讨

会”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广东省盆景协会组织参加 “香港国际盆景花卉博览会”ꎬ 湛江挑选作

品 ２ 盆参展ꎬ 受到观众好评ꎬ 得到香港国际盆栽会会长伍宜孙博士的高度赞赏ꎬ 作者

郑大兴与伍宜孙合影留念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ꎬ 湛江首次组织作品 １５ 盆到广西桂林参加由中国盆景艺术家协会、

桂林市政府举办的全国第三届盆景艺术博览会ꎬ 作品荣获 “香港回归杯” 一个ꎬ 集

体获 “贡献奖”ꎻ １９９８ 年组织作品 ４０ 盆ꎬ 参加由广东省盆景协会、 中山市政府在中

山举办的第二届省港澳台盆景艺术博览会ꎬ ３６ 盆作品获 “佳作奖” “集体优秀奖”ꎮ
通过上述一系列参展活动ꎬ 促进湛江盆景技艺与全国各地盆景界的技艺沟通与交流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经湛江市科学技术协会批准ꎬ “湛江市盆景协会” 升格为市一级协会ꎬ
主管单位为湛江市科学技术协会ꎬ 挂靠单位为湛江市寸金桥公园ꎮ 协会升格后ꎬ 为湛

江市盆景事业的发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ꎮ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根据广东省盆景协会的安排ꎬ 湛江市盆景协会选送陈日生、 郑大兴

和黄伟光的作品参加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ꎮ 陈日生的朴树盆景获金奖ꎬ 为湛江乃至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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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盆景界争光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经湛江市人民政府批准ꎬ 由湛江市人民政府、 广东省盆景协

会、 湛江市盆景协会联合主办的 “第三届省港澳台盆景艺术博览会” 暨 “首届海峡

两岸中外盆景艺术家联谊会” 在湛江市寸金桥公园举行ꎮ 来自港澳台及全国 ３０ 多个

省市的作品 １３８９ 盆ꎬ 其中盆景 ７７６ 件、 奇石 ４１９ 件、 根艺 ９３ 件ꎮ 湛江市参展作品 ４０
盆ꎬ 其中金奖 ５ 盆ꎬ 银奖 ７ 盆ꎬ 铜奖 ６ 盆ꎬ 紫荆奖 ８ 盆ꎬ 湛江市盆景协会获团体冠

军ꎮ 为了配合这次高规格的国际盆景博览会ꎬ 湛江市盆景协会编辑出版 «广东湛江

盆景根艺奇石作品集»ꎬ 并作为参会嘉宾赠送礼物ꎮ
来自中国盆景艺术家协会会长苏本一、 秘书长张世藩ꎬ 新加坡国际著名盆景艺术

家的朱勤飞先生、 台湾的梁悦美女士、 香港的胡力敏先生、 澳门的陈荣森先生、 著名

大师赵庆泉、 陆志伟、 刘传光等国内外和各省市盆景艺术家 ２００ 多人齐聚湛江ꎬ 共赴

盛会ꎮ 中国盆景艺术家协会会长苏本一说ꎬ “这次盛会ꎬ 是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的大

会ꎬ 为创立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精神的盆景艺术指明方向ꎬ 将会推动中国盆景艺术

高水平发展”ꎮ 秘书长张世藩高度评价说: “这次盛会ꎬ 创下六个全国第一”:
(１) 参展人数、 参展地区之多ꎬ 创下全国区域性盆景花卉展览第一ꎻ
(２) 展出精品ꎬ 有的曾在全国获最高荣誉之多第一ꎻ
(３) 展览规模气势宏伟、 环境好、 立体感强、 层次感好、 展场的效果之好创全

国第一ꎻ
(４) 宣传力度强ꎬ 创全国第一ꎬ 全国很多省市媒体都纷纷报道ꎬ 人人皆知ꎬ 普

及面广ꎻ
(５) 展览活动内容丰富ꎬ 不仅展出盆景ꎬ 还有奇石、 根艺ꎬ 举办国艺培训班ꎬ

同时举办首次中外盆景艺术家联谊会ꎬ 特别是 ５ 位中外盆景艺术大师同台制作盆景ꎬ
现场表演是从来没有的ꎻ

(６) 参观人数之多创全国第一ꎬ 像这样一次盆景艺术活动ꎬ 能有这么大的吸引

力ꎬ 展出 １０ 天ꎬ 每天观众川流不息ꎬ 直到最后一天仍然人流不断ꎬ 参观人数多达 ２０
多万人次ꎮ

盆景是艺术和技术紧密结合的产物ꎬ 无艺术性便没有欣赏价值可言ꎮ 但离开精细

高超的创作技术ꎬ 也不可能达到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ꎮ 这次博览会和联谊会的成功举

办ꎬ 在湛江盆景艺术的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ꎮ 一大批来自各地的盆景艺术大师、
民间艺术精英如国际盆栽 (ＢＣＩ) 艺术大师、 中国盆景艺术大师、 中国杰出盆景艺术

家、 中国盆景高级技师、 广东岭南盆景大师、 广东岭南盆景艺术家等与湛江岭南盆景

艺术家同台竞技ꎬ 交流切磋ꎬ 大大推动湛江盆景艺术产业及盆景艺术文化的全面发

展ꎬ 为湛江盆景艺术发展的方向及艺术创新品牌具有奠定里程碑的意义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ꎬ 在深圳举办第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 第五届省港澳台盆景艺

术博览会ꎬ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组织市盆景协会、 插花协会代表参展ꎬ 获得优秀成绩ꎬ
湛江市政府获 “城市人民政府优秀组织钻石奖”ꎬ 参展盆景作品获金奖 ２ 个ꎬ 银奖 ４
个ꎬ 铜奖 １０ 个ꎬ 优秀奖 ４ 个ꎮ

多年来ꎬ 湛江市盆景协会在开展盆景创作ꎬ 积极组织应邀参与国内外各种大型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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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展活动ꎬ 如昆明世博会、 深圳、 沈阳国际园博会、 中国国家盆景大展ꎬ 陈村、 成都

第五、 六届花博会ꎬ 西安唐风展ꎬ 厦门海峡两岸盆景展ꎬ 第二至十届粤港澳台盆景艺

术博览会等活动ꎬ 均取得很好的成绩ꎬ 多次荣获国际、 全国、 省地市级的金银铜奖

牌ꎮ
湛江市盆景协会现有会员 ２００ 多人ꎬ 下辖廉江市盆景协会、 遂溪县盆景协会、 遂

溪县盆景根艺协会、 徐闻县盆景协会、 徐闻县根雕盆景赏石研究会、 吴川市盆景协

会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ꎬ 湛江市盆景协会收集资料ꎬ 编辑出版 «广东湛江盆景奇石根艺作

品集» 一书ꎬ 由岭南出版社印刷发行ꎻ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ꎬ 湛江市盆景会编辑出版 «湛江

盆景» 一书ꎬ 被收录入 “湛江历史文化丛书”ꎬ 为构建湛江文化强市作出贡献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为庆祝湛江市盆景协会成立三十周年ꎬꎬ 精选近年来会员创作的优秀盆景作品ꎬ
组织策划出版 «岭南盆景»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艺术特辑ꎬ 提供新思维、 新技术、 新作品ꎬ
供会员和盆景艺术爱好者学习鉴赏ꎬ 与各位同仁共勉ꎬ 进一步弘扬岭南盆景产业精

神ꎬ 为促进盆景艺术水平的提高提供强劲动力ꎮ
湛江盆景协会历届领导成员名单

第一届

会长黎智波

副会长李善庆、 麦齐

秘书长李松云

第二届

名誉会长: 刘铁、 李隆兴、 梁山、 林进韶、 符在泽

会长陈洪兴

常务副会长谢克英

副会长陈日生、 郑大兴、 李松云、 李善庆、 张康平、 莫秀连

秘书长崔志华

副秘书长梁珍、 岑元冯、 吕成

第三屆

名誉会长刘铁、 李康寿、 阮日生、 何均发、 冯录、 李明才、 陈洪兴、 李隆兴、 符

在泽、 林进韶、 王平、 陈华明、 梁山、 龙土金、 王成文

会长尤广才

常务副会长谢克英

副会长陈日生、 郑大兴、 李松云、 李善庆

秘书长梁珍

副秘书长岑元冯、 吕成

理事辛炳发、 吴建伟、 吴红、 吴荣、 舒仁勇、 吴路生、 卜花、 黄伟光、 吴华日、
庞万强、 梁茂林、 李尚锦、 叶耀华、 何汉、 廖开文、 崔志华、 谢国强

(郑大兴)
【湛江市插花艺术协会】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湛江市园林学会组织成立 “湛江市

园林学会插花艺术委员会”ꎬ 为该会属下二级协会ꎬ 挂靠单位是湛江市园林管理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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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 １１ 月ꎬ 经过插花比赛ꎬ 选拨李慧仙、 许国武、 罗萍、 吴永生、 黄的玲、 容洋六

位会员参加在广州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插花艺术展览ꎬ 其中许国武的篮花作品获得

«乡情» 命题一等奖ꎬ «雷州风情» 获得自由命题三等奖ꎬ 同时还获得神秘箱插花比

赛三等奖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ꎬ 在湛江银海酒店举办 １９９３ 年 “三星杯” 湛江市插花艺术比赛ꎬ

本次大赛得到广东三星汽车集团公司的大力支持和赞助ꎮ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ꎬ 选拔李慧仙、 许国武、 肖钧泉、 吕何燕、 吴志坚五位会员参加在

昆明举办 “第三届中国插花艺术展览”ꎬ 吕何燕的东方式插花作品获得 «根» 命题二

等奖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ꎬ 该协会理事许国武代表湛江市园林管理处参加 “第七届中国菊花

品种展览插花比赛”ꎬ 作品 «故乡情» «新时代» «秋» 分别获得一、 二、 三等奖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ꎬ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组织市盆景协会、 插花艺术委员会代表湛江市

参加在深圳举办 “第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ꎮ 许国武制作的大型插花作品 (长 １５
米、 宽 ２ 米) «雷州风采» 获得自由命题三等奖ꎬ 展区布展三等奖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 为更好推广和普及插花艺术ꎬ 提高插花艺术水平ꎬ 促进湛江市花

店业的发展ꎬ 在市科学技术协会的支持下ꎬ 以湛江市园林学会插花艺术委员会为基

础ꎬ 组建 “湛江市插花艺术协会”ꎬ 为市一级协学ꎬ 业务主管单位是湛江市科学技术

协会ꎬ 挂靠单位是湛江市赤坎区寸金桥公园管理处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ꎬ 湛江市插花艺术协会秘书长许国武在中山举办的第九届中国菊花

展插花比赛中ꎬ 作品荣获一、 二、 三等奖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在湛江市人民政府主办、 市市政园林局承办的 “国庆 ６０ 周

年湛江市园林花卉博览会” 中ꎬ 湛江市插花艺术协会组织湛江师范学院、 广东海洋

大学、 广东医学院三所高校一百多名大学生进行现场插花活动ꎬ 并举办湛江市大型艺

术插花室外展ꎬ 成为园博会一大亮点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ꎬ “首届湛江市花卉博览会” 在麻章区隆重举行ꎬ 湛江市插花艺术协

会精心组织湛江市婚庆花车大赛及新娘手捧花展示ꎬ 靓丽的花车在市区巡游ꎬ 在插花

展区ꎬ 协会制作展出十件大型精美的插花作品ꎬ 一百件中小型作品ꎬ 花车、 新娘模

特、 插花艺术展成为花博会最吸引人的亮点ꎬ 得到市领导、 主办单位和市民一致好

评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湛江市插花艺术协会进行换届选举ꎬ 同时协会举办 “首届湛江市

大学生插花比赛”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在市总工会的支持下ꎬ 湛江市插花艺术协会选拔李美芳、 郭晓

燕、 陈白绫、 郑燕梅、 李一明、 李月明六名会员代表湛江市参加 “２０１６ 广东省女职

工插花职业技能大赛”ꎬ 经过严格的理论考试和实操比赛ꎬ 湛江在二十支代表队中获

得团体总分第八名ꎬ 其中郭晓燕、 陈白绫获得个人三等奖ꎮ
湛江市插花艺术协会现有会员 ５３ 人ꎬ 来自社会各个行业ꎬ 协会经常深入基层单

位、 社区、 街道、 学校开展各种插花艺术讲座和插花活动ꎬ 在公园、 商场、 书城、 社

区举办插花艺术展览ꎬ 普及推广宣传中国传统插花文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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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插花艺术协会历届领导成员名单

第一届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会长詹光景ꎬ 秘书长司徒瑶ꎬ 副秘书长李慧仙、 张志萍ꎬ
会员主要来自于湛江城市园林和单位绿化从业人员ꎮ

第二届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会长尤广才ꎬ 秘书长许国武

第三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会长为许国武ꎬ 秘书长杨少玲ꎮ
(许国武)

二、 科研活动

科研成果篇ꎬ 主要收录湛江城建系统学者、 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为城市建设发展

献计献策、 研讨把脉ꎬ 以拓展城建创新方略为宗旨ꎬ 进行多项专题调查研究所撰写学

术报告、 专著和论文百余篇ꎬ 硕果累累、 篇篇可读ꎮ

(一) 主要科研活动

１ 湛江市古树名木调查

１９８６ 年 １~５ 月ꎬ 由湛江市园林管理处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市区范围内 ６６ 株古树

进行调查ꎻ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ꎬ 由湛江市绿化委员会牵头对湛江市建成区范围及近郊乡村

２９９ 棵古树进行比较详细的调查ꎬ 并整理资料ꎬ 完成调查分析报告ꎮ
２ 麻章调熟村 «借园» 调研

２００４ 年 ７~ ８ 月ꎬ 市政园林局组织 ６ 位园林专业的大学生ꎬ 利用暑假参加社会实

践ꎬ 在广东海洋大学农学院园林系教授、 博士韩维栋和岭南师范学院生物系副教授陈

燕ꎬ 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主任张华平ꎬ 武丽琼助理研究员等专家指导下ꎬ 对湛江市私

家园林式庭园———麻章区调塾村 «借园» 进行植物科研调查ꎬ 并完成调查分析报告ꎮ
经查实ꎬ «借园» 占地约 ２ 千平方米ꎬ 内植物达 ６０ 个科近 １５５ 个种ꎮ 主人罗伯尊

老先生是湛江市著名中医师ꎬ 不仅医德高尚、 关爱生命ꎬ 而且对植物也特具爱心ꎮ 老

先生自幼喜爱奇花异草ꎬ 屋前屋后皆是绿影ꎮ 经过几十年细心照料ꎬ 终于形成湛江市

第一座别具一格的园林式农村私家庭园ꎬ 主人更为之起名——— «借园»ꎬ 隐含 “借景

入园” 之意ꎮ «借园» 以野生药用植物为主ꎬ 兼有南方乡土树种ꎬ 翠竹成林ꎬ 古藤攀

绕ꎬ 自成丰富的植物群落ꎮ 老先生爱树之情ꎬ 人尽皆知ꎮ 园内有棵古刺桐ꎬ 树龄高达

７５０ 年ꎮ 由于历经风雨苍桑ꎬ 树头泥土开始流失ꎬ 老先生就用板车拉回泥土为其填

充ꎬ 并砌上防护石堤ꎬ 以防大树倾倒ꎻ 树干腐化中空ꎬ 他也用泥土充实ꎬ 以防病虫侵

害ꎻ 村民要剥树皮治伤ꎬ 他就在园外另种几棵年壮的刺桐树ꎬ 供村民治伤采集之用ꎬ
以此保护这棵古树ꎮ 此外ꎬ 有些树苗折枝ꎬ 老先生就利用竹板给其 “驳骨”ꎻ 有些香

树被村民剥皮制香ꎬ 他则用铁丝绕扎树干ꎬ 防止树皮再度被剥ꎬ 而对已受伤的树干ꎬ
他则给予包扎ꎮ 罗伯尊老医师如此 “医绿护绿” 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学习ꎮ 为体现

植物的多样性和表彰罗伯尊老医师的护绿精神ꎬ 调研小组对 «借园» 植物资料进行

系统的整理归类ꎬ 并汇编成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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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一个 «借园»ꎬ 却内藏乡村八景: 清影消夏、 铁门春晓、 古河夕照、 双池映

翠、 红荔柒香、 云阁藏幽、 桐林旭日、 草亭观弈ꎬ 而且做到每一景点都有著名书画家

写下题匾、 题记ꎬ 摄影家拍下照片ꎬ 雕刻家刻上印章ꎮ 国内许多文化名人都曾驻足

«借园»ꎬ 留下墨宝ꎬ 上海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题匾 “借园” “使君亭”ꎻ 中国著名书

法家沈定庵题匾 “云水阁”ꎻ 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湛江日报» 社副刊部主任、 «百
花版» 主编陈讯专门为 «借园» 中一棵生长 ７５０ 年的古刺桐树撰写 «刺桐赋»ꎬ 以石

碑刻字记录ꎬ 被湛江文学界和园林界传为佳话ꎮ 此外ꎬ 还有香港名画家赵少昂、 上海

八卦宗师王壮飞、 原湛江市委书记萧应彬和古鑫泉、 莫各伯、 洪三泰等大师们为

«借园» 挥毫泼墨ꎮ 主人专门腾出两间房ꎬ 将个人收藏的名家墨宝作书画展览ꎬ 供客

人观赏ꎮ
３ 召开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战略选择研讨会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ꎬ 市政园林局主持召开 “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战略选择研

讨会”ꎬ 来自湛江市高校、 科研单位及城建园林部门工程技术人员 ５０ 多人参加ꎬ 国家

桉树中心博导谢耀坚、 中科院南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罗文扬、 广东海洋大学农学

院园林系博士教授韩维东和副教授吴流萍、 湛江师范学院 (今岭南师范学院) 生物

系副教授陈燕等专家学者先后作专题发言ꎮ
４ 湛江市市区十大路树选择研究

２０１１ 年ꎬ 湛江日报刊登 «我们的城市该披上哪种 “绿衣” » 的告示ꎬ 推荐十五

种候选路树ꎬ 公开征集社会各界意见ꎮ 为此ꎬ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

所和华南农业大学热带园林研究中心联合组织陆超忠、 李敏、 武丽琼、 张华平、 吴刘

萍等主要研究人员ꎬ 于 ２００５ 年完成 «湛江市区绿化植物品种选择和栽培技术研究»
课题ꎮ

(二) 科研获奖成果

１ «湛江市南桥公园绿化工程»ꎬ ２００４ 年获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评为 “２００４ 年

度广东省风景园林优良样板工程”ꎮ
２ «湛江机场路园林绿化工程» 获得 “２００６ 年度广东省风景园林优良样板工程”

称号ꎮ
３ «湛江人民大道改造工程» 获得 “２０１０ 广东省市政优良样版工程” 称号ꎮ
４ «湛江南国热带花园» 建设项目ꎬ ２０１２ 年被评为 “广东园林优秀作品”ꎮ
５ «湛江渔港公园» 以 “海滨亲水性” 为主题ꎬ 获得 ２０１４ 年 “岭南特色规划与

建筑设计评优活动” 的特色园林设计银奖ꎮ
６ «湛江市绿塘河整治 (二期) 工程» 获得 “２０１５ 全国园林绿化优质金奖工

程”ꎮ
７ «湛江市水上运动中心景观设计» 获得 ２０１６ 年度 “园冶杯” 市政园林奖ꎮ
８ «椹川大道北等十二条道路改造工程 ＢＴ 建设项目» (海滨一路、 体育南路、

海滨二路、 体育北路) 等四条道获得 “２０１６ 年度湛江市建设工程优质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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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４　　
９ «湛江市振兴路道路排水新建工程» 获得 “２０１６ 年度湛江市建设工程优质

奖”ꎮ
１０ «瑞云湖公园» 整治项目ꎬ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被评为广东省 “水工程与水文化” 有

机融合案例第一名ꎮ

(三) 其它科学研究项目

[１] «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途径与实践———以湛江为例» 孔令培 [Ｊ]ꎬ 广

东园林ꎬ ２００９ꎮ
[２] «湛江市城市行道树调查与分析» 吴刘萍ꎬ 李敏ꎬ 孔令培ꎬ 杨姿新  [ Ｊ]ꎬ

林业科技开发ꎬ ２００６ꎮ
[３] «乡土树种在湛江园林绿化中的应用» 张祝 [Ｊ]ꎬ 中国园艺文摘ꎬ ２０１３ꎮ
[４] «湛江绿塘河湿地公园植物配置研究»ꎬ 杨姿新ꎬ 吴刘萍ꎬ 广东海洋大学ꎬ

２００７ 年ꎮ
[５] «湛江市主要街道绿化调查研究» 孙余丹ꎬ 刘爽ꎬ 骆帅ꎬ 刘发标  [ Ｊ]  北

方园艺ꎬ ２００８ꎮ
[６] «湛江园林绿化树种应用现状及对策» 李土文 [Ｊ]ꎬ 中国园艺文摘ꎬ ２００９ꎮ
[７] «湛江市园林植物资源及其在城市绿化中的应用» 武丽琼 [Ｊ]ꎬ 广东农业科

学ꎬ ２００６ꎮ
[８] «走低成本、 高效益的园林绿化之路» 詹文  [Ｎ]  中国建设报ꎬ ２００６ꎮ
[９] «论湛江市城市园林树种规划» 高秀梅ꎬ 韩维栋 [ Ｊ]ꎬ 西南林学院学报ꎬ

２００５ꎮ
[１０] «城市园林与环境保护———对湛江市园林绿化问题的商榷» 黄良天 [Ｊ]ꎬ

广东园林ꎬ １９８３ꎮ
[１１] «棕榈植物在湛江市绿地的应用调查» 谭飞理ꎬ 黎海利ꎬ 黄敏盈  [ Ｊ] 

现代园艺ꎬ ２０１７ꎮ
[１２] «湛江市热带滨海街旁小游园植物景观设计语言» 黄艳娜ꎬ 刘锦芳  [ Ｊ]

 安徽农业科学ꎬ ２０１７ꎮ
[１３] «广东湛江市 ６ 种落叶乔木的生长习性及园林应用» 罗浩城ꎬ 汪发辉ꎬ 李

小香ꎬ 李楠ꎬ 李润唐  [Ｊ]  中国园艺文摘ꎬ ２０１７ꎮ
[１４] «反季节种植技术在园林绿化施工中的应用———以湛江市为例» 肖世浩ꎬ

陈家庆ꎬ [Ｊ]ꎬ 现代园艺ꎬ ２０１６ꎮ
[１５] «中等城市公交规划的探究———以湛江市为例» 李曼ꎬ 李明圣ꎬ 黄明鑫ꎬ

孙越超ꎬ 陈敬渊  [Ｊ]  交通运输工程与信息学报ꎬ ２０１６ꎮ
[１６] «湛江市园林植物病虫害调查与防治» 黄友  [Ｊ]  南方农业ꎬ ２０１６ꎮ
[１７] «湛江市瑞云湖土壤天然放射性水平研究» 徐金龙ꎬ 田琼ꎬ 华斌  [ Ｊ] 

广东化工ꎬ ２０１６ꎮ
[１８] «湛江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周晓  [Ｄ]  华南理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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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ꎬ ２０１６ꎮ
[１９] «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探讨———以湛江市为例» 吴华江  [ Ｊ]  农

业与技术ꎬ ２０１６ꎮ
[２０] «湛江市公园绿地花境应用及配置调查» [Ｊ]  北方园艺ꎬ ２０１５ꎮ
[２１] «湛江市公共空间视觉导向系统设计与应用研究» 晋新敏ꎬ 叶启换  [ Ｊ]

 岭南师范学院学报ꎬ ２０１５ꎮ
[２２] «湛江市行道树养护管理问题及对策» 詹宇恒  [Ｊ]  吉林农业ꎬ ２０１５ꎮ
[２３] «湛江市赤坎老街区的整体保护与开发» 宋长琨  [ Ｊ]  湛江师范学院学

报ꎬ ２０１４ꎮ
[２４] «湛江市城区地下水动态分析及保护措施» 翁剑伟  [Ｊ]  广东水利水电ꎬ

２０１４ꎮ
[２５]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湛江市城市化质量动态评价» 周飞ꎬ 刘升ꎬ 陈士银  [ Ｊ] 

现代城市研究ꎬ ２０１４ꎮ
[２６] «湛江市城市规划百年回顾与城市发展» 何均发  [Ｊ]  规划师ꎬ ２００１ꎮ
[２７] «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城市新区规划研究探索———以广东湛江市西城新区

分区规划为例» 陈思颖  [Ａ]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贵阳市人民政府  新常态: 传

承与变革———２０１５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０７ 城市生态规划) [Ｃ]  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 贵阳市人民政府ꎬ ２０１５ꎮ
[２８]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色彩规划与管理研究———以湛江市为例» 怀康 [Ｊ]

 赤峰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ꎬ ２０１２ꎮ
[２９] «对湛江市海岸线规划简析» 陈志民  [Ｊ]  城市规划ꎬ １９８０ꎮ
[３０] «城市园林与环境保护———对湛江市园林绿化问题的商榷» 黄良天ꎬ [Ｊ] 

广东园林ꎬ １９８３ꎮ
[３１] «湛江市金沙湾观海长廊植物景观营造空间的构成分析» 刘洋ꎬ 张越ꎬ 郑

霞ꎬ [Ｊ]  工程建设与设计ꎬ ２０１１ꎮ
[３２] «湛江市古树名木资源的信息特征及保护利用» 李卡玲ꎬ 吴刘萍ꎬ [Ｊ] 

广东园林ꎬ ２０１１ꎮ
[３３] «湛江市乔木绿化树种调查及综合评价» 武丽琼ꎬ 李土荣  [ Ｊ]  广东园

林ꎬ ２０１０ꎮ
[３４] «湛江市园林彩叶植物资源及其特色» 成夏岚ꎬ 陈燕ꎬ 陈红锋  [ Ｊ]  中

国园林ꎬ ２０１０ꎮ
[３５] «湛江市林地景观演变及其功能评价研究» 吴雪彪ꎬ 陈士银ꎬ 周飞  [ Ｊ]

 林业资源管理ꎬ ２００９ꎮ
[３６] «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探讨———以湛江市为例» [Ｊ]  吴华江  农

业与技术ꎬ ２０１６ꎮ
[３７] «湛江市观海长廊红树林种植对岸滩影响初步研究» 李志强  [Ａ]  中国

海洋学会海洋工程分会  第十四届中国海洋 (岸) 工程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上册)
[Ｃ]  中国海洋学会海洋工程分会ꎬ ２００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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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湛江园林绿化树种应用现状及对策» 李土文ꎬ [ Ｊ]  中国园艺文摘ꎬ

２００９ꎮ
[３９] «建设百姓宜居城市 营造和谐绿色家园———记湛江市市政园林局» [Ｊ] 

中国建设信息ꎬ ２００９ꎮ
[４０] «湛江市城市公园绿地景观格局及优化研究钟来元» 陈士银ꎬ 何宇嘉ꎬ [Ｊ]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ꎬ ２００９ꎮ
[４１] «２００８ 年湛江市绿化植物寒害情况调查» 易观路ꎬ 唐仕明ꎬ 罗建华ꎬ 梁庆

华ꎬ 林国荣  [Ｊ]  广东林业科技ꎬ ２００８ꎮ
[４２] «湛江市解放路沿线地区整治研究» 梁萦  [Ｊ]  中外建筑ꎬ ２００５ꎮ
[４３] «湛江市园林水景的水生植物配置现状及分析» 刘洋ꎬ 黎海利ꎬ 伍敏斯 

[Ｊ]  北方园艺ꎬ ２０１１ꎮ
[４４] «湛江市水文特征» 肖仕鼎ꎬ 黄其叙ꎬ 陈红宏  [ Ｊ]  广东水利水电ꎬ

２００８ꎮ
[４５] «湛江市新建居住小区绿化调查及分析» 刘爽ꎬ 孙余丹ꎬ 林燕燕ꎬ 冼志锋ꎬ

[Ｊ]  农业科技与信息 (现代园林)ꎬ ２００８ꎮ
[４６] «良好的居住环境必将带来更好机遇» 汪坚  [Ｎ]  湛江日报ꎬ ２００７－１１－

１６ꎮ
[４７] «湛江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及其演化评价» 周飞ꎬ 陈士银ꎬ 吴明发ꎬ 钟来

元  [Ｊ]  地域研究与开发ꎬ ２００７ꎮ
[４８] «湛江市暴雨洪水与海潮灾害特点及防治对策分析» 刘瑜华  [ Ｊ]  建材

与装饰 (中旬刊)ꎬ ２００７ꎮ
[４９] «湛江市城市森林树种结构分析» 吴刘萍  [Ｊ]  亚热带植物科学ꎬ ２００７ꎮ
[５０] «湛江麻章市政建设 “好戏连台” » 卓朝兴  [Ｎ]  广东建设报ꎬ ２００７－

０４－１７ (Ａ０２) 
[５１] «湛江市园林植物资源及其在城市绿化中的应用» 武丽琼  [ Ｊ]  广东农

业科学ꎬ ２００６ꎮ
[５２] «走低成本、 高效益的园林绿化之路» 詹文  [Ｎ]  中国建设报ꎬ ２００６－

１０－０８ (００４)ꎮ
[５３] «湛江市红树林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 林康英ꎬ 张倩媚ꎬ 简曙光ꎬ 王瑞江ꎬ

申卫军ꎬ 陆宏芳ꎬ 任海ꎬ 许方宏  [Ｊ]  生态科学ꎬ ２００６ꎮ
[５４] «反季节种植技术在园林绿化施工中的应用———以湛江市为例» 肖世浩ꎬ

陈家庆  [Ｊ]  现代园艺ꎬ ２０１６ꎮ
[５５] «湛江市五项规划通过专家评审» 吴斯斯、 陈文胜  «城市规划通讯»

１９９８ 年 ０１ 期ꎮ
[５６] «湛江市园林植物应用现状调查与分析» 梁静ꎬ 谷卫华  [ Ｊ]  天津农业

科学ꎬ ２００５ꎮ
[５７] «论湛江市城市园林树种规划» 高秀梅ꎬ 韩维栋  [Ｊ]  西南林学院学报ꎬ

２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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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试论湛江市园林植物景观热带特色的营造» 吴刘萍ꎬ 李敏  [ Ｊ]  福建

林业科技ꎬ ２００５ꎮ
[５９] «携生态绿心的力量引导城市景观改造———以湛江市霞湖片区绿心规划为

例» 庄荣ꎬ 徐春迎  [Ｊ]  风景园林ꎬ ２００５ꎮ
[６０] «湛江市古树名木资源调查与分析» 吴刘萍ꎬ 林国权ꎬ 薛宝莲ꎬ 李卡玲 

[Ｊ]  湛江海洋大学学报ꎬ ２００４ꎮ
[６１] «城市土地利用的景观生态学分析———以湛江市为例» 陈士银ꎬ 钟来元 

[Ｊ]  农业现代化研究ꎬ ２００４ꎮ
[６２] «基于 ＧＩＳ 的城市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优化研究———以湛江市为例» 陈士

银ꎬ 钟来元  [Ｊ]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ꎬ ２００４ꎮ
[６３] «湛江市财政局从源头上加强对市政工程监督效益显著» [Ｊ]  广东审计ꎬ

２００３ꎮ
[６４] «湛江市城市景观生态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陈士银  [Ｄ]  华中农业大

学ꎬ ２００３ꎮ
[６５] «湛江市雨水资源有效化技术途径探讨» 何春林ꎬ 王季槐  [ Ｊ]  热带地

理ꎬ ２００２ꎮ
[６６] «建设大都市ꎬ 实现大目标──对湛江市城市建设发展规划的社会学分析»

万向东  [Ｊ]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ꎬ １９９４ꎮ
[６７] «湛江市寸金桥公园植物资源调查研究» 列淦文、 列光华、 陈建海  «现

代农业科技»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ꎮ
[６８] «湛江市古树名木衰退原因及保护措施探讨» 马雪丽  [ Ｊ]  中国园艺文

摘ꎬ ２０１３ꎮ
[６９] «湛江市古树名木资源的统计与分析» 谭绮娟  [ Ｊ]  中国园艺文摘ꎬ

２０１３ꎮ
[７０] «会诊 “市肺” 顽疾──记湛江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的一次现场 “办公

会” » 李赞  [Ｊ]  人民之声ꎬ ２０１２ꎮ
[７１] «全力建设美丽湛江文明湛江» 张筱敏  [Ｎ]  广东建设报ꎬ ２０１３－０４－１２

(００４) 
[７２] «湛江市城市供水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王晓辉  [ Ｊ]  广东水利水电ꎬ

２０１２ꎮ
[７３] «湛江市 １９５１ ~ ２０１１ 年暴雨气候的变化特征» 李福胜ꎬ 张仲ꎬ 李斌  [ Ｊ]

 广东气象ꎬ ２０１２ꎮ
[７４] «湛江市景观风貌规划探析» 李小丹ꎬ 黎海利ꎬ 谭飞理ꎬ 刘锴栋ꎬ 谭彩珠ꎬ

季海迪ꎬ [Ｊ]  现代园艺ꎬ ２０１５ꎮ
[７５] «湛江市供水行业建设与管理问题研究» 林燕丽  [Ｄ]  华南理工大学ꎬ

２０１２ꎮ
[７６] «南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艺研究———以广东省湛江市为例» 黄廉东ꎬ 科

学家ꎬ ２０１６ 年ꎮ



　
　
　
　
湛
江
市
城
建
志

４０８　　 三、 刊物与著作

１ «湛江市古树名木资源调查与分析» 科研报告 [Ｊ]ꎬ 吴刘萍ꎬ 林国权ꎬ 薛宝

莲等ꎬ 湛江海洋大学学报ꎬ ２００４ꎮ
２ «广东园林专集湛江篇» 刊物ꎬ 广东园林增刊ꎬ ２００５ 年ꎮ
３ «湛江海上森林» 书画集ꎬ 蔡俊欣主编ꎬ 林康英主编ꎬ 广东科技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ꎮ
４ «特呈岛陆地成年乔木资源的研究» 科研报告 [Ｊ]ꎬ 韩维栋ꎬ 高秀梅ꎬ 陈益

强ꎬ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ꎬ ２００７ꎮ
５ «湛江市乡土树种资源分析与园林应用研究» 科研报告ꎬ 武丽琼、 李敏ꎬ 华

南农业大学出版ꎬ ２００９ 年ꎮ
６ «雷州半岛树木志» 专著ꎬ 韩维东ꎬ 陈杰主编ꎬ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ꎬ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ꎮ
７ «百姓城市ꎬ 绿色家园———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剪影» 画册ꎬ 湛江市人

民政府编ꎬ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ꎮ
８ «绿色港城ꎬ 生态湛江» 画册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编ꎬ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ꎮ
９ «湛江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２００２ ~ ２０２０» 研究报告ꎬ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编ꎬ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ꎮ
１０ «广东湛江盆景奇石根艺作品集» 书画集ꎬ 岭南出版社印刷发行ꎬ 湛江市盆

景协会编ꎬ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ꎮ
１１ «湛江盆景» 书画集ꎬ 被收录入 “湛江历史文化丛书”ꎬ 湛江市盆景协会编ꎬ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ꎮ
１２ «湛江古树ꎬ 听它讲那过去的故事» 文集ꎬ 作者李土寿ꎬ 被收录入 “湛江档

案系列丛书”ꎬ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ꎮ
１３ «湛江市经营城市对策研究» 科研报告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科研项目ꎬ

向社会公开招标ꎬ 主笔李土寿ꎬ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ꎮ
１４ «城建与民生» 文集ꎬ 作者李土寿ꎬ 中国文化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ꎮ
１５ «李隆兴摄影作品»ꎬ 湛江市档案馆编ꎬ ２００１ 年ꎮ
１６ 书画集 «叶候荣园林设计足迹实录»ꎬ 主编叶候荣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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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环境卫生

环境卫生工作是构建城市形象的基石ꎬ 反映着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ꎮ 良好的人居

环境ꎬ 是一个城市文明、 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ꎮ 湛江环境卫生事业从无到有ꎬ 从人力

清洁作业效能低ꎬ 发展到实现机械化清扫、 市场化运作的管理模式ꎮ

第一节　 环卫管理机构

一、 环卫管理机构

广州湾至民国时期ꎬ 市区环境清洁归警察署管辖ꎬ 环卫工人被称作 “清道夫”ꎬ
西营、 赤坎两地只有 ３０ 多人ꎬ 工作条件十分简陋ꎬ 属商会之类的机构管理ꎮ １９４９
年ꎬ 有公厕 ３ 座ꎬ 木板垃圾车 ８ 辆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为搞好市区环境卫生管理ꎬ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在霞、
赤两区分别成立清洁委员会ꎬ 霞山区清委会属市财政局管辖ꎬ 赤坎区清委会属公安消

防队管辖ꎮ １９５２~１９５３ 年ꎬ 撤销区一级环卫管理机构ꎬ 更名为湛江市清洁管理处ꎬ 在

赤坎设立清洁办事处ꎬ 归属市财政局领导ꎮ １９５４ 年ꎬ 更名为湛江市环境卫生管理处ꎬ
归属市卫生局领导ꎮ 由于当时财力有限ꎬ 环卫工作的人力和物力仍较薄弱ꎬ 到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ꎬ 才开始购置第一部三吨半的机动垃圾车ꎮ 至 １９６６ 年文革前ꎬ 全市环卫队伍

发展到 ２５０ 人ꎬ 各种机动工具车辆 １０ 多辆ꎬ 木板车 ３０ 多辆ꎬ 公厕增到 １３ 座ꎬ 清扫

面积达 ２０ 多万平方米ꎮ 文革期间ꎬ 环卫机构又下放到两个区管理ꎬ 由于处于动乱时

期ꎬ 整个社会经济停滞不前ꎬ 环卫工作也发展不大ꎬ 全市区共有环卫人员 ３００ 多人ꎬ
公厕 １８ 座ꎬ 清扫面积 ３０ 多万平方米ꎮ １９６８ 年初ꎬ 建立霞山区、 赤坎区环境卫生管

理处时归革命委员会领导ꎮ 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５ 年ꎬ 分别归霞、 赤两区政府领导ꎬ 简称环卫

处ꎬ 机构名称沿用至今ꎮ １９７６~１９７９ 年ꎬ 霞、 赤两区环卫处复归市卫生局领导ꎮ １９８３
年区环卫处正式从市卫生局分离出来ꎬ 归区人民政府领导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ꎬ 湛江作为开放城市之一ꎬ 城区面积不断扩大ꎬ 人口逐年増

加ꎬ 新建楼房鳞次栉比ꎬ 清扫面积和垃圾量成倍增长ꎬ 为使城市环卫工作与开放城市

的要求相适应ꎬ 市政府十分重视城市环卫工作ꎬ 加强各区政府对环卫工作的领导ꎬ 逐

步扩大环卫队伍ꎬ 增置环卫设备ꎬ 增拨环卫经费ꎬ 使市区环卫工作出现一个新的局

面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市区环卫经费达 ４３４ 万元ꎬ 比 １９７９ 年增长 １７ ９５ 倍ꎬ 拥有环卫队伍近

５００ 人ꎬ 拥有各种机动工具车辆 ７０ 多辆ꎬ 道路清扫保洁面积由 １９７９ 年的 ４０ 多万平方

米猛增到 ２０４ 万平方米ꎬ 市区内公厕增到 ８３ 座ꎬ 其中二层公厕 ２４ 座ꎬ 共有坑位 １３８２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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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　　
由于区级财力不足ꎬ １９９０ 年各区环卫处收归市建设局领导ꎮ １９９４ 年再次下放ꎬ

归区建设局领导ꎮ １９９６ 年各区环卫处统一划归市城建局管辖ꎮ １９９８ 年又下放给各区

政府领导ꎬ 市城建局只负责业务指导和协调管理ꎬ 市区环卫划分区域作业管理ꎬ 由多

个区域环卫管理机构负责ꎮ
１９９９ 年底ꎬ 调整环卫管理机制ꎬ 各区环卫处接受双重领导: 行政上归区建设局

管辖ꎬ 业务上受市主管部门———市城市综合管理局监督和指导ꎮ 各区环卫处为正科级

事业单位ꎬ 内设办公室、 财务股、 收费所、 市容卫生监察队ꎬ 下设街道环卫管理站ꎮ
这种环卫管理体制ꎬ 一直维持 ２０１６ 年市场化运作ꎮ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是市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ꎬ 内设市容

环卫管理科ꎬ 负责编制市容发展规划和市容设施建设年度计划ꎬ 并组织实施和协调监

督ꎻ 负责对市区环境卫生工作的指导、 考核和监督ꎻ 负责垃圾处理费收缴工作的管理

与监督ꎻ 负责市区建设工程项目配套环卫设施的审核: 负责市区环卫作业企业资质的

审核、 审批和管理ꎻ 推广环卫作业服务市场化、 社会化、 专业化、 产业化ꎻ 指导监督

湛江市市区的市容环卫工作的实施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成立湛江市生活垃圾处理场ꎬ 为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下属单位ꎬ 负责

市区生活垃圾日常填埋处理ꎮ 内设机构四个股室ꎻ 编制人员 ３０ 人ꎬ 第一任场长庄洪

泉ꎻ ２００１ 年起ꎬ 第二任场长廖远飞ꎮ
【赤坎区环卫处】 内设室、 所、 队和 ３ 个股室 ６ 个机构ꎬ 下辖赤坎民主、 沙湾、

寸金、 南桥等环境卫生管理站ꎬ 主要负责对市场化中标公司的监督考评和业务指导ꎮ
１９６８ 年初ꎬ 成立赤坎区环卫处ꎬ 归赤坎区革命委员会领导ꎻ １９８３ 年赤坎环卫处

正式从市环卫处分离ꎬ 归赤坎区人民政府领导ꎻ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 年ꎬ 归口市统一管理ꎬ 市

建设局领导ꎻ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年ꎬ 归赤坎区建设局领导ꎬ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８ 年复归市城建局领

导ꎻ １９９９ 年底ꎬ 再隶属赤坎区建设局管理ꎮ ２０００ 年赤坎区环卫处有在编职工 １６８ 人ꎮ
２０１３ 年再次隶属赤坎区人民政府领导至今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赤坎区开始实行环卫作业

市场化运作ꎬ 由原来负责组织、 实施、 考核、 清扫保洁和垃圾收运等多项管理服务职

能ꎬ 转变为单纯的业务监督指导和考评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赤坎区环卫处有在编干

部职工 ９６ 人ꎬ 退休人员 １９７ 人ꎮ
【霞山区环卫处】 内设室、 队、 股、 站共 １３ 个机构ꎬ 下辖解放、 工农、 新兴、

友谊等环卫管理站ꎬ 主要负责对市场化中标公司的监督考评和业务指导ꎮ
１９５９ 年初设立霞山区环卫处ꎬ 归霞山区革命委员会领导ꎻ １９８３ 年霞山环卫处正

式从市环卫处分离ꎬ 归霞山区人民政府领导ꎻ １９８８ 年经霞山区编委会同意调整内部

机构为政保股、 行政股、 业务股和环卫质检队ꎻ １９８９ 年经霞山区编委会同意增设霞

山环境服务部ꎻ １９９０ 年经霞山区编委会同意下设清扫保洁队、 清运车队、 公厕管理

队、 卫生设施修建设队、 卫生执法队ꎻ １９９５ 年市编委会批复霞山环卫处为正科级事

业单位ꎬ 核定事业编制 ３０１ 名ꎻ ２００２ 年经霞山区编委会同意成立全民所有制正股级

事业单位ꎻ ２０１２ 年经霞山区编委会同意 «湛江市霞山环境卫生管理处机构编制方

案»ꎬ 下设一室三队三股五站一办共 １３ 个内设机构ꎮ 至 ２０１３ 年底ꎬ 该处干部职工

１４５ 人ꎬ 离退休 ２９６ 人ꎻ 至 ２０１４ 年底ꎬ 该处干部职工 １３３ 人ꎬ 离退休 ３２３ 人ꎮ 霞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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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卫作业已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起实行市场化运作ꎬ 由原来负责组织、 实施、 考核、 清

扫保洁和垃圾收运等多项管理服务职能ꎬ 转变为单纯的业务监督指导和考评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底ꎬ 霞山区环卫处有在编干部职工 １１６ 人ꎬ 离退休 ３１２ 人ꎮ
【麻章区环卫处】 麻章区环卫处内设办公室、 检查考核组、 环卫费征收组ꎮ １９９３

年组建麻章镇环境卫生清洁队ꎬ 属于临时机构ꎬ 职工 １５ 人ꎮ １９９３ 年清洁队改为麻章

镇环卫站ꎬ 属于镇集体单位ꎬ 镇干部任站长ꎮ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环卫站管理人员增至 ９ 人ꎮ
从 ２００２ 年起ꎬ 成立麻章区环卫处ꎬ 编制为 ３０ 人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起开始实行环卫作业市

场化运作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在编干部职工 ２６ 人ꎬ 退休职工 ７ 人ꎮ
【坡头环卫处】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成立坡头区环境卫生管理处ꎬ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ꎬ 更名为湛

江市坡头园林环卫管理处 (简称坡头环卫处)ꎬ 为正科级事业单位ꎬ 内设机构 ４ 个ꎬ
即办公室、 环卫考核组、 收费组和园林队ꎮ ２０１３ 年实有干部职工 ２１２ 人 (其中正式

工 ２７ 人ꎬ 临时工 １８５ 人)ꎬ 领导职数 ３ 人ꎻ ２０１５ 年实有在职职工 ２４ 人ꎬ 退休职工 １１
人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起ꎬ 实行市场化运作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底ꎬ 在编干部职工 ２２ 人ꎬ
退休职工 １２ 人

【开发区城市综合管理局环卫科】 经开区城市综合管理局是该区市容环生管理工

作的职能部门ꎬ 内设环卫科ꎬ 负责辖区的环卫管理和业务指导ꎮ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ꎬ 开发

区成立市政管理所 (副科级)ꎬ 负责辖区内环卫、 园林、 市政和路灯等维护工作ꎬ 下

设卫生部ꎬ 负责人民大道中和海滨大道等道路清扫保洁及生活垃圾清运工作ꎮ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ꎬ 开发区市政管理所升级为正科级ꎬ 辖下卫生部负责人民大道中、 龙潮东路、
乐山东路和海滨大道等及部分小街小巷道路清扫保洁及生活垃圾清运工作ꎮ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ꎬ 经开区进行机构改革ꎬ 原区市政管理所更名为市政管理局 (副处级)ꎬ 下设环卫

科 (正科级)ꎬ 负责监督指导和管理辖区环卫业务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ꎬ 经开区与东海岛经

济开发试验区进行整合ꎬ 原区市政管理局与开发区行政执法局及东海岛行政执法局合

并ꎬ 更名为城市综合管理局 (副处级)ꎬ 下设环卫科 (正科级)ꎬ 负责监督指导和管

理建成区及东海岛辖区内 ５７ 条主次干道清扫保洁、 垃圾转运、 上门收垃圾等工作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根据市委、 市政府环卫作业市场化工作统一部署ꎬ 开发区建成

区实行环卫作业市场化运作ꎬ 区城市综合管理局环卫科负责对中标公司进行监督考核

评分工作ꎮ

二、 环卫职工队伍

民国时期ꎬ 赤坎成立 “街道清洁队”ꎮ 至新中国成立前ꎬ 有散工、 “月工” １３
人ꎬ 工人没有固定工资ꎬ 每月由广州湾当局用稻谷、 大米或番薯作报酬ꎬ 生活福利、
工作环境、 工作条件极差ꎮ

【赤坎区环卫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ꎬ 赤坎区环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ꎮ １９５４ 年ꎬ 赤

坎有环卫工人 ４５ 人ꎬ １９５８ 年达到 ８０ 人ꎬ １９７９ 年增至 １７７ 人ꎬ １９９０ 年 ２１８ 人 (含临

时工人)ꎮ 至 ２０００ 年ꎬ 赤坎区环卫处有在编职工 １６８ 人 (其中大学本科文化程度 ５
人ꎬ 大专文化程度 １１ 人ꎬ 高中文化程度 ６０ 人ꎬ 初中文化程度 ７４ 人ꎬ 小学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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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人)ꎬ 临时工 ５１７ 人ꎮ

１９８５ 年后ꎬ 赤坎区环卫系统广泛开展优秀美容师竞赛和环卫处工作创先争优活

动ꎮ １９８５~２０００ 年赤坎区环卫系统有 ２ 人被评为湛江市优秀城市美容师ꎬ 有 ６ 人被评

为省、 市、 区先进工作者ꎮ 其中 １９８２ 年环卫工人赵日正获得国家建设部劳动模范光

荣称号ꎮ １９８５ 年环卫工人麦秀英获得广东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ꎮ １９９４ 年环卫工人林

少英被评为广东省先进工作者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赤坎区正式实行环卫作业市场化运作ꎬ 赤坎区环卫处将 １０６７

名环卫工人移交给市场化中标公司ꎮ
【霞山区环卫队伍】 １９５９ 年霞山有环卫工人 ６０ 人ꎬ １９９０ 年 ２５６ 人 (含临时工)ꎬ

至 ２０００ 年ꎬ 霞山环卫处有在编职工 ２８２ 人、 临时工 ８８５ 人ꎮ ２０１３ 年临时工 １２６６ 人ꎻ
２０１４ 年临时工 １１２３ 人ꎻ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 霞山区环卫作业正式实施市场化运作ꎬ
霞山环卫处将 １１２６ 名环卫工人移交给中标公司ꎮ

【麻章区环卫队伍】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ꎬ 为响应湛江市委、 市政府创建省级卫生城市号

召ꎬ 切实改变麻章城区卫生脏乱差的状况ꎬ 麻章区政府及麻章镇政府从财力人员上给

予镇环卫站大力支持ꎬ 清扫工人由 ３３ 人增至 ７３ 人 (含上门收垃圾工)ꎮ 从 ２００２ 年

起ꎬ 为保证环卫处正常运作ꎬ 招聘环卫工人 ２００ 人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麻章区正式实行环

卫作业市场化运作ꎬ 麻章区环卫处将城区环卫工人 ２６８ 人ꎬ 乡镇环卫工人 ３１８ 人移交

给市场化中标公司管辖ꎮ
【坡头区环卫队伍】 ２０１３ 年坡头区环卫处有临时工 １８５ 人ꎬ ２０１５ 年有临时工 １１０

人ꎬ 城中村清扫保洁员 ８０ 人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坡头区正式实行环卫作业市场化运

作ꎬ 坡头环卫处将环卫工人 １６７ 人移交给市场化中标公司管辖ꎮ
【开发区环卫队伍】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ꎬ 开发区城市综合管理局环卫科属下有环卫工人

８ 人ꎻ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有 １２ 人ꎻ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有 ３０ 人ꎻ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有 １７０ 人 (含东海

岛)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开发区正式实行环卫作业市场化运作ꎬ 开发区城市综合管理

局环卫科将 ２３０ 人 (含城中村保洁人员) 移交给市场化中标公司管辖ꎮ

三、 环卫经费来源

(一) 政府补助

民国时期ꎬ 城区街道卫生清洁队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ꎬ 没有工资ꎬ 由政府发给一

些稻谷、 大米或番薯作为劳酬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城区马路和无店户人行道雇请临工负责ꎬ 政府以粮代酬发给临

工ꎮ １９５３ 年临工转为全民所有制工人ꎬ 职工工资、 医疗、 住房等福利由地方财政统

一拨给ꎬ 环卫经费由财政全额补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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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偿服务收费

１９７９ 年由于城区扩建ꎬ 道路清扫面积增加ꎬ 环卫队伍扩大ꎬ 地方财政负担过大ꎬ
市政府决定城区环卫经费由原来全额补贴改为差额补贴ꎬ 环卫经费不足部分ꎬ 通过有

偿服务收费解决ꎮ 自此ꎬ 环卫部门除收取居民卫生清洁费外ꎬ 还收取有偿服务费ꎬ 主

要项目有居民清运粪便、 协助单位、 私人庭院打扫卫生等服务收费ꎮ １９８８ 年ꎬ 随着

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物价上涨ꎬ 原来收费标准与城市经济发展不相适

应ꎬ 经费入不敷出ꎮ 因此ꎬ 把居民卫生清洁费由原来每户每年 １２ 元提高到 ２２ 元ꎬ 同

时增加承接农贸市场、 街道店铺门前卫生清扫和垃圾清运等一些有偿服务项目ꎮ

(三) 上门收集垃圾有偿服务费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由市城建局牵头ꎬ 组织赤坎环卫处与市物业公司在百园住宅小区

成立 “服务队”ꎬ 试行上门收集垃圾ꎬ 按照物价局规定的收费标准ꎬ 收取上门收集垃

圾有偿服务费每户每月 ６ 元ꎮ 至 ２０００ 年ꎬ 这一办法在全市铺开ꎮ 是年ꎬ 赤坎区环卫

部门共向 ２１００ 多个门店商铺收取垃圾清运费 ２００ 多万元ꎬ 向 １ 万多户家庭收取上门

收集垃圾服务费 ８２ 万元ꎬ 向近 ５ 万户家庭收取卫生清洁费 １１０ 万元ꎮ

(四) 开征生活垃圾处理费 “捆绑收取”

根据国家和省政府有关开征生活垃圾处理费的要求ꎬ 从 ２００３ 年起ꎬ 按照市物价

局以湛价 [２００３] １８９ 号 «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的通知» 规定市区开征生

活垃圾处理费ꎬ 统一收费方式和收费标准ꎬ 采用委托各区环卫处收费队伍上门征收方

式ꎬ 居民每户每月征收垃圾处理费 ３ 元ꎮ 由于收费方式落后ꎬ 虽经几次调整ꎬ 征收率

一直不高ꎬ 每年全市只收到 ２００ 多万元ꎮ 实际操作遇到许多困难ꎬ 同一单元的住户ꎬ
有的愿意给钱让环卫工人清扫、 上门收集垃圾ꎬ 有的不肯给钱ꎬ 甚至乱扔垃圾ꎬ 造成

垃圾处理长期存在守法者为违规者 “埋单” 的不正常现象ꎬ 严重影响环境质量ꎬ 也

有失社会公平ꎮ
稳定的环卫经费来源ꎬ 是生活垃圾处理的经济基础ꎬ 是维护垃圾清扫、 收集、 运

输、 处理各环节有效运作的前提ꎮ 为了提高收费率ꎬ 市政府以湛府 [２００６] ６５ 号颁

布 «湛江市市区收取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暂行办法»ꎬ 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起改为委托市自

来水公司按户征收ꎬ 即 “随水征收”ꎬ 确保征收的稳定性、 可靠性和公平性ꎬ 降低收

费成本ꎮ 是年ꎬ 仅 ８ 个月市区就收取 ５００ 多万元ꎬ 而且逐年收入增多ꎬ 至 ２００９ 年正

常收取 １４００ 多万元ꎬ 收费率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５％上升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９４％ꎮ 但是ꎬ 由于垃

圾处理费每户 ３ 元ꎬ 委托市自来水公司捆绑水费收取ꎻ 而每户每月卫生清洁费 ２ 元和

上门收垃圾服务费 ５ 元ꎬ 仍由各区环卫处上门收取ꎬ 出现多头收费ꎬ 市民意见很大ꎮ
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ꎬ 经市政府批准ꎬ 将现行每户每月生活垃圾处理费 ３ 元、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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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收费标准听证会

保洁费 ２ 元和上门收垃圾服务费 ５ 元统一合并收取ꎬ 共 １０ 元ꎬ 统称 “三费合一”ꎮ 这

种收费方式的优点是:
一是杜绝多头收费ꎮ 实行统一收费主体、 合并收费项目后ꎬ 从根本上改变市区多

个单位、 部门上门收费ꎬ 多次扰民ꎬ 市民只对 “一家交费”ꎬ 容易咨询、 投诉和沟

通ꎬ 理解和接受收费政策ꎮ
二是提高征收率ꎮ 实行随水征收的方式ꎬ 不仅提高征收率ꎬ 并防止应收费款项的

流失ꎬ 从而确保垃圾清扫、 收集、 运输、 处理的必要经费ꎮ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实行多头

的征收方式ꎬ 征收率一直偏低ꎮ 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实践看ꎬ 征收率普遍达到 ９５ ~
９７％ꎬ

三是体现社会公平ꎮ 实行 “随水征收”ꎬ 有效地解决以往部分单位或个人不按规

定交费的问题ꎬ 相对体现社会公平ꎮ
四是降低征收成本ꎮ 从以往的实践来看ꎬ 上门收费收入的 ３０％ ~５０％要用于支付

收费人员工资、 津贴、 交通、 加班补助等开支ꎬ 随水征收则仅需支付 ３％左右的征收

成本ꎬ 取消各区环卫处收费队伍ꎬ 将原收费人员调整、 充实到作业一线ꎬ 征收成本下

降 ９０％ꎬ 征收率达到 ９０％以上ꎬ 保障收费到位ꎬ 缓解环卫经费缺口ꎮ
五是强化市民节约用水意识ꎮ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和提高城市环境质量ꎬ 增

强市民环境意识和节水意识ꎬ 促进环境友好型、 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进程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垃圾处理费总共收取 １４５６ ８３ 万元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ꎬ 经市物价局召开价格听证会、 并报市政府批准ꎬ 调整市区垃圾处

理费收费标准ꎬ 从 １２ 月 １ 日起居民每户每月征收垃圾处理费由现行 １０ 元调整为 １３
元 (垃圾处理费由 ３ 元调整为 ６ 元ꎬ 卫生清洁费 ２ 元和上门收垃圾服务费 ５ 元不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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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ꎬ 全市垃圾处理费总共收取 １７０７ ４６ 万元ꎮ 从 ２０１２ 年起ꎬ 每年垃圾处理费征收

都超过四千万元ꎬ 逐年增多ꎬ 为湛江市财政增加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ꎮ 详见下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湛江市区垃圾费征收统计表

年限 收入 (万元) 标准 (元) 收费方式 备注

２００９ １４００ ３ 多头收费 卫生 ２、 服务费 ５ 上门收取

２０１０ １４５６ ８３ １０ 合并统一 ３＋２＋５＝ １０ 元

２０１１ １７０７ ４６ １３ 同上 处理费由 ３ 元提高到 ６ 元

２０１２ ４５３３ ０８ １３ 同上

２０１３ ４６７２ ５２ １３ 同上

２０１４ ５２３８ ６９ １３ 同上

２０１５ ５３７６ ２０ １３ 同上

２０１６ ５１５６ ５６ １３ 同上 取消 １ 吨水用户收 ３ 元

２０１７ ５６４１ ７６ １３ 同上

２０１８ ６００４ ９９ １３ 同上

２０１９ ６４９８ ６５ １３ 同上

第二节　 环卫设备与设施

民国时期ꎬ 城区环卫设施极其简陋ꎬ 赤坎仅有 ３ 座茅厕ꎬ 泥巴墙茅草顶ꎬ 清扫工

具简易ꎬ 使用扫帚、 粪箕、 箩筐、 扁担、 铁锹等ꎮ 至新中国成立前ꎬ 赤坎仅有破旧垃

圾手推车 ４ 辆ꎬ 清扫的垃圾基本上用肩挑、 人抬到城郊倒放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市城区环卫设施不断增加ꎬ １９５０ 年市区有清洁板车 ８ 辆ꎬ

１９５４ 年增至 １２ 辆ꎮ １９５６ 年ꎬ 购置第一辆收运垃圾的汽车ꎮ １９５８ 年ꎬ 有清洁木板车

２０ 辆ꎬ 机动工具车 ３ 辆ꎮ １９６６ 年ꎬ 市环卫处有机动工具车 １０ 多辆ꎬ 木板车 ３０ 多辆ꎬ
城区有公共厕所 １３ 座ꎬ 清扫面积 ２０ 万平方米ꎮ １９７９ 年ꎬ 机动工具车增至 １３ 辆ꎬ 公

厕增至 １８ 座ꎬ 清扫面积 ３０ 万平方米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拥有各种环卫用机动车辆近 ８０ 辆ꎬ
包括垃圾密封车、 液压多能车、 垃圾自卸车、 三星农用车、 洒水车、 铲车、 吸粪车等

较先进的清洁工具ꎮ 垃圾二次装运达到 １００％ꎬ 二次转运实现容器化达到 ８０％ꎬ 公厕

粪便清运达到 １００％ꎮ 公厕建设标准提高ꎬ 从 １９８０ 年开始ꎬ 将过去砖木结构旧公厕改

为混凝土钢筋结构ꎬ 地面、 墙壁采用水磨石ꎬ 坑隔、 蹲位都嵌有瓷砖或马赛克ꎬ 水电

俱全ꎬ 造型美观ꎮ 至 １９９０ 年ꎬ 城区有公厕 ８５ 座ꎬ 其中二层公厕 ２４ 座ꎬ 共有坑位

１３８２ 个ꎬ 室内装饰别致ꎬ 冲洗设施齐全ꎬ 无蛆无蝇ꎬ 清洁卫生ꎮ
其中ꎬ 赤坎区 １９５６ 年购置第一辆收运垃圾汽车ꎬ 配置清扫街道垃圾板车 ８ 辆ꎮ

１９６６ 年ꎬ 赤坎区环卫处有机动工具车 ６ 辆ꎬ 木板车 １３ 辆ꎬ 城区有公共厕所 ８ 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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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处理场

１９７９ 年ꎬ 赤坎公共厕所增至 １２ 座ꎬ 环卫机动工具车 ７ 辆ꎮ １９９０ 年有机动车近 ３０ 辆ꎬ
公厕 ２８ 座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有公共厕所 ４６ 座ꎬ 垃圾中转站 ４ 座ꎬ 垃圾中转场 １ 个、 废物果

皮箱 ３８０ 个ꎬ 垃圾清运机动车 ２８ 辆ꎬ 扫街作业汽车 ２ 辆ꎬ 抽粪车 １ 辆、 人力保洁车

３２０ 辆ꎮ

一、 生活垃圾处理场

湛江市生活垃圾处理场位于麻章区冯村鹰岭ꎬ 距离市区中心约 ２０ 千米ꎬ 占地面

积 ４１ ２２ 公顷 (６１８ 亩)ꎬ １９９８ 年开始建设ꎬ 按规划设计建设 ３ 个填埋作业库区ꎬ 第

一期填埋区使用年限 １５ 年ꎮ 但由于市区生活垃圾量增长速度较快ꎬ 其中一期填埋区

于 ２００８ 年填满ꎬ 被迫提前实施最终封场工程ꎮ 该场于 ２００９ 年被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

部评为Ⅰ级无害化处理场ꎮ
二期填埋区也于 ２０１３ 年底实施初期封场工程ꎮ
三期填埋区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建设完成ꎬ 并投入使用ꎬ 其建设用地面积约为 １７ ６６

公顷ꎬ 总库容约 １８０ 万立方米ꎬ 投资 １１８９６ 万元ꎬ 日处理生活垃圾 １０００ 吨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５ 年湛江市建成区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３７ ６３ 万吨ꎬ 无害化处理量为 ３７ ６３ 万吨ꎬ 无

害化处理率达 １００％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三期填埋区已填埋生活垃圾约 ７０ 万吨ꎬ 于 ６ 月起停止接纳生活垃圾ꎬ

转为应急填埋场ꎬ 然后全面覆盖防渗膜ꎮ

二、 垃圾处理场渗滤液车间

湛江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渗滤液处理系统ꎬ 是填埋场配套设施ꎬ 占地约 １７ 亩ꎬ 总

处理规模 ４５０ 吨 /日ꎬ 总投资 ３０２４ 万元ꎬ 分两期改造: 一期设计处理能力为 ３００ 吨 /
日ꎬ 投资为 １４２３ 万元ꎬ 按照国家先进处理技术设计ꎬ 采用生化池、 纳滤膜和反渗透

膜深化处理等工艺ꎬ 确保渗滤后出水水质达国家一级标准ꎮ 一期改造工程于 ２０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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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发电厂外景

４ 月动工ꎬ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竣工投入使用ꎮ
二期改造工程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立项ꎬ 设计方案是 １５０ｍ３ / ｄꎬ 总投资 ９９８ ０８ 万

元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完成ꎬ 并投入运营ꎮ

三、 城市粪便处理车间

城市粪便处理车间位于麻章区污水处理厂内ꎬ 投入 ８００ 多万元建设ꎬ 日处理量为

３００ 吨ꎬ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动工建设ꎬ 于 ２０１１ 年底完成建设工作ꎬ 在通过环保试

运行后ꎬ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通过验收投入运行ꎮ 粪便处理ꎬ 均采用三格化粪池作为

粪便污水前端处理ꎬ 经粪便处理车间进行无害化处置后ꎬ 粪便污水并入麻章污水处理

厂进行最终处理ꎬ 粪渣送入生活垃圾场进行填埋ꎮ 市区现有抽粪清运车辆共计 １１ 辆ꎬ
基本满足市区粪便清运作业需求ꎮ

四、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湛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ꎬ 位于麻章区冯村鹰岭湛江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填埋一

区北侧ꎬ 占地约 ５ ３４ 公顷 (８０ 亩)ꎬ 建设规模为无害化日处理生活垃圾 １５００ 吨ꎬ 总

投资 ６ ３ 亿元ꎮ 该厂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份建成并投入设备调试ꎬ ５ 月 ６ 日正式运营ꎮ 该厂

建设工作由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ꎬ 建成投产后ꎬ 该厂的运营监管工作ꎬ 于当年 ６
月 ３０ 日移交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负责ꎮ



　
　
　
　
湛
江
市
城
建
志

４１８　　 五、 环卫垃圾压缩中转站

２０１１ 年市区 “创卫” 前ꎬ 原有垃圾压缩中转站 ２０ 座ꎬ 为了使市区垃圾压缩中转

站符合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设施规范» 和 «城镇环

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要求ꎬ ２０１２ 年市财政投入 ６２８ 万元ꎬ 并通过融资方式增投 ８００
万元ꎬ 共计投入 １４２８ 万元ꎬ 改造市区垃圾压缩中转站 ８ 座ꎬ 新建 １３ 座ꎮ ２０１４ 年新建

屋山垃圾中转站ꎬ ２０１５ 年新建龙潮垃圾中转站ꎮ
至 ２０１６ 年ꎬ 市区垃圾压缩中转站共计 ３５ 座ꎮ

六、 机械设施与设备

创卫期间ꎬ 湛江市财政共投入约 ５８００ 万元ꎬ 新购置环卫车辆 ６９ 辆、 垃圾斗 ２９０
个、 垃圾桶 ６４１０ 个和果皮箱 ７８３２ 个ꎮ 升级改造垃圾桶 (斗) ５４２ 个、 垃圾收集手推

车 ６８２ 辆和垃圾运输车 １２ 辆ꎮ 至 ２０１３ 年ꎬ 垃圾桶 (斗) 保有量 ５１８６ 个ꎬ 果皮箱

６６０５ 个ꎬ 完好率 ９６ ４８％ꎮ

２０１３ 年湛江市建成区果皮箱 (废物箱) 安装数量统计表

编制单位: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

序号 辖区

垃圾桶 (斗) 果皮箱 (废物箱) (个)

数量
果皮箱

数量

果皮箱

损坏数量

完好率

(％)

备注

１ 赤坎区 ２６３３ ２３７９ ２ ９９ ９１

２ 霞山区 １５１２ ２５３８ １６２ ９６ ４

３ 麻章区 ２２６ ８９８ ４４ ９６

４ 坡头区 ２６５ ３２０ ０ １００

５ 开发区 ５５０ ４７０ ２５ ９６

合计 ５１８６ ６６０５ ２３３ ９６ ４８

七、 市场化作业新增环卫机械设备

市区实施环卫作业市场化运作前ꎬ 市辖五区共有各类环卫作业机械设备约 １９２５
台 (辆、 套ꎬ 以下同)ꎮ

在实施环卫作业市场化运作后ꎬ 各辖区的中标公司均按合同要求新增自带部分环

卫机械设备ꎮ 据统计ꎬ 市区共新增自带各类环卫机械设备 ８５２ 台ꎬ 其中赤坎区 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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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霞山区 ３００ 台、 麻章区 １３４ 台、 坡头区 １０７ 台、 开发区 ８３ 台ꎮ
加上原有机械设备ꎬ ２０１６ 年市区环卫机械设备保有量 ２７９６ 台ꎮ

第三节　 垃圾清运与处置

一、 生活垃圾收运

１９８０ 年后ꎬ 市区环卫工作建立起一套较为科学的管理制度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市区道路

清扫保洁面积 ２２４ 万平方米ꎬ 生活垃圾日处理量 ４５０ 吨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市区道路清扫保洁

面积 ３５２ 万平方米ꎬ 生活垃圾日处理量 ５００ 吨ꎮ 至 ２０１５ 年ꎬ 建成区日均处理量约

１０３０ 吨ꎬ 全部做到定时、 定点收集ꎬ 密闭收运ꎬ 日产日清ꎬ 垃圾中转站实行专人管

理ꎬ 作业间隙全面冲洗ꎬ 全程除臭处理ꎬ 定期消毒除 “四害”ꎮ 垃圾清运车辆密闭

化ꎬ 并及时清洗ꎬ 车容整洁、 标志清晰、 车体外部无污物、 灰垢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市区生活垃圾收集按街道辖区道路划分责任区ꎬ 各负其责ꎬ 由清洁工

人每天普扫和保洁各两次ꎬ 把清扫的垃圾及收集的居民生活垃圾用手推车拉到垃圾中

转站ꎻ 在市区道路上设置垃圾斗、 垃圾桶ꎬ 由密封车、 液压多功能车直接运到垃圾处

理场ꎻ 市区垃圾通过转运站运到麻章区郊外冯村垃圾处理场填埋处理ꎮ
自 ２０１５ 年初ꎬ 市区全面启动环卫作业实施市场化运作后ꎬ 由各中标公司每天将

承包范围内所产生的生活垃圾清运至湛江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或湛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ꎬ 确保做到市区生活垃圾及时清运ꎬ 日产日清ꎬ 当日送到垃圾场

处理ꎮ

二、 生活垃圾填埋处理

民国时期ꎬ 市区成立街道卫生清洁队ꎬ 把清扫的垃圾运到城区边缘倒放ꎬ 造成二

次污染ꎮ
建国初期ꎬ 生活垃圾处理仍沿袭这种土办法ꎬ 清运时增加人力车运输ꎬ 收集时采

用摇铃通知居民倾倒于车上ꎬ 或定点倾倒ꎬ 每日将市区各处的垃圾用板车装运到收集

点ꎬ 再转到垃圾堆放场ꎬ 经药物杀蛆后ꎬ 堆埋发酵沤作基肥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前ꎬ 垃

圾收集运输均由人工处理ꎬ 清洁工人不足ꎬ 有不少垃圾得不到及时清运ꎮ ８０ 年代起ꎬ
市区垃圾清理比较及时ꎬ 道路保洁工每天普扫和保洁 ２ 次ꎬ 清扫的垃圾用手推车或三

轮车送到垃圾斗 (屋) 或转运站ꎬ 再由环卫清运汽车拉到郊外垃圾处理场ꎮ ９０ 年代

初期ꎬ 环卫工人上门用手推车或三轮车ꎬ 收集生活垃圾送到压缩车ꎬ 装车时同步压缩

垃圾ꎬ 装满后运到垃圾处理场ꎮ １９９６ 年开始ꎬ 在城区道路放置垃圾斗、 垃圾桶ꎬ 由

多功能液压车、 密封车拉到垃圾处理场ꎮ “无形垃圾点” 的垃圾用人力铲上自卸车ꎬ
然后运到垃圾处理场ꎮ 中转站收集垃圾ꎬ 再由配套压缩车运到垃圾处理场ꎮ 赤坎垃圾

处理场在文章村西部ꎬ 霞山垃圾处理场在三岭山ꎬ 垃圾都是露天堆放ꎬ 或焚烧ꎬ 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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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０　　
到农村、 果场作肥料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位于麻章区郊外冯村鹰岭的湛江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建成投用ꎬ 市辖赤

坎、 霞山、 麻章、 坡头、 开发区 (含原东海岛试验区) 五个区及建成区的生活垃圾

全部进场处理ꎮ ２００９ 年ꎬ 该场被国家住建部评为Ⅰ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ꎮ

(一) 垃圾处理场建设情况

１ 填埋区建设

一期填埋区 ６ 公顷 (９０ 亩)ꎬ 库容 １００ 万立方米ꎬ 投资 ２４５０ 万元ꎬ 采用 Ｃ２０Ｓ６
钢筋砼防渗ꎬ 于 １９９５ 年开始筹建ꎬ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建成投用ꎮ 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 实施最终

封场ꎮ
二期填埋区 ６ 公顷 ( ９０ 亩)ꎬ 库容 ８２ 万立方米ꎬ 投资 ２９２５ 万元ꎬ 采用

１ ５ｍｍＨＤＰＥ 防渗膜单衬里复合防渗ꎮ ２０１２ 年ꎬ 结合一期填埋区最终封场工程完成

一、 二期填埋区扩容工程ꎬ 填埋区扩容 １８ 万立方米ꎮ 按国家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

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和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 (ＣＪＪ１７－２００１) 建设ꎬ
二期填埋区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建成投用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ꎮ

三期填埋区 ７ ３３ 公顷 (１１０ 亩)ꎬ 总投资为 １１８９６ 万元ꎬ 设计填埋库容 １８０ 万立

方米ꎬ 采用 １ ５ｍｍＨＤＰＥ 防渗膜单衬里复合防渗ꎬ 设计日处理生活垃圾 １０００ 吨ꎬ 使

用年限 ８ 年ꎮ 按国家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和 «城市生活垃

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 设计ꎬ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动工建设ꎬ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建成投用ꎮ 在市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投产后ꎬ 三期填埋区接纳该厂灰渣、 飞灰处理ꎬ 可延长服务年

限至 １６ 年ꎮ
２ 渗滤液处理设施建设

湛江市生活垃圾处理场一期工程配套的渗滤液处理车间于 ２０００ 年建成投产ꎬ 设

计日处理能力 ３００ 吨ꎮ 由于采用垃圾渗滤液处理工艺 (Ａ / Ｏ 法与生物接触氧化法)ꎬ
主要适用于处理低浓度、 可生化性较好 (ＢＯＤ / ＣＯＤ>０ ３) 的污水 (如城市生活污

水)ꎬ 无法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ＧＢ１６８８９－１９９７)ꎬ 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停运ꎬ 第一次进行技

术改造ꎮ 改造完成后ꎬ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渗滤液处理车间通过环保、 工程验收合格ꎬ 投入

运营后处理出水ꎬ 经湛江市环境保护局监测部门监测均达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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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ꎬ 为达到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１６８８９－２００８) 的要求ꎬ
渗滤液处理车间进行第二次技术改造ꎬ 改造工程总处理规模为 ４５０ 吨 /日ꎬ 总投资

３０２４ 万元ꎬ 分两期改造: 一期设计处理能力为 ３００ 吨 /日ꎬ 投资为 ２０２６ 万元ꎬ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动工ꎬ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竣工ꎬ 新建成生化池、 膜处理车间等处理设施ꎬ ３ 月经湛江

市环境保护局批准投入试运营ꎬ ５ 月起全流程运行ꎬ ８ 月正式投入运营ꎮ 二期处理规

模为 １５０ 吨 /日ꎬ 投资为 ９９８ 万元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动工ꎬ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完工进入试运行ꎮ
一期工程配套渗滤液调节池库容 ２ ５ 万立方米ꎬ 基本满足一期、 二期填埋区的使

用要求ꎮ 三期填埋区工程增建一个调节池ꎬ 其库容为 ５ ５ 万立方米ꎬ 可满足三期填埋

区建成后的使用要求ꎮ

(二) 垃圾处理场运营情况

１ 填埋运营管理

按照 «生活垃圾场无害化评价标准» (ＣＪＪ / Ｔ１０７－２００５) 逐项抓落实ꎬ 按时完成

垃圾填埋池铺膜、 修坡、 覆土、 灭蝇、 雨污分流、 进场临时道路、 临时卸载平台和沼

气导排井等设施的建设任务ꎮ 对进场卸载的垃圾ꎬ 实施监督管理ꎬ 及时推平、 压实ꎬ
日常维护和渗滤液处理等各项工作ꎬ 均达到国家卫生填埋有关行业标准ꎮ

２ 渗滤液处理

２０１２ 年ꎬ 渗滤液改造工程建成投产ꎬ 经在线监测、 运营单位自检、 市生活垃圾

处理场抽检和湛江市环境监测站不定期监测ꎬ 处理后出水水质均达标排放ꎬ 对比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ＧＢ１６８８９－２００８) 中表 ２ 内容ꎬ 符合生活垃圾填埋

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中的一般地区标准ꎮ

垃圾焚烧发电车间

三、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

湛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是 ＢＯＴ 特许经营项目ꎬ 由湛江市粤丰环保电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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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建设、 运营ꎮ 项目厂址位于湛江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填埋一区北侧ꎬ 占地面积 ５ ３
公顷 (８０ 亩)ꎬ 建设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１５００ 吨ꎬ 年处理垃圾约 ５５ 万吨ꎬ 飞灰

２９０ 吨ꎬ 年发电量约 １ ８５ 亿千瓦时ꎬ 项目投资 ６ ３ 亿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开工建设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正式运作ꎬ 开始为湛江市市区提供生活垃圾无害化焚烧处理服务ꎮ

湛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厂可全面实现管控一体化ꎬ 控制自动化和信息管理自动化相

结合的系统ꎮ 工程主要设备设施包括 ３×５００ｔ / ｄ 机械炉排式垃圾焚烧炉、 ２×１５ＭＷ 凝

汽式汽轮发电机组以及相应的环保、 电力、 化学水处理等辅助设施ꎮ 烟气处理采用

“ＳＮＣＲ 炉内脱硝＋半干式脱酸＋干石灰喷射＋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 工艺ꎬ 确保烟气

污染物达到国家的环保排放标准ꎬ 及本项目 ＢＯＴ 协议的烟气排放要求ꎮ 垃圾渗沥液

处理ꎬ 采用 “预处理＋ＵＡＳＢ 厌氧反应器＋ＮＦ 纳滤膜＋ＲＯ 反渗透膜” 的处理工艺ꎬ 系

统设计处理能力总规模 ３７５ｍ３ / ｄꎮ 垃圾渗沥液、 一般生产和生活污水经各自处理工艺

处理后达到规定的水质标准循环利用ꎬ 全部回用于绿化、 道路洒水及冷却塔补水ꎬ 不

对外排放ꎮ 焚烧过程中产生的飞灰ꎬ 经飞灰收集系统收集后ꎬ 使用化学螯合剂进行稳

定化处理ꎬ 目的在于对飞灰中的重金属离子进行稳定处理ꎬ 经处理的飞灰达到国家规

定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入场标准ꎮ
湛江市市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有三个: 一是湛江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

场三期ꎻ 二是湛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ꎻ 三是湛江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渗滤液处理改

造工程 (二期)ꎬ 以上三个处理设施ꎬ 均位于湛江市麻章区冯村鹰岭ꎬ 距市区中心约

２０ 千米ꎮ
经统计ꎬ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市区生活垃圾及渗滤液的处理情况为: 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量共约 １３４ ８４ 万吨 (其中: 卫生填埋量为 １０９ ８５ 万吨ꎻ 焚烧量为

２４ ９９ 万吨ꎬ 日均处理量 １１６７ ９３ 吨)ꎻ 渗滤液无害化处理量共约 ４１ ３０ 万吨 (其中:
填埋场处理量为 ３７ ７ 万吨ꎬ ２０１６ 年日均处理量为约 ２９３ ５６ 吨ꎻ 焚烧厂处理量为 ３ ６
万吨ꎬ ２０１６ 年日均处理量为约 １４６ ８２ 吨)ꎮ 其中ꎬ 该厂日均处理垃圾量 １１６７ ９３ 吨ꎬ
达到设计生产能力 １５００ 吨的 ７７ ８６％ꎮ

四、 建筑垃圾处理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１３ 日ꎬ 成立湛江市区建筑垃圾管理站ꎬ 负责市区建筑垃圾管理工

作ꎮ 办公地址: 赤坎康顺路 ２７ 号ꎮ
建筑垃圾是在对建筑物实施新建、 改建、 扩建或者是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

物ꎮ 根据建筑垃圾产生源的不同ꎬ 可以分为施工建筑垃圾和拆毁建筑垃圾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建设处置场ꎬ 位于霞山区东纯村赤岭山脚一处曾被开挖的低洼地ꎬ

占地近 １３ ３ 公顷 (２００ 亩)ꎬ 以租赁方式租用 ２０ 年ꎬ 每年处置建筑垃圾 ３００ 万立方ꎬ
处置场内划分为建筑余泥堆放区、 渣土堆放区、 泥浆堆放区、 建筑垃圾再生利用处置

场等ꎬ 采取边堆放边处置方法ꎬ 把建筑垃圾再生利用ꎬ 生产环保砖ꎬ 变废为宝ꎬ 减少

资源浪费对生态环境的破坏ꎮ 由于建筑垃圾不会发出臭味ꎬ 对周边不会造成污染ꎬ 处

置后的余泥又可用来回填被开挖的山体洼地ꎬ 然后种树绿化ꎬ 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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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ꎬ 造福子孙后代ꎮ
根据国家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ꎬ 对城区内建筑垃圾的倾倒、 中转、 回填、

消纳、 利用等处置活动ꎬ 实施监督管理ꎮ 加强建筑垃圾和市区扬尘治理ꎬ ２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４ 年共查处违章运输车辆 ５４５ 车次ꎬ 加强路面巡查保洁ꎬ 确保道路干净整洁ꎬ 近

三年共出动水车清洗保洁道路 ６３４９ 车次ꎮ

第四节　 道路清扫

民国时期城区街道由街坊居民和门店主人自行清扫门前垃圾ꎮ 民国 ３４ 年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ꎬ 国民政府收回广州湾后ꎬ 由湛江市警察局雇请社会闲散工、 “月工”ꎬ 组成

“街道卫生清洁队”ꎬ 负责道路清扫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城区不断扩建ꎬ 道路清扫面积逐年增加ꎬ 如赤坎区 １９５６ 年清扫

面积 ３ ２ 万平方米ꎬ １９７９ 年 ８０ 万平方米ꎬ 到 ２０００ 年 １７７ 万平方米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
湛江市区清扫面积达 １１５５ １６ 万平方米ꎬ 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要求ꎬ 市区环境

卫生管理部门在道路清扫方式、 业务管理等方面不断进行改革ꎮ
同时ꎬ 市区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ꎬ 组织环卫工人队伍ꎬ 负责清扫马路和无商

店户的人行道ꎬ 并收运垃圾ꎮ 有门店的人行道及内街ꎬ 由店主和街道办组织居民轮流

清扫ꎮ １９５３~１９５９ 年ꎬ 除了有环卫工人定时清扫道路外ꎬ 还派出街道保洁工随街巡

视ꎬ 见脏就扫ꎬ 实行上下午轮班巡视作业制ꎮ １９６０ 年开始ꎬ 城区道路清扫工作实行

路段包干责任制ꎬ 既负责路面清扫、 保洁ꎬ 还对沙井、 果皮箱进行洗擦ꎮ
１９６６~１９７５ 年文革期间ꎬ 道路清扫处于只扫不管的状态ꎬ 道路卫生每况愈下ꎮ

１９７６ 年文革结束ꎬ 道路清扫才逐步恢复正常ꎮ １９７９ 年后ꎬ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ꎬ 道路

清扫方式也不断进行改革ꎮ １９８０ 年实行每天上午普扫、 保洁后ꎬ 安排少数环卫工人

在中午保洁ꎬ 下午再派人进行保洁作业ꎮ １９８４ 年学习广州、 佛山市等城市的经验做

法ꎬ 把普扫改在每天清晨 ６ 时前完成ꎮ 为保证道路全天洁净ꎬ 从 １９８９ 年起ꎬ 除每天

清晨清扫外ꎬ 还派出专人在白天跟踪保洁ꎬ 利用扫街车辅助保洁ꎬ 坚持一、 二级马路

日扫 ３ 次ꎬ 全日保洁ꎻ 三、 四级马路日扫 ２ 次ꎬ 保洁 ４ 次ꎮ 至 ２０００ 年ꎬ 市区道路卫

生都是实行日清日保 ３~４ 次ꎮ
２０１５ 年开始ꎬ 湛江市区道路清扫实行市场化运作ꎬ 配有专职清扫保洁人员 ４０００

多人ꎬ 清扫保洁制度得到全面落实ꎬ 做到对市区主次干道清扫保洁时间为 １８ 小时ꎬ
小街小巷清扫保洁为 １４ 小时ꎬ 确保不留卫生死角ꎮ 责任区内的日常清扫保洁实行

“定人、 定岗、 定路段、 定时、 定责、 定标准”ꎬ 城区主次道路坚持做到每周至少清

洗一次ꎮ 截止 ２０１６ 年ꎬ 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由 ３２ ６６％提高到 ６４ ０４％ꎮ

一、 道路清扫保洁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ꎬ 是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重要环节ꎬ 既表现城市综合实力ꎬ 又

反映城市的管理水平和文明程度ꎮ 有效的道路清扫保洁模式ꎬ 不但能使城市环境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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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ꎬ 还能有效降低 ＰＭ２ ５ 和空气 ＡＰＩ 指数ꎬ 这也是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 “国
家环保模范城市” “生态城市” 以及 “智慧城市” 的必要条件ꎮ

在城镇化进程中ꎬ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面临新的挑战ꎬ 不同道路的保洁模式与国家

«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 要求之间的矛盾ꎬ 传统保洁模式与国家机械化清扫率不断

提高的要求之间的矛盾ꎬ 清扫保洁设备的不足与城市不断扩容之间的矛盾ꎬ 是城市道

路清扫保洁工作所面临的三大难题ꎬ 严重制约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水平的提升ꎮ
从 ２０１５ 年起ꎬ 湛江市区推行环卫作业市场化运作ꎬ 探索在市场化的实践中破解

这个难题ꎮ

二、 环卫清扫相关政策与标准摘要

★ «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修订): 建成

区清扫保洁制度落实ꎬ 生活垃圾日产日清ꎬ 主要街道保洁时间不低于 １２ 小时ꎬ 一般

街道保洁时间不低于 ８ 小时ꎬ 道路机械化清扫或高压冲水率≥２０％ꎮ
★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及其实施细则 (第六阶段) » (环办

[２０１１] ３ 号): 城区空气主要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值达到国家二级标准ꎬ 且主要污染物

日平均浓度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占全年总天数 ８５％以上ꎮ
★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建城 [２０１０] １２５ 号): 空气污染指数小于等于 １００

的天数 /年≥２４０ꎮ
★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 (暂行ꎬ ２００４): 空气污染指数小于等于 １００ 的天

数 /年≥３００ꎮ

三、 不同道路的保洁模式

市区不同街道ꎬ 实施不同的保洁模式ꎬ 分为四种类型:
０１ 主干道的保洁模式

◆机动车道: 夜间ꎬ 大型清洗车冲刷路面垃圾至两边ꎬ 大中型洗扫车靠两边作业

对路缘刷洗ꎬ 并将垃圾和污水回收ꎮ 特点是ꎬ 作业速度快ꎬ 一遍作业可还原路面和路

缘本色ꎬ 保证最佳的清洁效果ꎮ 白天ꎬ 洗扫车进行快速保洁ꎬ 高压清洗车也可在雾霾

和高温天气进行洒水、 喷雾降尘降温ꎮ 这种方式ꎬ 使环境空气更洁净ꎬ 可达到生态园

林城市相关指标要求ꎮ
◆非机动车道: 小型扫路车进行夜间清扫ꎬ 白天快速保洁ꎮ
◆人行道: 人行道相对较窄ꎬ 行人不多ꎬ 以人工巡回保洁为主ꎬ 也可在夜间进行

机械清扫ꎮ
０２ 商业街道的保洁模式





ＰＭ２ ５ 表示每立方米空气中颗粒物的含量ꎬ 这个值越高ꎬ 就代表空气污染越严重ꎮ
空气污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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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道: 夜间ꎬ 清洗车

冲刷路面垃圾至两边ꎬ 中型洗扫

车靠两边作业对路缘刷洗并将垃

圾和污水回收ꎮ 特点是ꎬ 作业速

度快ꎬ 清洗效果好ꎬ 一遍作业可

还原路面和路缘本色ꎻ 白天ꎬ 洗

扫车进行快速保洁ꎬ 高压清洗车

可进行喷雾降尘或高温天气洒水

降温ꎮ 这种方式使环境空气更洁

净ꎬ 可达到生态城市相关指标要

求ꎮ
◆非机动车道: 夜间ꎬ 人工清扫为主 (平整路段可机扫)ꎻ 白天ꎬ 人工巡回保洁ꎮ
◆人行道: 人行道污染较为严重ꎮ 夜间ꎬ 可利用高压清洗车进行部分路段的冲

洗ꎬ 路面清洗干净ꎻ 白天ꎬ 人工巡回保洁为主ꎮ
０３ 快速路、 环线的保洁模式

◆机动车道: 夜间ꎬ 大型清洗车将路面垃圾冲至两边ꎬ 大型湿式扫路车沿两边运

行对垃圾进行清扫ꎻ 特点是作业速度快ꎬ 高压清洗车高效节水ꎬ 路面冲洗一遍见本

色: 白天ꎬ 扫路车可进行常规保洁ꎬ 高压清洗车也可在雾霾和高温天气进行喷雾降尘

或降温ꎮ
◆非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相对较少ꎬ 污染程度轻ꎬ 只需小型扫路车定期清扫和人

工保洁ꎮ
０４ 一般道路的保洁模式

根据实际情况ꎬ 定期进行机械清扫和人工保洁ꎮ

湛江市区机械清扫率统计表

编制: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序号 单　 位
清扫保洁总面积

(万平方米)
机械清扫面积

(万平方米)
机械清扫率

(％)

１ 全　 市 １１５５ １６ ２８６ ５８ ２４ ８１

２ 赤坎区 ３５６ ９５ ９１ ３６ ２５ ５９

３ 霞山区 ３７６ ３３ ８４ ５７ ２２ ４７

４ 麻章区 ２３０ ３９ ５１ ３４ ２２ ２８

５ 坡头区 ５０ ９６ ２８ ２３ ５５ ４０

６ 开发区 １４０ ５２ ３１ ０９ ２２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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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　　 四、 道路保洁管理

民国时期ꎬ 政府对城市环卫工作投入不足ꎬ 基本上没有实行道路保洁管理ꎮ 新中
国成立后ꎬ 湛江市城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加强对道路清扫保洁ꎬ 不同时期ꎬ 采取不同

的管理措施ꎬ 大约经历六个阶段:
(一) 建立卫生值班员制度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至 ６０ 年代中期ꎬ 要求各区以街

道居民小组为单位ꎬ 组织卫生值班员ꎬ 按户挂牌轮流值日ꎬ 每日要对本街道卫生保洁

进行 ２ 次以上检查ꎬ 发现不清洁现象及时督促清扫保洁ꎮ
(二) 设立卫生监督岗ꎮ １９８０ 年ꎬ 环卫管理部门在城区街道设立卫生监督岗ꎬ 由

居民户轮流戴袖章执勤ꎬ 负责检查和监督本地段卫生ꎬ 保证马路清洁ꎬ 人行道卫生

好ꎬ 店户清洁好ꎬ 群众对卫生制度执行好ꎮ
(三) 实行 “门前三包” 责任制ꎮ 从 １９８６ 年起ꎬ 城区环卫工作普遍实行 “门前

三包” (包门前地段卫生、 交通秩序和绿化) 责任制ꎬ 各街道环卫站建立监察队伍ꎬ
定期检查 “门前三包” 落实情况ꎬ 对落实好、 中、 差的单位分别钉挂红、 绿、 黄牌ꎮ

(四) 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ꎮ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ꎬ 城区环卫处把清运队的卫生收费和业

务管理承包给个人ꎬ 由承包者自负盈亏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ꎬ 赤坎环卫处又以北桥路段为

试点ꎬ 把道路清扫工作承包给社会人员管理ꎬ 按清扫面积折算经费ꎮ 这种管理办法在

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职工积极性ꎬ 但同时暴露出 “一切向钱看” 的弊端ꎬ 于是在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终止这种承包管理办法ꎮ

(五) 实行区、 街、 居委三级管理体制ꎮ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ꎬ 根据区政府的要求ꎬ 环卫

处把人、 财、 物全部下放到各街道办ꎬ 建立区环卫处ꎬ 街道环卫所、 居委环卫站三级

管理体制ꎬ 形成全区环卫工作管理网络ꎬ 每月由区爱委会、 城管办、 环卫处组成检查

组进行检查评比ꎬ 使市区卫生面貌有很大改观ꎮ 但由于把原来统一管理的经费和设备

全部分散到各个管区ꎬ 变成 “分灶吃饭”ꎬ 各自为政ꎬ 造成环卫经费严重紧缺ꎬ 车辆

设备不配套ꎬ 许多全市性的环卫业务难于开展ꎮ 因此ꎬ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ꎬ 各区政府把环

卫处归口区建委领导ꎬ 把原来下放给各街道的人、 财、 物收回来由区环卫处统一管

理ꎬ 明确区环卫处、 街道环卫所、 居委环卫站的责任ꎬ 实行一级抓一级ꎬ 级级调动工

作积极性ꎬ 严格按照 “五净” (路面净、 人行道净、 侧石边净、 沙井眼净、 周围环境

净) 的要求搞好道路清扫保洁工作ꎬ 并坚持每月开展卫生检查ꎬ 季度实行奖励的制

度ꎬ 开创城区道路清扫保洁工作新局面ꎮ 至 ２０００ 年ꎬ 湛江城区道路保洁工作仍然实

行区、 街、 居委三级管理体制ꎬ 环卫工作性质由过去单一的 “扫、 掏、 运” 转向综

合性的 “宣、 教、 管”ꎬ 认真执行 «湛江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试行办法»ꎬ 使道路保

洁管理工作稳步发展ꎮ
(六) 实行市场化运作ꎮ 从 ２０１５ 年起ꎬ 市区环卫推行市场化运作 (具体内容ꎬ

详见第九章实施环卫作业市场化)ꎮ

第五节　 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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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有公厕

民国时期ꎬ 湛江城区只有 ３ 座公共厕所ꎬ 而且是茅草屋顶、 泥巴墙ꎬ 没有照明和

化粪池ꎬ 蹲位用木板钉成ꎬ 中间留一个穴位ꎬ 大便时粪便堆在木板下面ꎬ 厕所周围臭

气熏天ꎬ 苍蝇成群ꎬ 卫生状况极差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政府重视环境卫生ꎬ 不断搞好公共厕所建设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至 ２０００ 年ꎬ 仅以赤坎公厕建设为例ꎬ 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 (１９６５~１９７５ 年)ꎮ 这个时期ꎬ 赤坎新建公共厕所 １０ 座ꎬ 同时改造原

来旧的公共厕所和私人厕所ꎮ 把旧厕所泥巴墙改为砖墙ꎬ 茅草屋顶改为瓦面屋顶ꎬ 蹲

位由木板改为砖砌或水泥板铺制ꎬ 每座厕所都改建有化粪池ꎬ 安装 ２ 盏 １５ 瓦以上白

炽电灯泡ꎮ

　 人民广场公厕

第 二 时 期 (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５ 年)ꎮ 兴建公共厕所

１５ 座ꎬ 并陆续对原来的厕

所进行第二次改造ꎬ 改瓦

面为水泥捣制平顶ꎬ 地板、
蹲位及墙脚全部贴瓷砖或

马赛克ꎬ 安装电灯照明、
自动冲水、 三级化粪池及

机械抽粪等设备ꎮ
第 三 时 期 (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０ 年)ꎮ 随着城区建设

发展ꎬ 市民对卫生要求越

来越高ꎬ 新建厕所和原有

公厕陆续改造为别墅式、
旅游式公厕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区环卫处还购置流动公厕放在南桥河两岸ꎬ 使居民和游客

上厕环境趋向现代化、 品牌化ꎮ 至 ２０００ 年底ꎬ 赤坎城区共有公共厕所 ４６ 座ꎬ 其中一

级公厕 ６ 座ꎬ 二级公厕 ２８ 座ꎬ 三级公厕 １２ 座ꎬ 流动公厕 ６ 座ꎬ 公厕总面积 ３６００ 多

平方米ꎬ 坑位 ９８２ 个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湛江市区共有公共厕所 ３５７ 座ꎬ 其中园林式公厕 １５７ 座公厕ꎬ

其他公厕共 ２００ 座 (含加油站、 车站、 码头、 市场、 商场等沿街对外开放的公厕)ꎬ
由各物业或业主单位参照创卫标准进行管理ꎬ 主要分布于城市主次干路、 行人交通量

大的道路沿线、 公共汽车首末站、 汽车客运站、 火车站、 机场、 码头、 旅游景点ꎬ 并

且上述位置所设置的公厕不低于二类标准ꎬ 市区公共厕所布局合理ꎬ 市民和游客步行

１５ 分钟基本能找到公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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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８　　 二、 公厕管理和升级改造

民国时期ꎬ 城区公共厕所由清洁 “月工” 每月清掏 １ 至 ２ 次ꎬ 清理粪便当作农

肥ꎬ 由清粪工自行送往郊外处理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政府加强对公共厕所的管理ꎬ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ꎬ 配备专人打

扫厕所ꎬ 每天清扫保洁 ２ 次ꎮ ８０ 年代ꎬ 环卫部门对公厕采取一系列管理措施ꎬ 要求

厕工严守 “岗位责任制”ꎬ 坚持每天一次消毒、 杀蛆、 灭蝇的工作制度ꎬ 经常开展以

厕所保洁为内容的各种形式劳动竞赛ꎬ 促进公厕卫生管理水平提高ꎬ 使公厕卫生标准

基本达到 “六无” (无蝇、 无蛆、 无蜘蛛、 无淤塞、 无积水、 无明显恶臭) 以及 “四
净” (尿槽净、 厕内地板净、 墙壁设备净、 四周环境净) 要求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推行承包责

任制ꎬ 赤坎区环卫处将红旗、 大众等 ４ 座公厕按不同档次向社会公开招包ꎬ 把清洗厕

所任务及水电开支管理等承包给个人ꎬ 实行上厕收费服务ꎬ 小便每人每次 ２ 角ꎬ 大便

每人每次 ３ 角ꎮ 至 ２０００ 年ꎬ 这 ４ 座厕所仍然由个人承包管理ꎬ 其卫生保洁管理水平

比其他未被承包管理的公厕高一些ꎮ
２０１３ 年创卫期间ꎬ 市财政共计投入资金 １２８５ 万元ꎬ 新建公厕 １７ 座ꎬ 并对 １５７ 座

环卫、 园林旧公厕进行升级改造ꎬ 确保市区所有公共厕所卫生设施符合 «城镇环境

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和 «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 的要求ꎮ

湛江市市区公共厕所统计表

编制单位: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编制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序号 辖区
总数

(间)

其中 公厕类别

环卫处

管理公厕

公共场所

公厕

公园绿地

公厕

农贸市场

公厕
一类 二类 三类

１ 赤坎 １１１ ５４ ３０ ２７ ５ ７８ ２８

２ 霞山 １１４ ４６ ４７ ２１ ５ １０４ ５

３ 麻章 ３５ ６ １３ １６ ４ １９ １２

４ 坡头 １４ ３ １０ １ １ １３

５ 开发区 ４６ ２ ４０ ４ ５ ３７ ４

６ 农贸市场 ３７ ３７ ３０ ７

合　 计 ３５７ １１１ １４０ ６９ ３７ ２０ ２８１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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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粪便清运与处置

一、 粪便清运

民国时期ꎬ 湛江市区的粪便由农民挑去做肥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粪便清运工作逐步建立一套较为科学的工作程序ꎮ 按照国务院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的要求ꎬ 湛江市区所有公厕三级化粪池都进行改建ꎬ 由有

资质的施工单位负责建设ꎬ 做到无渗漏、 无溢流、 无嗅味ꎮ 对公厕及楼宇化粪池粪渣

的清运ꎬ 做到收集清运设施密闭ꎬ 专业人员操作ꎬ 收集清运无滴漏洒落、 装载过程无

外溢ꎬ 作业结束后ꎬ 及时清洗车辆和辅助设施ꎬ 专用车清运到粪便处理车间进行无害

化处置后ꎬ 粪便污水并入麻章污水处理厂进行最终处理ꎬ 粪渣送入湛江市生活垃圾场

进行填埋ꎬ 确保全程符合相关标准ꎮ

二、 粪便处置

【粪便处理车间】 位于湛江市麻章污水处理厂区内ꎬ ２０１０ 年底动工建设ꎬ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建成投入运行ꎬ 日处理能力为 ３００ 吨ꎬ 设有两条生产处理线ꎬ 送入厂内的粪便

经固液分离设备处理后ꎬ 其中液体流至调节池ꎬ 通过机泵抽至污水厂ꎬ 混合生活污水

一并进行处理ꎮ 浓缩后无水的粪渣ꎬ 运至湛江市生活垃圾处理场进行最终卫生填埋处

理ꎮ 粪便无害化处理车间投入运行后ꎬ 改变市区吸淘粪便的传统作业方式ꎬ 在各个公

厕或社区化粪井、 池之间ꎬ 有一批大吨位吸粪车提供服务ꎮ 一些不便于大型车辆出入

的小区ꎬ 安排小型吸粪车吸淘粪便ꎮ 伴随着粪便处理的规范化ꎬ 以往出现的个别小区

由于吸淘粪便不及时造成臭味扰民的问题ꎬ 也得到有效解决ꎮ 湛江市建成区的粪便无

害化处理ꎬ 按国家通用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ꎬ 符合国家 «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
(ＧＢ７９５９—１９８７) 有关规定ꎬ 减少城市粪便污染ꎮ 但由于对偏远的城乡结合部及城中

村粪渣清运不彻底ꎬ 以及个别村民将粪便自制花肥ꎬ 导致市区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为

９６％ꎮ

第七节　 水域环境卫生

一、 河道整治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创卫期间ꎬ 湛江市积极推进市区河渠综合整治ꎬ 完成整

治寸金渠、 南柳河 (即一、 二号渠) 和鸭槽干渠、 赤坎水库、 绿塘河等 ３９ 条河渠的

整治和截污ꎮ 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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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０　　 湛江市市区 “创卫” 河渠 (沟) 实施覆盖整治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起止点

长度

(米)
宽度

(米)
责任单位 整治方案

完成

情况

１
赤坎江 (二期)
整治工程

海田桥－滨湖桥 ２９０８
湛江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

截污、 河岸整治、
清淤、 绿化美化

已完成

２
寸金渠整治工

程

寸金水闸至拥

军路桥段
１５８０

市城市综合

管理局

寸金渠主干渠改造

５６０ 米以及上游管

道改造 ｄ６００－ｄ１０００
管长 １０２０ 米

已完成

３
北桥河综合整

治工程

主河道与支流

交汇口至海田

路行车桥

３３００
湛江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

北桥河建成区河道

清淤工程长度 ３ ３
千米ꎻ 新建砌石河

道工程 ６８２ 米ꎻ 新

建污水 ｄ８００ 重力

流管道工程 ８００ 米

已完成

４
赤坎移民新村

河整治工程

康宁路至南桥

河
３００ 赤坎区政府 清理、 清淤 已完成

５
赤坎南方渠整

治工程

南方村至南桥

河边截污管口
７１３ 赤坎区政府 清理、 清淤 已完成

６
坑排村前沟渠

整治工程

起于金康道路

南侧至坑排水

库ꎮ
６３５ 麻章区政府

明沟改暗管ꎬ 明渠

改盖板涵
已完成

７
押册灌渠整治

工程

西起麻章镇潮

发村ꎬ 东 至 高

炮旅ꎮ
５０００ 麻章区政府

清理、 清淤ꎮ 沿途

经过长布村、 押册

村、 水沟村、 云头

村ꎮ 工程含清淤、
清理整治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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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东新渠整治工

程

东新村钢材市

场至东新渠ꎮ

金纺布匹市场

至东新渠ꎮ

１０１０
湛江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
主要是清淤、 整治 已完成

解放西路至建

设路段
９８０ １０ 霞山区 清淤 已完成

９
福建渠清淤整

治工程

北兴路 (建业

花园) 至北桥

河

９１０ ３ 赤坎区

１、 清理暗渠淤泥、
垃圾、 明渠周边垃

圾、 杂草

２、 明渠保洁

已完成

１０
幸福渠清淤整

治工程

民主路至海北

路
３５０ １ ５ 赤坎区

清理暗渠淤泥、 垃

圾
已完成

１１
平阳渠清淤整

治工程

沙湾机械厂宿

舍至海洋国际

酒店

４５０ ３ 赤坎区

１、 清 理 明 渠 １３２
米、 暗渠 ３００ 米淤

泥、 垃圾、 杂草

２、 明 渠 覆 盖 １３２
米

已完成

１２
南溪河保洁工

程

沙坡岭村至赤

坎水库
２３０ １０—１５ 赤坎区

１、 清 理 垃 圾、 杂

草

２、 河面保洁

已完成

１３
陈屋港明沟整

治工程

南桥北路至康

宁路
６００ １ 赤坎区

１、 清理淤泥

２、 明沟改暗渠
已完成

１４
后坑 村、 云 基

头村明沟整治

工程

北云路至振兴

渠
８００ １ 赤坎区

１、 清理淤泥

２、 明沟改暗渠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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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百姓河综合整

治工程

椹川大道至海

湾路清淤
４０００ ８ 赤坎区 清理淤泥 已完成

新世纪幼儿园

至德兴花园明

沟覆盖

３１０ ８ 赤坎区 明沟改暗渠 已完成

嘉瑞和酒店至

电厂宿舍段
３００

湛江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

清淤、 截污河道和

覆盖
已完成

１６
振兴路沟整治

工程

吉祥路至振兴

渠
３８０ ２ 赤坎区

拆除违建、 清理杂

草和淤泥ꎬ 明渠覆

盖

已完成

振兴渠至振兴

中学
６００ ２ 赤坎区

拆除违建、 清理杂

草ꎬ 明渠覆盖
已完成

振兴渠至海田

路
１１００ 管道 赤坎区 铺设截污管 已完成

１７
振兴渠整治工

程

东山垌至振兴

路
７６０ ５ 赤坎区

清理源头污染源ꎬ
拆除河渠违建ꎬ 沿

河渠两岸设截污管

已完成

北云路东山峒

至北桥河
１０００ 赤坎区

覆盖该渠作为市政

道路
已完成

１８
房内村排水沟

整治工程

外加剂厂至屋

山房内村
２８２ ６ ４ 霞山区 清淤ꎬ 明渠改暗渠 已完成

１９
椹川西三路排

水沟整改工程

氧气厂至椹川

西一路路口
４１０ ３ １ ５ 霞山区 清淤ꎬ 明渠改暗渠 已完成

２０
龙划村铁路沟

整改工程

龙划村铁路桥

至湖光路

清淤:
３５０

实体:
７５０

２ ５ 霞山区 清淤ꎬ 明渠改暗渠 已完成

２１
东山沟渠道整

改工程

东山水厂至东

新渠
２７８ ９ ３ ５ 霞山区 清淤ꎬ 明渠改暗渠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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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绿村渠整治工

程

粤鑫幼儿园后

至新园司法局

后

１８９ ３ 霞山区 清淤ꎬ 明渠改暗渠 已完成

市二十七小至

海滨大道录塘

河桥

１１３２
湛江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

主 要 是 清 淤、 固

岸、 绿化美化
已完成

２３
龙划村排水渠

整改工程
龙划村内 ４００ ２ 霞山区 清淤 已完成

２４
南柳河汇流渠

清淤工程

铁路涵桥至龙

划村段
５２０ ２３ 霞山区 清淤 已完成

２５
南柳河一号渠

支流排水沟整

治工程 １

东山村至三百

亩段
９５７ ３ １０ 霞山区 清淤ꎬ 建截污管 进行中

２６
南柳河一号渠

支流排水沟整

治工程 ２

建设路桥至兴

隆 “三鸟” 市

场

１８００ １６ 霞山区 清淤 已完成

２７
南柳河 １ 号渠

支流排水沟整

治工程 ３

解放西路至建

设路河渠 (暗

渠)
２０００ １０ 霞山区 清淤 已完成

２８
南柳河二号渠

支流排水沟整

改工程 １

宁铁货运站至

南柳中村
３１４ ９５ ９ 霞山区 明渠改暗渠

２９
南柳河二号渠

支流排水沟整

改工程 ２

东柳路至铁路

客机段暗渠
６６９ ２ ６ ４ 霞山区 清淤ꎬ 明渠改暗渠

３０
南柳河二号渠

支流排水沟整

改工程 ３

新村铁路沿线

至渔峰水泥厂
６９０ ５ ３ ２ 霞山区 清淤ꎬ 明渠改暗渠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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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椹塘整治工程

人民大道以东

２８０ 米
２８０ １７ 开发区

建截污管、 河床内

砌明排水渠ꎬ 河道

两侧河岸清表美化

已完成

海军物质仓库中

心至菉民市场
４５０ ８ ８ 霞山区 清淤ꎬ 建挡土墙 进行中

绿塘村段 ４３５
湛江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
建设截污管道 已完成

３２
绿 (菉) 塘河

整治工程

椹川大道以西 ５８ ６ ４ 霞山区 清淤ꎬ 明渠改暗渠 已完成

人民大道至椹

川大道
６５０ １０ 霞山区 明渠改暗渠

方案

报审

二号桥至绿塘

河湿地公园
１０００

湛江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
截污、 清理 已完成

绿塘公园段 ７００
湛江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

建设截污管道将绿

塘村范围出水口的

污水引至绿塘河截

污支管排放

已完成

绿村一路桥至

绿塘河截污管

网

４０
湛江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

建设截污管道将椹

塘渠污水引至绿塘

河截污支管ꎮ
已完成

人民大道二号

桥至绿塘河公

园

４５０
湛江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

建设截污管道将开

发区二号桥 (绿塘

河人民大道段) 污

水引至绿塘河截污

支管排放

已完成

海滨大道至观

海路
５５０ ２１ 开发区

河床清淤ꎬ 修复观

海路处截污井ꎻ 海

景路新建截污井ꎮ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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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三号河沟整治

工程

人民大道三号

桥东西侧整治

改造

１９６ ５０ 开发区

３ 人民大道三号桥

以西段清淤ꎬ 维修

块石护坡ꎻ 人民大

道三 号 桥 以 东 段

清ꎬ 维 修 块 石 护

坡ꎬ 桥东侧建护栏

已完成

龙平北路至永

平中路
６２０ ２１ 开发区

把道路及截污排水

整治工程建设一起

施工完成ꎬ 建成生

态市政道路

已完成

３３
三号河沟整治

工程

人民大道至龙

平北路
５００ 开发区

新建截污管及排水

渠 覆 盖ꎬ 种 植 灌

木ꎬ 风景树ꎬ 建成

带状公园 (由企业

投资)

已完成

永平中路至海

滨大道
６３２ 开发区

新建截污管及排水

渠 覆 盖ꎬ 种 植 灌

木ꎬ 风景树ꎬ 建成

带状公园 (由企业

投资)

已完成

３４
文保河截污整

治工程

海滨大道梧阔

桥 上 下 游 各

１００ｍ
１０４０

１２~
２０ ２

开发区

河岸整治砌块石护

坡、 河道清淤、 清

除挡墙植被ꎬ 新建

挡墙及护坡ꎻ 把污

水引排入引排入原

工业污水管ꎮ

进行中

文保公园至海

滨大道
９２０ 开发区

新建截污排污管引

排污水到污水处理

厂、 河 岸 清 表 整

治ꎮ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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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乐怡渠整治工

程

嘉平路至海滨

大道
５６０ 开发区

建设乐怡路ꎬ 将市

政道路和排污排水

管道一起建设ꎬ 再

排入平乐再生水厂

处理

进行中

海滨大道至平

乐再生水厂
开发区 截污管道建设 进行中

３６ 南柳河主河渠

南柳河与东山

河口交汇处到

深田仔村止

６０００ 水务局

河两岸砌石护坡ꎬ
建截污管道ꎬ 堤岸

绿化

进行中

百逢路至湖光

路
１８００

湛江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

清淤、 截污、 简单

美化绿化
已完成

３７ 南柳河号一渠
建 设 路 至 一、
二号渠交汇口

１８００
湛江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

清淤、 截污、 简单

美化绿化
已完成

３８ 南柳河二号渠
南柳村口至育

红小学
１８００

湛江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

清淤、 截污、 简单

美化绿化
已完成

３９
开发区乐华路

截污工程
城市假日段 １１００

湛江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

建设截污管道将乐

华路范围出水口的

污水引至绿塘河截

污支管排放ꎮ

已完成

二、 河道和海岸保洁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实施环卫作业市场化后ꎬ 河道保洁工作交由市场化中标公司作业ꎮ
其中ꎬ 各区河道保洁范围如下:

赤坎区的河道保洁范围: 南桥河长约 ５ 千米、 宽约 ５０ 米ꎬ 赤坎水库水闸口至南、
北桥河交汇处ꎻ 北桥河长约 ８ 千米、 宽约 ５０ 米ꎬ 新坡桥至滨湖公园ꎻ 军民堤水闸口ꎬ
面积约 ４００００ 平方米等ꎮ

开发区的环卫市场化承包范围为: 东至海边ꎬ 西至人民大道中以西 １５０ 米内ꎬ 南

至椹塘河中线 (不含绿塘村)ꎬ 北至文保河中线ꎬ 东北至海滨大道与体育南路交接路

口ꎬ 东南至绿塘河出海处中线 (含辖区交接点所有桥面)ꎬ 市场化中标公司负责承包

范围内海岸滩涂、 河道 (含河渠、 湖泊、 水体等) 的保洁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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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卫宣传一条街

坡头区的河道 (含河渠、 湖泊、 水体等) 的工程量有 ２ 处ꎬ 共 ３ 千米ꎬ 市场化中

标公司负责承包范围内已纳入日常管理的河道 (含河渠、 湖泊、 水体等) 及其沿岸

的保洁工作ꎬ 具体是: １ 南油渡口沿海岸ꎬ 长度 ２４００ 米ꎬ 宽度 １００ 米ꎬ 保洁面积

２４００００ 平方米ꎻ ２ 麻斜渡口沿海岸ꎬ 长度 ６００ 米ꎬ 宽度 １００ 米ꎬ 面积 ６００００ 平方米ꎮ
据统计ꎬ 自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ꎬ 共计投入 ２７４１２ ６ 万元ꎬ 新增建设生活污水管网共计

１１６ １６ 千米ꎬ 其中包括赤坎区、 霞山区、 坡头区和麻章区等四个主城区的污水处理

厂外管网配套建设ꎻ ５０ 多条市政道路的生活污水管网建设和 １４ 条河渠综合整治ꎮ 加

上原有的污水道ꎬ 全市现有污水管渠总长 ６７１ ０６ 千米ꎬ 现市区生活污水管网建设基

本满足市区生活污水排放和处理的需求ꎬ ２０１５ 年度市区生活污水处理率为 ９３ ６％ꎮ

第八节　 门前三包和爱国卫生运动

一、 门前三包

【门前三包】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印发实施的 «湛江市市区门前三包管理办法» 规

定: “门前三包”ꎬ 是指责任单位在门前责任区范围内ꎬ 实行 “包卫生、 包绿化、 包

秩序” 的责任制ꎮ “门前三包” 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 多方参与

和公众监督相结合的原则ꎮ
【门前三包考核管理办法】 对全市 “门前三包” 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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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ꎮ 各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 “门前三包” 责任制工作的组织、
实施、 监督、 管理、 考核ꎮ 各街道办事处 (含镇政府ꎬ 下同) 在辖区政府的领导下

具体负责组织责任单位落实 “门前三包” 责任制ꎬ 完善管理网络ꎬ 进行日常检查、
考评和监督ꎮ 居 (村) 民委员会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ꎬ 通过制定居民公约或者村

规民约等形式ꎬ 协同做好责任区内环境卫生、 绿化美化、 市容秩序的管理工作ꎮ 城管

行政执法、 公安、 卫生、 环保、 建设、 规划、 工商、 商贸等部门ꎬ 按照各自职责ꎬ 协

同做好 “门前三包” 责任制的管理工作ꎮ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

有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 “门前三包” 管理责任制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考核ꎬ 对

管理责任落实情况较好的ꎬ 应当予以表扬奖励ꎻ 对管理责任落实不力的ꎬ 应当及时督

促改进ꎬ 并予以通报批评ꎮ
【门前三包协调小组】 为加强领导ꎬ 成立市区 “门前三包” 工作协调小组ꎬ 负责

组织实施工作ꎮ 下设办公室ꎬ 设在市城管执法局ꎬ 具体负责牵头协调工作ꎮ 各区政府

(管委会) 均应设立 “门前三包” 工作领导小组ꎬ 制定相应实施方案并组织好本辖区

的考核工作ꎬ 各街道办 (镇政府) 具体负责组织实施ꎬ 市直各责任单位积极配合ꎮ

二、 爱国卫生运动

(一) 爱国卫生运动组织机构

１９５２ 年ꎬ 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简称爱卫会)ꎮ １９５３ 年初

成立粤西区爱卫会ꎬ 由粤西行署领导任主任ꎬ 在文教处设立办公室ꎮ 湛江市在 １９５２
年曾成立市防疫委员会ꎬ １９５４ 年组建爱卫会ꎬ 设办公室ꎮ １９５６ 年粤西区爱卫会改称

为湛江专区爱卫会ꎬ 下设立办公室ꎮ 文革期间的 １９７０ 年ꎬ 曾成立地区革委会除害灭

病领导小组ꎬ 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ꎮ １９７７ 年恢复湛江地区爱卫会ꎬ
在地区卫生局设办公室ꎮ １９７８ 年调整市爱卫会成员ꎮ １９８０ 年地、 市充实爱卫会的办

事机构ꎬ 落实人员编制ꎮ
湛江实行地、 市合并后ꎬ
曾分别在 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８６ 年

和 １９９０ 年调整加强湛江市

爱卫会成员ꎬ 由市委、 市

人民政府领导担任主任和

副主任ꎬ 并充实办公室人

员ꎮ
市属各县 (区) 也在

１９５２ 年先后成立爱国卫生

运动委员会ꎮ １９８４ 年ꎬ 成

立赤坎区、 霞山区爱国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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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运动委员会ꎬ 设立办公室ꎬ 内设市容环境卫生执法队ꎬ 加强市区环境卫生管理与执

法工作ꎮ １９９０ 年各县 (区)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均设有办公室ꎮ １９９８ 年机构改革

后ꎬ 市、 区爱卫会分别挂靠在市、 区卫生局、
至 ２０００ 年ꎬ 成立湛江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ꎬ 市爱卫会组织机构健全ꎬ 主任由

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担任ꎬ 分管卫生、 城建的副秘书长担任副主任ꎬ 市政府相关职

能部门为爱卫会成员单位ꎮ 市、 区各主要职能部门都是两级爱卫会的委员单位ꎮ 市爱

卫会设主任 １ 名ꎬ 副主任 ３ 名ꎬ 有 ３６ 个委员单位和 ３６ 位委员ꎮ 市爱卫会每年召开 １
至 ２ 次全体委员会议ꎬ 总结部署爱国卫生和创建卫生城市工作ꎮ 印发 «湛江市爱国卫

生运动委员会工作规则» 和 «湛江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各委员部门职责分工»ꎬ 明

确职责ꎬ 落实委员责任制ꎮ 市爱卫办挂靠在市卫生局办公ꎬ 是市爱卫会的常设议事协

调机构ꎬ 核定编制 ４ 名ꎬ 配备主任 １ 名 (副处级)ꎬ 副主任 １ 名ꎬ 负责统筹协调各委

员部门共同履行社会大卫生工作职责ꎬ 负责全市爱国卫生工作日常的组织协调、 综合

调研、 管理和督导检查评比工作ꎮ 全市爱卫工作网络健全ꎬ 市辖 ５ 区和 ５ 个县 (市)
爱卫办为行政编制ꎬ 人员编制、 工作经费、 任务落实ꎮ 城区各街道办事处、 城镇均有

爱卫工作领导小组ꎬ 有爱卫专 (兼) 职干部ꎬ 各村 (居) 委会等基层单位配备兼职

爱国卫生工作人员ꎮ 市、 区政府高度重视爱卫工作经费的投入ꎬ 财政每年将爱卫工作

经费列入年度预算并及时拨付到位ꎮ 赤坎区、 霞山区爱卫会各配有专职工作人员 ５
人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ꎬ 成立湛江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领导工作小组ꎬ 下设办公室ꎬ 市爱

卫办主任兼任市创卫办督查组第三组长ꎬ 按照 «湛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相关文件汇

编及工作指南» «湛江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重点及整治要点» «国家卫生城

市标准释义» 等要求ꎬ 全程参与创卫各项工作活动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 湛江市被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正式命名为 “国家卫生城

市”ꎮ

(二) 爱国卫生运动措施

湛江市爱卫会成立以后ꎬ 主要负责如下工作:
１ 治理脏乱ꎬ 改善城乡环境卫生

１９５２ 年ꎬ 爱卫会在全市开展反对美帝细菌战的爱国卫生运动ꎬ 组织大批机关干

部和医务人员深人农村、 街道进行卫生宣传ꎬ 广泛介绍反美细菌战的意义和方法ꎮ
１９５３ 年在党政领导亲自带头ꎬ 军民共同努力下ꎬ 将市区 “水鬼塘” 等多个污水塘填

平ꎬ 把臭水塘改变为体育场、 公园ꎮ ６０ 年代ꎬ 市人民政府发布有关市容卫生的规定

和罚则ꎮ １９７８ 年后ꎬ 城乡环境卫生工作有了发展ꎬ 除清洁卫生外ꎬ 还拆除违章建筑ꎬ
对重点地段采用包干办法进行整治ꎮ １９８１ 年市人民政府再制订市容卫生管理办法ꎮ
１９８４ 年城镇广泛开展 “门前三包” “门内达标” 活动ꎬ 整治违章建筑和违章堆放现

象ꎬ 健全卫生制度ꎬ 进一步改善卫生面貌ꎮ
２ 除四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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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湛江经历广州湾租借地、 日本投降和国民政府统治等社会动

荡ꎬ 城区疏于管理ꎬ 卫生死角多ꎬ 污水横流ꎬ “四害” (老鼠、 苍蝇、 蚊子、 臭虫)
为患ꎬ 人们深受鼠疫等疾病祸害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广泛开展除 “四害”、 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ꎮ 根据城区卫生状

况ꎬ 制定爱国卫生运动规划和工作目标ꎬ 大张旗鼓动员全社会力量ꎬ 宣传发动ꎬ 促使

人人参与ꎮ １９５６ 年市区灭鼠 ６ 万多只ꎬ 灭蝇 ２ ６ 万多斤ꎬ 灭蚊 ２０００ 多斤ꎬ １９５８ 年灭

鼠 ９ 万多只ꎬ 灭蝇 ６０００ 多斤ꎬ 灭蚊 ３０００ 多斤ꎬ 曾获省流动红旗第一名ꎮ ６０ ~ ７０ 年

代ꎬ 掀起除 “四害” 群众运动高潮ꎬ 消除 “四害” 孳生地、 栖身地ꎬ 净化美化家居

生活环境ꎮ ８０ 年代ꎬ 政府加大除 “四害” 工作力度ꎬ 使 “四害” 密度进一步下降ꎬ
尤其是灭鼠工作成效显著ꎮ １９８４ 年开始ꎬ 采取 “经常性灭鼠与突击性灭鼠相结合ꎬ
普遍性灭鼠与重点区域灭鼠相结合ꎬ 使用急性毒饵灭鼠与慢性毒饵灭鼠相结合ꎬ 有偿

灭鼠承包与自行开展灭鼠相结合”ꎬ 坚持 “两饱和” “五不漏” (药量饱和ꎬ 时间饱

和ꎬ 不漏一个单位、 不漏一家住户、 不漏一房间、 不漏一条街、 不漏一块空地) 原

则ꎬ 依据老鼠活动出入范围 ５００ 米这一特性ꎬ 采用投放高效、 低毒药物大面积灭鼠ꎬ
１９８４ 年全市灭鼠 ６５ 万只ꎬ １９８５ 年 １８４ 万多只ꎬ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在旧鼠疫区共灭鼠 １０６５
万只ꎮ １９８５ 年创建 “无鼠害港口” (湛江港务局)、 １９８６ 年创建 “无鼠害市区” 和

１９８７ 年配合南海舰队卫生处创建 “无鼠害军港” 的活动中ꎬ 共投放灭鼠药 １００ 多万

小包ꎮ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ꎬ 经广东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专家评审团评审ꎬ 湛江市区完全

达到省级灭鼠标准的要求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ꎬ 湛江市市区、 ５ 县的县城镇和廉江县安铺镇经省爱卫会组织考核

验收ꎬ 对各城区 “灭蝇” 效果监测ꎬ 符合灭蝇标准要求ꎬ 分别授予无鼠害市区、 镇

的称号ꎮ 从 １９８９ 年起ꎬ 湛江市区继续实施消灭蚊蝇孳生地的管理措施ꎬ 开展蚊蝇种

属本底调查ꎬ 组织群众用药物杀灭成蚊成蝇ꎬ 举办 “灭蝇技术骨干” 学习班ꎬ 加强

灭蝇工作ꎮ
３ 开展 “两管五改” 卫生工作

为解决居民卫生干净的饮用水源ꎬ １９５５ 年开始在市区建自来水厂ꎮ ７０ 年代ꎬ 开

展农村水改工作ꎬ 推广农村卫生

水井ꎮ １９７８ 年后开展农村生活饮

用水的水质调查ꎮ ８０ 年代后ꎬ 每

年都增建水改工程ꎬ 建设城镇自

来水、 农村简易自来水或手压泵

水井等ꎮ 水改受益人口不断扩

大ꎮ １９９０ 年改水受益人口 ４５４ 万

人ꎬ 普及率达 ９３ ５％ꎬ 其中用上

自来水的人口 ２２３ ９ 万人ꎬ 普及

率为 ４７％ꎮ 例如ꎬ 海头镇是霞山

区唯一的一个农业镇ꎬ 有 ５９ 条自

然村ꎬ 卫生管理难度很大ꎮ ６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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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ꎬ 海头镇在农村开展 “两管” (管理水井、 管理粪便)、 “五改” (改良炉灶、 猪

圈、 厕所、 环境、 住宅) 整治工作ꎬ 广泛动员ꎬ 户户参与ꎬ 人人动手ꎬ 改变各种不

良卫生习惯ꎮ ７０ 年代ꎬ 加强农村、 市场、 学校的饮食、 饮用水和生活垃圾等卫生管

理ꎮ 村镇建设自来水塔ꎬ 修建硬底化猪圈ꎬ 建设采光、 通风、 排污、 清洁整齐的家庭

住宅ꎬ 加快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ꎮ ８０ 年代ꎬ 市、 区、 乡 (镇) 三级政府抽调人员

下乡蹲点ꎬ 制定农村改水改厕方案ꎬ 落实操作时间和工作进度ꎮ 至 ９０ 年代中期ꎬ 全

镇农村改水率达 ９２％ꎬ 饮上自来水的 １６８８３ 人ꎬ 饮用密封手压泵井水的 ３７２６１ 人ꎬ 饮

用天然大口井水的 ３７９７ 人ꎻ 建立 “三级无害化” 厕所 ３０６ 座ꎬ 改造户厕 ２３４６ 宗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镇已建好使用自来水塔 ７８ 座ꎬ 占饮用水供应 ４０％ꎬ 并以每年 ５％至 １０％
的方案实行ꎬ 饮用自来水的村民逐步增加ꎮ

４ 粪管工作

建国初期ꎬ 湛江市区开始对粪便进行卫生处理ꎮ １９５８ 年ꎬ 清理和改造不合卫生

要求的街道厕所和露天粪缸ꎬ 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ꎮ ７０ 年代后开展农村粪管工作ꎮ
１９７１ 年创建厕所猪栏ꎬ 配套三格粪池ꎬ 对粪便无害化处理ꎬ 并逐渐推广ꎮ ８０ 年代后

全市继续修建公厕ꎬ 做到密封发酵ꎬ 三级无害化处理ꎮ
５ 市容环境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ꎬ 人民政府多次制订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规定ꎬ 对城区逐步进行改

造和建设ꎮ １９８３ 年以后市容卫生建设有了新的进展ꎬ 赤坎区进行整治南桥河ꎬ 霞山

区进行霞湖公园排污工程建设ꎬ 各县都做好道路的硬化、 绿化和下水道建设ꎬ 湛江成

为市容卫生整洁、 道路两旁绿树成行、 花园式的海滨城市ꎮ

(三) 创建省级、 国家级卫生城市

新中国成立前ꎬ 湛江市区市政建设简陋ꎬ 卫生环境比较差ꎬ 污水横流ꎬ 垃圾乱堆

乱放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市政建设、 环境绿化建设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建设取很长足

发展ꎮ ６０ 年代开始ꎬ 结合除 “四害” 运动ꎬ 开展 “三整治” (整顿市容市貌、 环境

卫生、 道路交通) 活动ꎬ 严禁街头、 路边乱摆乱卖ꎮ ７０ 至 ８０ 年代ꎬ 城区继续治理

“五乱” (乱搭建、 乱摆卖、 乱停放、 乱张贴、 乱挖占)ꎬ 实行门前 “三包” (包卫

生、 包秩序、 包绿化)ꎬ 开展 “文明小区评选” 活动ꎬ 加大旧城区改造力度ꎬ 并以有

偿服务的形式实行卫生管理ꎬ 仅霞山区 (除港务局、 火车站) 就把 ３００ 多个单位灭

蝇灭蚊工作统管起来ꎬ 按 １０００ 平方米以内的每平方米收费 ０ １４ 元和 １０００ 平方米以

上每平方米收费 ０ １０ 元标准收费ꎬ 并对被承包单位实行跟踪卫生服务ꎮ 同时ꎬ 采取

“划片包干ꎬ 责任到单位、 班组及个人” 的方式ꎬ 要求坚持 “每月一大扫ꎬ 每周一中

扫ꎬ 每日一小扫” 的制度ꎬ 清除卫生死角ꎮ ９０ 年代初ꎬ 成立霞山区创建省级卫生城

市指挥部ꎬ 下设 ６ 个工作组ꎬ 全面负责 “创卫” 具体工作ꎮ 各单位紧密合作ꎬ 密切

至 １９９３ 年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４３％ꎬ 被誉为 “花园式港口城市”ꎮ 随后ꎬ 狠抓配合ꎬ
各项措施落实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ꎬ 经广东省城市卫生检查团严格考核和验收ꎬ “创卫”
符合卫生标准ꎬ 并授予霞山区 “省级卫生城市 (城区) ” 称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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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湛江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爱国卫生工作ꎬ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ꎬ 把爱国卫生工作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ꎬ 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ꎬ 摆上重要议事日程ꎬ 建立健全爱国卫生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ꎬ 明确责任

分工ꎬ 完善检查评比和工作机制ꎬ 保障爱卫工作经费投入ꎬ 协调组织管理到位ꎬ 市

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研究部署爱国卫生工作ꎬ 市有关领导也经常深入基层调研、
检查、 指导ꎬ 现场拍板解决爱国卫生工作中的实际问题ꎮ 市区各部门各单位、 各街道

及村 (居) 委会领导身先士卒ꎬ 狠抓落实ꎬ 带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爱国卫生工

作ꎮ 理顺与群众沟通的渠道ꎬ 解决许多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ꎬ 为促进湛江的经

济社会发展、 保障群众健康起了积极的作用ꎮ

环卫车交付现场

为不断全面推进爱国卫生工作的深入开展ꎬ 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法律、 法规的同

时ꎬ 先后制定 «湛江市爱国卫生管理办法» «湛江市除 “四害” 管理实施办法» «湛
江市区灭蚊达标工作方案» «湛江市区灭蚊达标技术方案» «湛江市市区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办法» «湛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暂行规定» «湛江市实施城乡清洁工程全

面推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工作方案» «湛江市区城乡清洁工程 “门前三包” 实施方

案» «关于建立市区城乡清洁工程长效机制实施意见» «湛江市县 (市) 城乡清洁工

程长效机制实施意见» «湛江市市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 «湛江市健康教育

管理规定» 等规范性文件ꎬ 对长效管理组织、 宣传舆论长效教育、 市容环境卫生长

效管理、 卫生清扫保洁长效管理、 队伍长效建设管理、 工作职责任务等方面做了明确

的规定ꎬ 形成较为完善的爱国卫生法制规范ꎬ 使爱国卫生工作逐步迈上法制化、 规范

化管理轨道ꎮ 有计划、 有步骤地推进爱国卫生各项工作的开展ꎮ 市区城管、 住建、 规

划、 工商、 交通、 公安、 卫生、 环保、 农业、 市政等职能部门严格按照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各委员部门职责各司其职ꎬ 齐抓共管ꎬ 加强执法检查ꎬ 规范行业管理ꎬ 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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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城市管理水平ꎮ
特别是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ꎬ 把爱卫工作列入各级各部门年度考核的重要

内容ꎬ 实行网络化管理ꎬ 创卫任务分解到各级各部门ꎬ 专门成立督查组ꎬ 对创卫工作

进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ꎬ 对存在问题及时下发整改通知书ꎬ 跟踪有关单位整改情况ꎬ
推动工作落实ꎮ 对在实施城乡清洁工程中不履行、 不正确履行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力ꎬ
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ꎬ 由市效能投诉中心负责调查核实ꎬ 按照 «湛江市城乡

清洁工程问责暂行办法» 对该单位主要领导进行问责ꎬ 促使爱卫长效管理机制得到

巩固落实ꎮ 为保证创卫工作如期达标ꎬ 制定颁发 «湛江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问

责暂行办法»ꎬ 对在创卫工作中不履行、 不正确履行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力ꎬ 拖延创卫

工作ꎬ 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责任ꎬ 确保创卫工作各项

任务目标落到实处ꎮ
充分发挥舆论先导作用ꎬ 加强宣传发动的深度和广度ꎬ 不断提高居民群众参与爱

国卫生和创卫工作的积极性ꎬ 形成 “人人参与爱卫创卫、 人人动手爱卫创卫” 的浓

厚氛围ꎮ 根据省爱卫会的统一部署ꎬ 结合 “卫生日” “爱卫月” 和 “健康进社区” 等

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 咨询、 讲座活动ꎬ 有计划、 有步骤、 分层次、 分类别广泛

宣传普及流感、 登革热、 艾滋病、 结核、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

感、 乙型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控知识ꎬ 积极开展全方位、 多层次的健康教育与

健康促进工作ꎬ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ꎮ 各新闻媒体

分别通过开设专栏、 专题、 专版等形式ꎬ 对群众关心的环境卫生整洁、 “门前三包”
落实、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河渠整治等进行跟踪报道ꎬ 在市民中引起良好的反响ꎮ
«湛江日报» «湛江晚报» 开设 “创国家卫生城市ꎬ 建幸福美丽湛江”、 创卫动态、 创

卫大家谈等栏目和创卫曝光台ꎬ 定期、 不定期报道创卫活动情况ꎮ 湛江电视台制作创

卫公益广告ꎬ 每天播出 ５０ 次以上ꎮ «湛江日报» «湛江晚报» 每周刊登 ３ 次以上创卫

公益广告ꎬ 碧海银沙网、 湛江新闻网持续挂放创卫公益广告ꎮ 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和深

度ꎬ 提高全民参与创卫意识ꎬ 营造浓厚社会氛围ꎬ 形成人人关心创卫、 人人支持创

卫、 人人参与创卫的良好局面ꎮ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与市爱卫、 创卫工作的互动交流ꎬ
开通爱卫、 创卫热线ꎬ 认真处理群众投诉的 “脏乱差” 问题ꎬ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３ 年ꎬ 共

受理群众各类投诉 １１７４７ 宗次ꎬ 办结或回复 １１６１２ 宗次ꎬ 回复率 ９８ ８５％ꎮ 经调查ꎬ
群众对市区卫生状况满意率 ９３ ３％ꎮ

第九节　 实施环卫作业市场化

一、 环卫市场化启动

２０１５ 年初ꎬ 全面启动市区环卫作业实施市场化运作ꎬ 根据湛江市政府统一部署ꎬ
制定 «关于巩固和提升市区环卫作业质量和水平工作方案»ꎬ 提交 １ 月 ２９ 日市政府专

题会议进行研究ꎮ 会后印发 «关于市区环卫作业市场化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 (市政



　
　
　
　
湛
江
市
城
建
志

４４４　　

环卫设施采购项目交接仪式

府工作会议纪要 [２０１５] ２３ 号文)ꎬ 明确环卫改革的工作方向ꎮ
３ 月ꎬ 上报 «关于实施市区环卫作业市场化的请示» (湛城管 [２０１５] ４６ 号文)

和 «关于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市区实施环卫作业市场化的请示» (湛城管

[２０１５] ９８ 号文) 两个重要文件ꎮ ４ 月 １４ 日ꎬ 针对这两个文件ꎬ 市政府召开第 ６８ 次

常务会议研究讨论ꎬ 并印发 «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８) »ꎬ 原则上批准实施市区环

卫作业市场化ꎬ 吹响环卫市场化改革的号角ꎮ
为加快推动市区环卫作业市场化运作进程ꎬ 结合工作实际ꎬ 市政府就相关问题先

后接连召开三次专题会议ꎬ 并形成三份会议纪要ꎬ 即 «关于推进市区环卫作业市场

化工作的会议纪要» «关于市区实施环卫作业市场化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 和 «关于

市区环卫作业市场化工作的会议纪要» (详见市政府工作会议纪要 [２０１５] ７５ 号文、
[２０１５] ８８ 号文、 [２０１５] ９５ 号文)ꎬ 明确市区推行环卫作业市场化以各区政府 (管
委会) 为实施主体ꎬ 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 指导、 监督与考核ꎬ 为各区实施

环卫作业市场化招标提供版本ꎬ 制定相关标准与做法ꎮ
８ 至 ９ 月ꎬ 市辖五区环卫作业市场化项目陆续在市政府采购中心开标ꎬ 总中标价

为 １０７２７ ０８ 万元 (均为一次性中标)ꎬ 其中广州侨银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分别以

３４９６ ５６ 万元和 ３８１０ ４４ 万元中标赤坎区和霞山区ꎬ 东莞市家宝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分

别以 １３１９ ７５ 万元、 １０５４ ６１ 万元和 １０４５ ７２ 万元中标麻章区、 坡头区和开发区ꎮ 中

标后ꎬ 各区紧锣密鼓为移交工作作准备ꎮ
９ 月 １７ 日ꎬ 上报 «关于协调解决实施市区环卫作业服务市场化相关问题的请示»

(湛城管 [２０１５] ３００ 号文)ꎬ ９ 月 ２８ 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ꎬ 同意印发 «关于解决

实施市区环卫作业市场化相关问题的签报意见» [市人民政府办文呈批表 (办文编号

Ｋ１５６２０) ]ꎬ 为推动各区环卫作业市场化项目稳步、 顺利地移交给中标公司运作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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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的一步ꎮ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 上报 «关于湛江市区环卫作业市场化实施情况的报告» (湛城管

[２０１５] ３６３ 号文)ꎬ １２ 月 １ 日市政府召开研究推进市区环卫作业市场化工作会议

(移交协调会)ꎬ 并印发 «关于市区环卫作业市场化工作的会议纪要» (市政府工作会

议纪要 [２０１５] ２２７ 号文)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市政府再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ꎬ 对相关问题进一步统一意见ꎬ

形成会议纪要ꎮ ２ 月市区全面完成环卫作业市场化移交工作ꎬ 其中各区实施移交的时

间表如下: 赤坎区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底ꎬ 霞山区、 坡头区和开发区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麻

章区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正式交由市场化中标公司作业ꎮ

二、 环卫市场化运作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ꎬ 湛江实现 “市场化作业＋行政化监管” 的模式ꎬ 在推行这一

模式过程做到平稳过渡ꎮ

(一) 引进竞争机制ꎬ 提升环卫服务质量

通过测算本市环卫作业市场化的作业范围、 项目、 工程量和标准要求ꎬ 出台

«湛江市市区实施环卫作业服务市场化工作方案»ꎬ 按照行政区域 (赤坎区、 霞山区、
坡头区、 麻章区和开发区) 将环卫市场化作业分成 ５ 个标ꎬ 由各区政府 (管委会)
分别组织公开招投标ꎬ 并由各区环卫单位与中标方签订服务外包合同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通过公开招投标ꎬ 共有 ２ 家中标公司承担全市 ５ 个区的环卫保洁服务工作ꎬ 总中

标额 １０７２７ ０８ 万元ꎬ 每年服务费将按上年服务的 ５％递增ꎮ

(二) 妥善安置人员ꎬ 稳步推进改革工作

为保证环卫作业市场化稳定发展ꎬ 在进一步理顺市、 区两级环卫作业经费分担比

例的同时ꎬ 及时做好环卫工人的安置及环卫设备的处置工作ꎬ 确保环卫工人就业不受

影响ꎬ 维护环卫工人利益ꎬ 原则上由中标单位接收ꎬ 无法接收的ꎬ 将按 «劳动法»
有关规定给予补偿终止合同ꎻ 原环卫单位使用的环卫设备ꎬ 通过第三方评估后ꎬ 在服

务合同期内转租给中标公司使用ꎬ 每月租金收入用于抵扣中标方的服务费用ꎮ

(三) 严格监管制度ꎬ 强化城市管理部门职能

为加强环卫市场化的监管工作ꎬ 制定科学严密的监管考核制度ꎬ 对中标公司进行

考评ꎬ 建立奖罚机制ꎬ 对每月考核不达标的ꎬ 将扣减中标公司的服务费ꎬ 年终考核优

秀的ꎬ 给予中标公司奖励ꎮ 此外ꎬ 将聘请第三方进行日常监管ꎬ 结合市级数字化城管

平台做到精细化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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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作业市场化运作ꎬ 是顺应环卫事业改革潮流的重大举措ꎬ 也是湛江市推行政

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有益尝试ꎬ 不仅理顺环卫管理和作业体制ꎬ 而且城区环境卫生状况

得到持续改善ꎬ 对推动湛江市环卫事业发展具有历史前瞻性ꎮ

三、 环卫市场化管理

要有创新措施ꎬ 建立环卫作业市场化长效机制ꎬ 和多方联动的合作机制、 量化的

环卫作业机制、 公正的考核奖励机制和科学的生活垃圾分类机制ꎬ 加快循环城市建

设ꎬ 增加城市的整洁度和文明程度ꎬ 把湛江打造成为安全有序、 整洁舒适、 管理精细

的美丽城市ꎮ 具体做到:
(一) 建立健全环卫作业监督考核长效机制ꎮ 重新修订市区市容卫生监督考核办

法、 实施细则和考核标准ꎬ 完善监管考核机制ꎮ 各区政府 (管委会) 要落实环卫主

体责任ꎬ 加强考核人员业务培训ꎬ 提高考评能力ꎬ 对中标公司进行综合考核ꎬ 要充分

发挥区 “五城同创” 办、 街道办、 环卫处、 区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的作用ꎬ 建立长

效机制ꎬ 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ꎬ 不断巩固和提高环卫作业市场化质量和管理水

平ꎮ
(二) 切实加强市区建筑工地管理ꎮ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履行建筑工地管理主

体责任ꎬ 规范建筑垃圾的消纳处理ꎻ 要牵头组织市公安交警支队、 市城管执法局、 市

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开展对泥头车的常态化监管ꎬ 加大力度治理市区泥头车、 散体物料

运输车辆散落污染路面的行为ꎬ 同时将其职责覆盖至麻章区和坡头区ꎮ
(三) 加大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力度ꎮ 一是尽快采购需补充、 更换损坏的果皮箱、

垃圾桶ꎻ 二是继续增建建成区中转站、 公厕ꎬ 通过 “以补代建” 的方式推动市区镇

(街) 村垃圾中转站、 收集点 (屋) 和公厕的配套建设ꎻ 三是设置旧家具等大件垃圾

集中拆分处理场ꎬ 解决大件垃圾处置出路ꎮ 四是加大对农村环卫工作经费投入ꎬ 市、
区两级财政均应配置农村保洁经费ꎬ 纳入年初预算ꎬ 逐年提高补贴标准ꎬ 从根本上保

障推动环卫城乡一体化进程ꎮ
(四) 加强环卫工作精细化管理ꎮ 抓好环卫作业清扫保洁ꎬ 要及时清除碎石、 泥

沙和杂草等杂物ꎮ 各区要加大小广告整治的力度ꎬ 创造更好的城市环境ꎮ
(五) 加强环卫工人队伍建设ꎮ 各区政府 (管委会) 要督促环卫作业市场化中标

公司ꎬ 要认真履行合同和投标承诺ꎬ 切实维护好环卫工人的合法权益ꎬ 注意加强环卫

工人的业务培训和管理ꎬ 强化一线环卫工人安全意识ꎬ 确保生命财产安全ꎮ
(六) 加大 “六乱” 综合整治力度ꎮ 各区政府 (管委会) 要切实加大城区 “六

乱” 综合执法整治的力度ꎬ 打击和稳控 “六乱” 蔓延和抬头的现象ꎬ 市执法局采取

交叉执法、 错时执法等办法开展工作ꎬ 落实 “门前三包” 常管常治ꎮ
(七) 充分利用和发挥数字化城管平台的作用ꎮ 市区市容环卫考核工作并轨数字

化城管平台建设ꎬ 将市容卫生考评工作纳入市、 区两级城市数字化城管系统ꎬ 开发建

设环卫数字化考评子系统ꎬ 做到资源共享、 取长补短ꎬ 共同提升市容卫生管理水平ꎮ
(八) 继续加强环境卫生宣传教育ꎮ 各区政府 (管委会) 要充分利用电视、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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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网络、 公益广告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ꎬ 提高公众的环境卫生意识ꎬ 自觉养成良好

卫生习惯ꎬ 共同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ꎮ
(九) 加大环卫信息管理ꎮ 为进一步做好环卫作业市场化工作ꎬ 推进市区环卫作

业市场化顺利开展ꎬ 切实提高市区环卫作业市场化质量和管理水平ꎬ 创造更好的城市

环境ꎮ 通过建立 ｑｑ 群、 微信群和利用市数字化城管平台等方式ꎬ 加大环卫信息管理ꎬ
做到全天候、 全方位地监督考核ꎬ 发现问题及时跟踪和督促整改ꎮ

四、 环卫市场化考核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份ꎬ 市、 区两级同时对中标单位进行考核ꎬ 权重各占 ５０％ꎮ ５
月 １ 日起ꎬ 重新明确监管考核主体责任ꎮ 对市区环卫作业市场化中标公司的考核工

作ꎬ 全面下放至辖区政府 (管委会)ꎬ 实行区长负责制ꎬ 具体工作由辖区政府 (管委

会) 负责组织实施ꎬ 即市区环卫作业市场化监督考评工作不再分为市、 区两级各占

５０％权重考核ꎬ 全部由辖区负责组织考核ꎮ
市级考核ꎬ 调整为考评各区政府 (管委会) 环卫作业市场化工作状况的好坏ꎬ

根据考核成绩排名和成效ꎬ 实施奖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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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用事业

公用事业ꎬ 是服务于城市生产、 流通和居民生活的各项事业的总称ꎬ 主要包括自

来水、 电力、 煤气、 公共交通和邮政通讯等事业的发展历程ꎮ 截止 ２０１７ 年ꎬ 湛江市

区主要公用事业设施水平如下:
１ 市区燃气普及率 ９４ ３１％ꎮ
２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 １１ ３５ 标台ꎬ 公交出行比率 ２０ ６９％ꎮ
３ 城市道路照明装置率 ９９％ꎬ 亮灯率 ９８ ６％ꎮ
４ 市区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９ ６１ 平方米ꎮ
５ 用水普及率 ９２ ７９％ꎬ 水质综合合格率达 １００％ꎮ
６ 道路机械清扫率 ６４ ０４％ꎮ
７ 每万人拥有公厕 ４ ０３ 座ꎮ

第一节　 供　 水

宋代ꎬ 赤坎小商埠已开挖众多的泉眼水井ꎬ 鸭乸港附近海边 (今民主路至南华

广场) 一带分布着 １０ 个码头ꎬ 进埠货船渔船补给淡水在此落脚ꎬ 可到南华广场公园

仔、 井街、 水仙庙、 金铺井、 染房街、 福建街等水井吸水ꎮ 附近居民也是到这些水井

挑水饮用ꎮ 旅馆、 饮食店、 理发铺等单位用水ꎬ 雇佣专人挑水ꎮ 这些水井的水质清澈

透明ꎬ 但井口敞开ꎬ 居民以绳系或担杆勾住水桶打水ꎬ 井水易受污染ꎮ 伴随着市民饮

用井水ꎬ 出现以挑水为业维持生活的 “挑水夫”ꎬ 楼上用户通常在临街窗口安装滑轮

拉吊水桶ꎬ 每桶水付人工费五分、 一角钱不等ꎮ

一、 供水概述

新中国成立前ꎬ 湛江城区没有自来水ꎬ 市政供水设施一无所有ꎬ 市民生活和生产

用水要靠挖井取水ꎬ 一般挖井深 ５~１０ 米ꎬ 水质未经过滤消毒处理ꎬ 直接饮用ꎮ 广州

湾租借地时期ꎬ 法国统治者也曾用竹筒在西营市区中心打井取水ꎬ 由于水质未经过滤

处理ꎬ 含铁量较高ꎬ 不宜饮用ꎬ 只作洗衣物之用ꎮ
【湛江市海西区—霞赤供水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ꎬ １９５４ 年成立湛江市自来水公司

筹建委员会ꎬ 具体组织自来水厂的筹建工作ꎮ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湛江市第一间水

厂———霞山龙划水厂正式动工兴建ꎮ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 １０ 日正式投产ꎬ 供水能力约

１５００ｍ３ /日ꎬ 结束湛江市没有自来水的历史ꎮ 同年ꎬ 成立湛江市自来水公司ꎮ 初时ꎬ
整个市区供水管网总长度仅为 ５ 千米ꎬ 装表数为 ４５ 户ꎬ 直接用水普及率仅为 ０ ０５％ꎬ
居民用水大部分仍未能直接供应到户ꎬ 只能在居民集中的地方设立售水站ꎬ 供市民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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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厂

水使用ꎮ 当年底ꎬ 市区给水管网长 １６ １ 千米ꎬ 年供水量 ４６ ６９ 万吨ꎬ 居民用水普及

率 ２０％ꎮ
萌芽中的湛江供水事业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与指导ꎬ １９５７ 年ꎬ 朱德、

叶剑英、 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先后考察湛江ꎬ 并视察龙划水厂ꎮ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湛

江供水事业的关心ꎬ 给自来水职工带来极大的鼓舞ꎬ 有力促进湛江供水事业的发展ꎮ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ꎬ 市政府投资建设赤坎创业路水厂ꎬ 占地 ３００ 平方米ꎬ 打井以电动水泵

抽水ꎬ 是年 “五一” 开始向市民供水ꎬ 日供水量仅 ０ ５ 万吨ꎮ 由于水量小ꎬ 加之供

水管网少ꎬ 自来水未能直通各家各户ꎬ 自来水公司则在中华、 中山、 寸金、 民主等街

道的中心地带设立售水站ꎬ 每到中午、 傍晚收工放学ꎬ 人们担着水桶在售水站 “排
长龙” 等候取水ꎬ 在规定时间到自来水公司营业所缴交水费ꎬ 每吨 ０ ２ 元ꎮ 城区内许

多大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工厂企业基本上自行打深井、 建水塔、 铺水管ꎬ 使用地下水ꎮ
这种供水状况一直维持至 １９８５ 年ꎮ

随着城市发展ꎬ 工业和生活用水量与日俱增ꎬ １９８５ 年赤坎水厂迁往陈屋港村西

边ꎬ 新建赤坎水厂占地面积 ２ 公顷ꎬ 拥有高低机泵 １２ 台ꎬ 深井泵 ５ 台、 容量 ２５００ 立

方米ꎬ 清水池 ２ 个ꎬ 以赤坎水库为主要水源ꎬ 并兼用 ４ 口地下水源井ꎬ 日供水能力

４ ５ 万吨ꎮ 是年ꎬ 市自来水公司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中型企业ꎬ 拥有职工 ７００ 多人ꎬ
供水厂 ７ 座ꎬ 全部分布霞赤两地ꎬ 市区管网形成环形供水ꎬ 遍及城区各个街道、 社

区、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ꎬ 取消赤坎所有售水站ꎬ 安装水表到户ꎬ 按照水表行度收款ꎮ
市区日产水量 ２０ 万吨ꎬ 年供水总量 ４５６９ 万吨ꎬ 居民用水普及率 ９６ ６％ꎬ 人均生活用

水量 ２２１ 升 /日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市区供水量 ８８００ 万吨ꎬ 售水量 ７３５０ 万吨ꎬ 年总产值 ６０００
多万元ꎮ 居民用水普及区率达到 ９８ ８％ꎬ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用水普及率达到 １００％ꎬ
自来水售价: 生活用水每吨 ０ ７５ 元ꎬ 工业用水每吨 １ ２５ 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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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０　　 二、 水资源及水源厂的建设

湛江市市区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ꎬ 是以地下水为主ꎬ 地面水为辅ꎮ

(一) 水资源的概况

１ 地下水资源

湛江市区地质大部分属第三系和第四系松散岩类及火山岩地层组成ꎬ 为盆地构

造ꎮ 从总体上看ꎬ 地下水储藏量较丰富ꎬ 主要富水区分布在龙划、 临东、 屋山一带ꎬ
可分浅、 中、 深三类含水层ꎮ

湛江市的村镇和农业用水多开采浅层水ꎬ 城市生产、 生活用水则多开采中、 深层

承压水ꎮ 截至 １９７７ 年底ꎬ 共打井 ４６７ 口ꎬ 市区地下水总开采量约 ４０ ３ 万吨 /日ꎬ 已

经形成漏斗状ꎬ 中心水位最大下降 ２０ 米ꎮ 地下水含铁量 (１０ｍｇ / Ｌ ) 超标准ꎬ 水质

需要除铁处理ꎬ 其他指标均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ꎮ
２ 地面水资源

湛江市没有可作为城市供水水源的天然大河流ꎮ 地面水主要靠人工建成鹤地水

库、 赤坎水库、 合流水库、 官田水库等筑坝储水ꎬ 最大地面水源是鹤地水库及雷州青

年运河大小渠道组成的人工水系ꎮ
鹤地水库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动工ꎬ 翌年 ９ 月建成ꎬ 集水面积 １４４０ 平方千米ꎬ 总

库容 １１ ５１ 亿立方米ꎬ 水源经青年运河、 东海河转入鸭槽干渠ꎬ 进入赤坎水库ꎮ
赤坎水库始建于 １９５８ 年ꎬ １９６０ 年建成ꎬ 集水面积 ５８ 平方千米ꎬ 年产水量 ６０００

万立方米ꎬ 库容量 １５０ 万立方米ꎬ 水位按黄河系标高 １４ 米ꎬ 冬季加高 ０ ５ 米ꎬ 库容

可达 １７６ 万立方米ꎮ 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成立赤坎水库管理所ꎬ 隶属市自来水公司管辖ꎮ
１９８４ 年ꎬ 经市政府批准ꎬ 该所及赤坎水库移交给雷州青年运河管理局管辖ꎮ 该局保

证供给市自来水公司水量 ２０ 万吨 /日ꎮ 为了满足城市发展需要ꎬ １９９３ 年湛江市将鹤

地调水引入市区工程提上议程ꎬ １９９７ 年获得原国家计委会批准立项ꎬ 但因各种原因

暂停实施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启动实施从鹤地水库调水引入市区工程ꎬ 安装管径

ＤＮ２６００ 水管ꎬ 总长 ６２ ９７ 千米ꎬ 供水规模为 ８５ 万立方米 /日ꎮ

(二) 水源厂的兴建

水ꎬ 是城市的命脉ꎮ 湛江供水事业的发展经历几个时期:
１ “一五” 期间 (１９５３ 年~１９５７ 年) 兴建龙划水厂、 绿塘水厂ꎮ
【龙划水厂】 １９５４ 年成立湛江市自来水公司筹建处ꎬ 由戴洪同志任主任ꎬ 潘培同

志任副主任ꎮ １９５５ 年中央投资 ２４０ 万元ꎬ 并由地质部组建九四三水文工程地质队ꎬ
为湛江市勘查地下水资源ꎮ 地质部邀请地方派员参加管理ꎬ 市派戴洪同志兼任该组组

长ꎬ 地质部的张治平同志为专职技术队长ꎮ 陈华福同志任生产组长ꎬ 带领原市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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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委员会钻探组全部人员和机械设备组参加九四三队ꎬ 对湛江市进行水文地质勘探ꎮ
根据勘探结果ꎬ 发现在龙划村带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ꎬ 属市区的富水区域ꎮ 因

此ꎬ 决定把第一间自来水厂地址定在龙划村西边ꎬ 并根据地名而称为龙划水厂ꎮ
在筹建这间自来水厂过程中ꎬ 省有关部门从有近 ５０ 年建厂历史且技术力量雄厚

的广州市自来水公司ꎬ 派出 ４８ 名技术工人、 干部来支援湛江市龙划水厂的建设ꎮ 该

厂的厂房、 供水构筑物等设施均由广州市自来水公司负责设计ꎮ 于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动工

兴建ꎬ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 １０ 日竣工投产ꎮ 当时建厂包括一厂两站ꎬ 占地面积共 ２９０３９ 平方

米ꎮ 建厂初期日供水能力为 １ 万吨ꎬ 实际日供水量 ０. ５ 万吨ꎬ 主要向港口、 铁路及

霞山片部分居民供水ꎮ 投产时市区人口 ６ 万多人ꎬ 用水普及率达 ４０％ꎮ 与这第一间自

来水厂建成的同时ꎬ 正式成立湛江市自来水公司ꎬ 潘培担任公司第一任经理ꎮ 从此ꎬ
湛江市人民饮上清洁卫生的自来水ꎮ

中央领导同志对湛江市人民用水十分关心ꎬ 朱德、 陈云、 刘伯承、 叶剑英等老一

辈革命家曾于 １９５７ 年至 １９５８ 年来湛期间ꎬ 先后亲临龙划水厂视察ꎮ １９６６ 年ꎬ 龙划水

厂划让 ９６２０ 平方米土地筹建湛江酒厂ꎬ 占地面积缩小为 １９４１９ 平方米ꎬ 已发展为一

厂四站ꎬ 职工 ４６ 人ꎬ 拥有水源井 ８ 口ꎬ 深井泵 １０ 台ꎬ 清水池 ２ 个ꎬ 容量 ２０００ 立方

米ꎬ 平均日供水量达 ３ ６ 万吨ꎮ 这间运行 ６０ 多年的老厂ꎬ 至今仍日夜不停地涌出汨

汨清泉ꎬ 为湛江经济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ꎮ
【绿塘水厂】 建于 １９５７ 年ꎬ 位于绿塘村西边的上坑岭顶ꎬ 又叫山顶水厂ꎬ 占地

面积 １８９３４ 平方米ꎬ 由省投资 ６０ 万元兴建ꎮ 下有绿塘抽水站ꎬ 拥有水源井 ３ 口ꎬ 深

井泵 ３ 台ꎬ 容量 １５０ 立方米的清水池 ２ 个ꎮ 现有供水能力 ０ ４８ 万吨 /日ꎬ 职工 ３２ 人ꎮ
该厂主要取其居高临下地势ꎬ 可直接供水给用户ꎮ 主要供新村片的工业和生活用水ꎮ
如遇市区供水量不足ꎬ 也适量放水调节市区供水压力ꎮ

２ “大跃进” 和调整时期 (１９５８ 年~１９６５ 年) 兴建赤坎水厂

【赤坎水厂】 于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 １ 日打井建厂ꎬ “五一” 劳动节开始供水ꎬ 仅用一个

月时间建成投产ꎮ 原址在创业路中段ꎬ 占地面积 ３００ 平方米ꎬ 当时日供水能力只有

０ ５ 万吨ꎬ 解决部分工业和生活用水ꎮ
随着城市的发展ꎬ 工业和生活用水量与日俱增ꎬ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ꎬ 赤坎水厂由创业

路搬迁ꎬ 选址陈屋港村西边荒地新建赤坎水厂ꎬ 占地面积 ２ 万平方米ꎬ 拥有高低机泵

１２ 台ꎬ 深井泵 ５ 台、 容量 ２５００ 立方米ꎬ 清水池 ２ 个ꎬ 以赤坎水库为主要水源ꎬ 并兼

用 ４ 口地下水源井ꎬ 日供水能力 ４ ５ 万吨ꎬ 职工 ３６ 人ꎮ 新建赤坎水厂投产后ꎬ 赤坎

管网形成环形供水ꎬ 遍及城区各个街道、 社区、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ꎬ 取消赤坎所有售

水站ꎬ 安装水表到户ꎬ 按照水表行度收款ꎮ １９９０ 年ꎬ 赤坎水厂经过两次扩建增容后ꎬ
加大干管口径ꎬ 延伸网管长度ꎬ 至 ２０００ 年供水能力达到 ８ ３ 万吨 /日ꎬ 居民用水普及

区率达到 ９８ ８％ꎬ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用水普及率达到 １００％ꎮ 自来水售价: 生活用水

每吨 ０ ７５ 元ꎬ 工业用水每吨 １ ２５ 元ꎮ
３ 十年动乱时期 (１９６６ 年~１９７６ 年) 兴建霞山水厂、 东山水厂和重新兴建赤坎

水厂ꎮ
文革时期ꎬ 学校停课ꎬ 工厂停工ꎬ 百业不振ꎮ 但城市人口持续增长ꎬ 城市用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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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　　
需求矛盾日益突出ꎮ 原有龙划、 绿塘两间水厂的供水量已不能适应城市用水的需要ꎮ
文革后期ꎬ 为缓和城市供水ꎬ 陆续开辟霞山水厂、 东山水厂和赤坎水厂的新水源ꎮ

【霞山水厂】 建于 １９７１ 年ꎬ 位于人民大道南段ꎮ 原占地面积 ２２０８０ 平方米ꎬ 后于

１９７４ 年划让 １８００ 平方米给霞湖公园修建门口ꎬ 现实际面积 ２０１９０ 平方米ꎮ 下设两个

抽水站ꎬ 水源井 ７ 口ꎬ 容量 １６００ 立方米ꎬ 清水池一个ꎬ 日供水能力 １ ９２ 万吨ꎬ 职工

３３ 人ꎮ 该厂建成投产后ꎬ 于 １９７６ 年ꎬ 市自来水公司总部由龙划水厂搬迁于此ꎮ 以此

厂为核心ꎬ 又名中心水厂ꎮ ２０１９ 年新建霞山水厂ꎬ 此中心水厂关闭ꎮ
同年ꎬ 赤坎水厂由创业路搬迁ꎬ 选址陈屋村西边荒地重建ꎮ
【东山水厂】 建于 １９７４ 年ꎬ 位于东山村东北边ꎬ 占地面积 ７２７９ 平方米ꎮ 下设东

山、 社坛两个抽水站ꎬ 水源井 ９ 口ꎬ 深水泵 ７ 台ꎬ 清水池 ２ 个ꎬ 容量 ３０００ 立方米ꎮ
日供水能力 ３ ２ 万吨ꎬ 职工 ４０ 人ꎮ 主要向海头、 新村片供水ꎮ

４ “四化” 建设时期 (１９７６ 年~１９８５ 年) 兴建海滨水厂、 临东水厂ꎮ
【海滨水产】 建于 １９８１ 年ꎬ 位于绿塘桥西南侧绿塘河边ꎬ 占地面积 ４１２７ 平方米ꎬ

由自来水公司自筹资金 ６４ 万元建成ꎮ 下设海滨抽水站ꎬ 水源井 ５ 口ꎬ 深井泵 ５ 台ꎬ
容量 １０００ 立方米ꎬ 清水池一个ꎬ 职工 ３１ 人ꎬ 日供水能力 １ ８ 万吨ꎮ 主要向市第二人

民医院、 海滨宾馆、 平乐码头一带供水ꎮ
【临东水厂】 该厂是市自来水公司下属七个水源厂中规模最大ꎬ 设备最完善、 供

水能力最高、 投资额最多的一间水源厂ꎬ 总投资 ５５０ 万元ꎬ 其中国家交通部投资 ２５０
万元ꎮ 于 １９７７ 年破土动工ꎬ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 １ 日竣工投产ꎮ 该厂位于临东村西北边ꎬ 下

设 ５ 个抽水站ꎬ 总占地面积 ３１８６８ 平方米ꎮ 根据湛江市地下水源分布情况ꎬ 为合理利

用地下水资源ꎬ 经过多方论证后ꎬ 确定选择临东这一带极强富水区建厂ꎮ 该厂由省建

筑设计院设计ꎬ 采用分期建设ꎬ 逐年发展的方针ꎮ 第一期建设容量 ３５００ 立方米清水

池一个及一组滤池ꎬ 高、 低压泵房等设施ꎮ 下属的 ５ 个抽水站ꎬ 第一期先建成投产有

鹿渚、 客路 ２ 个站ꎬ 深井泵 ９ 台ꎬ 水源井 ９ 口ꎮ 供水能力 ３ ６ 万吨 /日ꎮ 主要向港务

局和市区供水ꎮ 该厂在施工过程中ꎬ 遇到最大困难就是安装从厂区到市区 ９ 千米的

Φ８００ｍ / ｍ 总输水管道ꎮ 安装如此大口径ꎬ 如此笨重的水泥管道ꎬ 历史上还是第一次ꎮ
因此ꎬ 技术力量、 机械设备都不适应ꎮ 加之沿途要经过农田和公路桥梁ꎬ 给工程施工

增加了困难ꎮ 为加快工程进度ꎬ 使临东水厂早日投产而组成工程指挥部ꎮ 市自来水公

司 ４ 名正、 副经理在工地上安营扎寨ꎬ 分段负责施工ꎮ 四段管道安装工程同时动工ꎬ
互相竞赛ꎬ 加快工程进度ꎬ 只用 ４ 个月时间就完成总管道安装工程ꎬ 使临东水厂比原

计划提前 ３ 个月投产ꎬ 大大地缓和城市用水的供求矛盾ꎮ
５ 扩建拓展时期 (１９８６ 年 ~ ２０１６ 年) 接管坡头区、 麻章区水厂ꎬ 兴建屋山水

厂、 东海岛水厂ꎮ
【湛江市海东区—坡头区供水情况】
坡头城区生活用水主要由南油水厂供给ꎮ １９７４ 年ꎬ 在南油第一生活区建成供水

站ꎬ 水塔高 ２６ 米ꎬ 清水池分别为 ２×１０００ 立方米ꎮ １９７９ 年增建 １５００ 方米清水池 １ 座ꎮ
同年ꎬ 建成南油第二生生活区和第三生活区供水站ꎬ 清水池分别为 ２×１０００ 立方米和

２×１５００ 立方米ꎮ １９８３ 年ꎬ 建成南油第四生活区供水站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在南油第二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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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管道接驳

建成 ３ 台清水泵、 １０００ 立方米清水池 ２ 座ꎮ 同年ꎬ 铺设南油第二至第五生活区 ２ＯＯＯ
多米供水管道ꎬ 实现南油第二生活区和第五生活区供水系统联网ꎮ １９９０ 年铺设南油

第四生活区至第五生活区供水管道ꎬ 实现南油第四生活区、 第五生活区和第二生活区

的供水系统联网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对南油第四生活区 ２ 座过速池进行技术改造ꎬ 解决该区饮用水含铁量

趦标准的问题ꎮ 同年ꎬ 对南油第一生活区供水站设备进行更新ꎬ 新增清水泵 ２ 台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ꎬ 在游泳场 ２ 号井安装第一台潜水泵ꎬ 取代深井泵ꎮ 新型潜水系具有节

能和安装维修方便等特点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南油第二生活区供水站内打新井 １ 口ꎬ 安装潜

水泵 １ 台ꎮ 同年ꎬ 更换南油第一生活区供水站内旧型号清水泵 ２ 台ꎮ 是年 １０ 月ꎬ 在

儿童乐园内东北角打新井 １ 口ꎬ 投资 ２ ８５ 万元ꎬ 建成面积 ３０ ５２ 平方米圆形深水泵

房 １ 间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第五生活区新加压站投人使用ꎮ 同年 ８ 月ꎬ 南油投资 ６ ３５ 万元ꎬ
在第三生活区建成 ４２ 平方米供水泵房 １ 间ꎮ １９９５ 年在各生活区供水站总出水口取

样ꎬ 在基地所有深井取原水样ꎬ 到广东省防疫站进行化验分析ꎬ 数据显示除第一生活

区供水站内老 ２ 号井水质 ａ 元素含量稍有偏高外ꎬ 其余深井原水未发现有害物质ꎬ 符

合国家饮用水标准ꎮ 同年ꎬ 第一生活区供水站内老 ２ 号井停止使用ꎬ 并在第一、 三生

活区供水站内和特普公司磁带库西侧各打 １ 口深井ꎬ 在第五生活区加压站内打 ２ 口深

井ꎮ
除南油水厂外ꎬ 向城区供水的还有坡头水厂ꎮ 该厂于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动工ꎬ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竣工ꎬ 民间私企投资 １６０ 万元ꎬ 设计供水能力 ２ 万吨 /日ꎬ 主要向坡头镇、 坡头

区灯塔路和沟尾片供水ꎮ
【麻章自来水厂】 位于麻章区合流水库东侧 (原市甘蔗良种场内)ꎬ 总占地面积

３ ４９０５ 公顷 (约 ５２ ３６ 亩)ꎬ 项目采用常规处理工艺ꎬ 预留预处理和深度处理工艺ꎬ
工程总投资 １ ２８ 亿元ꎬ 供水能力 ７ ５ 万吨 /日ꎬ 使用地表水源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开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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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建设ꎬ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完工投产ꎮ 该厂建成投产后ꎬ 彻底解决麻章区供水不足的现状ꎬ
满足麻章区内居民及工业园区、 大专院校和医院等单位和周边的 １３ 个自然村用水需

求ꎬ 服务用户 １ ５ 万户ꎬ 约 ８ 万人ꎮ 供水高峰期可辐射赤坎区、 开发区一带供水ꎬ 从

而也大大提高市区自来水供水结构中地表水源的比例ꎬ 能有效改善主城区供水的水质

水量水压ꎬ 为按省委省政府要求 ２０１８ 年后逐步关停地下水厂提供可靠支撑ꎮ
【屋山水厂】 建于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ꎬ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１ 日竣工投产ꎮ 总投资 ３０８ 万元ꎬ

其中 ２０５ 万元为职工集资款ꎮ 设计供水能力 ２ ４ 万吨 /日ꎬ １９９０ 年实际供水量 ２ ８６ 万

吨 /日ꎮ
【东海岛自来水厂】 东海岛原有民安、 龙辉等小型水厂ꎬ 满足不了岛上居民用水

需要ꎮ 新建东海岛自来水厂位于东山街道调伦村东海大道以北、 什足河以东、 规划东

成大道以南ꎬ 占地面积 １０ ０２６ 公顷ꎬ 总投资 ４ ３２ 亿元ꎮ 远期总规模 ５０ 万吨 /天ꎬ 近

期分两次实施ꎬ 一期 １５ 万吨 /日ꎬ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竣工ꎻ 二期达到 ２５ 万吨 /日ꎮ 水源取自

鉴江供水枢纽工程输送水ꎬ 水质达到或优于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Ⅲ类水标准ꎮ
水厂按照国内最新设计标准ꎬ 以一流水平建设ꎬ 水厂建成后ꎬ 水厂出水水质满足

«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 要求ꎬ 彻底改变岛内居民饮用水、 工业用水、 畜牧养殖用水

过度依赖地下水的现状ꎬ 能有效预防地下水过度开采可能导致地表塌陷、 陆地下沉的

危害ꎬ 切实保障居民饮用水安全卫生ꎬ 满足钢铁配套基地生活用水、 石化基地生产生

活用水及外围工业用水需求ꎬ 有利于助推东海岛经济社会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ꎮ
【新建霞山水厂】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 湛江市霞山水厂供水一期工程顺利竣工ꎬ 试运

行投产ꎬ 标志着湛江主城区超过 ６０ 万居民从此告别一直饮用地下水为主的时代ꎮ 这

是湛江市供水事业发展 ６０ 多年来单次新建的最大地表水源供水项目ꎬ 同时关闭原霞

山水厂 (１９７１ 年建地下水源厂)ꎮ 项目总投资约 １４ 亿元ꎬ 整体工程包括建设日供水

规模为 ２５ 万立方米的霞山水厂ꎬ 以及建设总长约 ３５ ７ 公里的配套管网ꎮ 工程以鹤地

水库为水源引水至合流水库ꎬ 经合流水库建泵加压后取水至位于霞山区西厅外村的湛

江市供水一期工程水厂ꎮ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从根本上推动湛江市主城区逐步告别地下

水源为主的供水时代ꎬ 从源头上改善市区供水的水质水压ꎬ 对确保全市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具有重大意义ꎮ

三、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服务

自来水工艺流程ꎬ 经过由水源水———低压泵———混和 (曝气) 投加药剂———沉

淀———过滤———消毒———储水池———高压泵———用户等流程ꎮ
(一) 自来水生产设备的改造更新

水源井: 湛江市自 １９５６ 年建成龙划水厂钻第一口水源井ꎬ 至 １９８５ 年ꎬ 共有水源

井 ４６ 口ꎬ 分浅、 中、 深三层取水ꎬ 日取水量 １３ 万吨ꎮ 水源井材料亦可分为早期、 中

期、 近期三个不同时期ꎮ 早期 (以 ５０ 年代中到 ６０ 年代初) 主要用木井管ꎬ 管外再包

扎椰棕ꎬ 只能用作浅、 中层水源井的井管ꎮ 用此材料作井管寿命短ꎬ 一般只能用一年

左右ꎮ 龙划水厂初期钻井都是用这样的材料ꎮ 中期 (６０ 年代后期至 ７０ 年代初)ꎬ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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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均改用铸铁管材ꎮ 用铸铁管钻孔后ꎬ 外面包扎塑料网或绕塑料丝ꎮ 此材料用作井管

可作大口径和深井管ꎬ 一般寿命 ３~４ 年ꎮ 近期 (７０ 年代后期至 ８０ 年代初)ꎬ 改用无

缝钢管ꎬ 外面绕缠铜线ꎮ 用此材料大大延长水源井的使用寿命ꎮ
高低压设备: 建厂初期至 ６０ 年代初ꎬ 由于地下水水位高ꎬ 打井后地下水一般可

喷射高出地面 １３ 米ꎬ 利用地下水承压作用自流至厂内的沉淀池ꎮ 后来水位逐年下降ꎬ
才使用低压离心泵抽水ꎮ 随着地下水位一再下降ꎮ 离心泵抽水量逐年减少ꎬ 甚至没法

抽水ꎮ 只好挖沉井ꎬ 降低离心泵位ꎮ 一般挖沉井深 ８ ~ １０ 米ꎬ 管径 Φ５~ ８ 米ꎬ 可容 ２
~３ 台离心泵抽水ꎮ 随着地下水位持续下降ꎬ 挖沉井降低离心泵位的方法也没法增加

抽水量ꎬ 且挖深井耗资大ꎬ 占地多ꎬ 操作不便ꎮ 从 １９７２ 年开始ꎬ 水源井逐步使用深

井泵抽水ꎮ 至 １９８６ 年止ꎬ 市自来水公司已全部采用深井泵抽水ꎬ 淘汰低压离心泵ꎮ
(二) 净水工艺不断改进ꎬ 逐年提高效益ꎮ 从 ５０ 年代的混合沉淀到槽式、 曝气ꎮ

滤池由普通快速滤池发展为虹吸滤池ꎮ 水质除铁技术亦使用新工艺ꎬ 由原来的一般滤

池沙改进为增加煤粒和旧滤料ꎬ 提高除铁效果ꎮ
(三) 输水管道ꎬ １９５６ 年湛江市区刚用上自来水时ꎬ 只有龙划水厂ꎬ 全市主要输

水干管只有工农路 Φ４００ｍ / ｍ 铸铁总管ꎬ 以该管道为中轴向市区延伸ꎮ 至 １９８５ 年ꎬ
由于在市区中心、 市区的西北边陆续建起 ５ 间水厂ꎬ 形成四周向市区供水的格局ꎬ 同

时形成环形供水管网ꎬ 最大输水干管为 Φ８００ｍ / ｍ 水泥管ꎮ Φ４００ｍ / ｍ ~ Φ８００ｍ / ｍ 输

水干管总长度 ３３ ８ 千米ꎮ
(四) 自来水供应

湛江市城市用水分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ꎮ 以生活用水为主ꎬ 占城市用水总量

７０％ꎮ １９５６ 年ꎬ 只能供应港口和市区部分居民用水ꎬ 近郊都未用上自来水ꎬ 全市用水

普及率 ４０％ꎬ 且大部分以设立售水站卖水为主ꎬ 附近居民要到售水站担水ꎮ 用户每月

到自来水公司营业所缴交水费ꎮ 到 １９８５ 年ꎬ 已发展到近郊都用上自来水ꎬ 全市用水

普及率达 ９８％ꎮ 市区基本上取消售水站ꎬ 安装水表到户ꎬ 按水表行度收费ꎮ 为方便用

户ꎬ 提高社会效益ꎬ 实行上门收费ꎬ 设立日夜值班报修电话ꎬ 及时修漏ꎬ 为用户服

务ꎮ
自来水售价在 １９５６ 年投产时ꎬ 工业用水每吨收费 ０ １３ 元ꎬ 生活用水每吨 ０ ２

元ꎬ 每吨水成本 ０ ０７ 元ꎮ 至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１ 日工业用水售价提为与生活用水一样ꎬ 每

吨 ０ ２ 元ꎮ 且与 １９８１ 年开始实行 “以水养水”ꎬ 至 １９８５ 年共自筹资金发展生产达

５４４ ７７ 万元ꎮ

四、 公司机构设置及供水管理

(一) 公司机构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成立湛江市自来水公司ꎬ 科级企业编制ꎬ 机构设置分三级 (经理、
股、 班组)ꎬ 全司职工 ４４ 人ꎮ 另外ꎬ 广州市自来水公司调派援湛建厂人员 ４７ 人ꎬ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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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愿留下工作 １４ 人ꎮ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升格为副局 (处) 级ꎬ 更名为湛江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ꎮ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经历 １７ 届领导班子ꎬ 主要负责人分别是:

第一届 (１９５６ ０２—１９５９ ０３) 经理潘培 (兼党支部书记)、 副经理梁伟英ꎬ 下设

人保股、 生产技术股、 财务股、 秘书股ꎮ
第二届 (１９５９ ０３—１９６１ ０１) 经理张连生ꎬ 副经理周灼尧ꎬ 党支部书记陈志钦ꎮ
第三届 (１９６１ ０１—１９６８ ０９) 经理 (空缺)ꎬ 副经理周灼尧ꎬ 兼任革委会主任

(文革期间)、 副主任梁景清ꎬ 党支部副书记李太明ꎮ
第四届 (１９６８ ０９—１９７５ ０９) 革委会主任周灼尧ꎬ 兼副经理ꎬ 副主任陈明经、 梁

景清、 许绵理、 莫东福ꎬ 党支部书记占光景ꎮ
第五届 (１９７６ ０７—１９７８ ０７) 革委会主任占光景ꎬ 副主任殷福、 许锦理、 莫东

福ꎮ
第六届 (１９７８ ０７—１９８１ １２) 党总支书记兼经理占光景、 副经理许锦理、 莫东

福、 殷福、 梁振文、 张罗清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撤销革委会ꎬ 恢复经理室)ꎮ
第七届 (１９８１ １２—１９８４ ０３) 经理许钦ꎬ 副经理莫东福、 殷福、 梁振文、 梁树

志、 张罗清、 梁连元ꎬ 党总支书记占光景ꎮ
第八届 (１９８４ ０３—１９８７ ０１) 经理单钧尧ꎬ 副经理莫东福、 梁连元、 梁树志ꎬ 党

总支书记陈裕桂ꎮ
第九届 (１９８７ ０５—１９９２ ０４) 经理陈华福ꎬ 副经理单均尧、 莫东福、 梁树志、 陈

华助ꎮ
第十届 (１９９２ ０４—１９９４ １２) 经理陈华助ꎬ 副经理单均尧、 莫东福、 梁树志ꎮ
第十一届 (１９９５ ０５—２００５ １１) 经理陈先进ꎬ 副经理单均尧、 莫东福、 李康扶、

梁树志、 王仲新、 郑洪海ꎮ
第十二届 (２００５ １１—２０１２ ０４) 经理卢跃飞ꎬ 副经理李康扶、 王仲新、 郑洪海ꎮ
第十三届 (２００７ ２—２０１０ ５) 改称总经理卢跃飞ꎬ 副总经理李康扶、 王仲新、 郑

洪海、 罗剑挺ꎮ
第十四届 (２０１０ ６—２０１２ ４) 成立湛江市水务集团ꎬ 董事长卢跃飞ꎬ 总经理陈志

鸿ꎬ 副总经理叶忠友、 罗剑挺、 颜斌、 郑洪海、 李康扶、 王仲新ꎮ
第十五届 (２０１２ ５－２０１２ ４) 董事长卢跃飞ꎬ 副董事长陈志鸿ꎬ 副总经理陈志

鸿、 叶忠友、 罗剑挺、 颜斌ꎮ
第十六届 (２０１２ ０４—２０１５ ０７) 董事长李雄伟ꎬ 副董事长陈志鸿ꎬ 副总经理陈志

鸿、 叶忠友、 罗剑挺、 颜斌ꎮ
第十七届 (２０１５ ７—今) 董事长康广全ꎬ 副董事长陈志鸿ꎬ 副总经理陈志鸿、

罗剑挺、 梁发扬、 何仕勋ꎮ
早期ꎬ 公司机构设置为七个股 (生计股、 动设股、 劳资股、 行秘股、 保卫股、

财务股、 材供股)ꎻ 一室 (党总支办公室)ꎮ 下设二队 (安装队、 钻井队)ꎬ 二所 (霞
山营业所、 赤坎营业所)ꎬ 一处 (赤坎管理处)ꎬ 七个供水厂及一个机修厂ꎮ 全司职

工 ７６５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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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司机构如下:

(二) 供水管理及对外服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印发 «湛江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 湛府 〔２０１３〕
６０ 号文件ꎬ 从法律层面加强市区公共供水管理ꎮ

１、 驻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ꎬ 霞山、 赤坎、 麻章、 坡头、 东海营业所ꎮ 湛江市水

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在驻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 赤坎区、 霞山区、 麻章区、 坡头

区、 东海岛开发区设立营业大厅ꎬ 负责办理改移水表、 报停、 复水、 更名过户及查询

水费、 单位水费转帐托收、 收缴银行代收用户拖欠水费、 用水报装等业务ꎮ
２、 ２４ 小时服务热线 (２２２２２２９)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ꎬ 湛江市自来水公司首次开通

供水服务热线电话ꎬ 主要受理用户对任何用水问题的咨询、 投诉、 建议ꎬ 以及受理市

民的自来水报漏、 报修ꎬ 接受市民的办事信息公开查询等业务ꎮ 8 1 3 0 8 4 3 2

在企业管理方面ꎬ 建立岗位责任制和财务、 材料、 房屋等方面的管理制度ꎮ 在工

业学大庆运动中ꎬ 于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经省经委批准成为 “大庆式企业 “ꎮ 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ꎬ 先后在安装队、 铸造车间、 钻井队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ꎮ 在抓好企业

管理的同时ꎬ 积极开展科研工作ꎬ １９７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至 ２６ 日在湛江市召开中南五省

(区) 地下水除铁技术交流座谈会ꎬ 到会代表 ７２ 名ꎬ 该公司在会上作 “多种曝气形

式ꎬ 石英砂除铁” 经验介绍ꎮ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 ２２ 日至 ３０ 日在湛江市召开 “中国地下水

除铁除锰学会成立大会”ꎬ 该公司在会上介绍地下水除铁除锰技术的经验ꎮ
湛江市供水事业经过 ６０ 年发展ꎬ 供水量从 １９５６ 年建厂初期的 ０ ５ 万吨 /日ꎬ 增

至 ２０１６ 年 ４１ 万吨 /日ꎬ 湛江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由一个几十人的小型企业发展

为一个近千人初具规模的中型企业ꎬ 拥有 １３ 间供水厂ꎬ 其中 １１ 间地下水源水厂ꎬ 分

别是东简水厂、 临东水厂、 龙划水厂、 坡头水厂、 霞山水厂、 东山水厂、 海滨水厂、
屋山水厂、 麻章水厂、 东菊水厂、 平乐水厂ꎻ ２ 间地表水源水厂ꎬ 分别是赤坎水厂、
麻章新水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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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８　　 第二节　 生活燃料及城市燃气

开门七件事ꎬ 柴为第一ꎮ 从 “开门” (即家庭一天正常运作之时或持家ꎬ 维持生

计开始) 就都离不开七件维持日常生活的必需品ꎬ 分别是: 柴、 米、 油、 盐、 酱、
醋、 茶ꎮ 当然ꎬ 现在普遍使用的不再是木柴ꎬ 而是液化气、 天然气ꎮ 湛江市区居民烹

饪炊事ꎬ 从 “钻木取火” 的原始年代ꎬ 经历人工砍柴割草ꎬ 挖煤炭、 制煤饼ꎬ 到燃

烧煤气、 液化气和天然气的发展进程ꎬ 更换脚步越来越快ꎮ 如今ꎬ 湛江市区发展城市

燃气ꎬ 能较大幅度地提高热能利用效率ꎬ 既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需要ꎬ 又是节约能源

消耗ꎬ 降低城市环境污染ꎬ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ꎮ

一、 新中国成立前后居民生活燃料状况

传统居民炊事燃料ꎬ 以薪柴、 禾草、 树叶、 木炭等为燃料的历史悠久ꎮ 秦汉以来

至民国时期ꎬ 湛江城镇的墟集、 市集都有薪柴上市ꎬ 供居民购买使用ꎮ 樵夫从深山野

林中砍伐杂木ꎬ 捆绑成扎ꎬ 挑至市集出卖ꎬ 每担百多斤ꎬ 卖掉薪柴ꎬ 买几斤糙米可满

足全家温饱ꎮ 柴草供应无社会保障系统ꎬ 由社会自发调节ꎮ
新中国成立后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之前ꎬ 民用燃料一直以柴草为主ꎬ 柴草产自近郊

邻县ꎬ 每逢圩日ꎬ 遂溪县的甘林、 合流、 廉江县的良垌、 新华等地村民挑木柴到赤坎

鸭乸港、 民族路一带销售ꎮ 富裕家庭需要生活燃料ꎬ 到这些木柴市场购买ꎮ 穷困家庭

则自己到近郊麻章岭、 瘦狗岭、 大塘、 英豪等地用铁杷耙 “松木须” (木麻黄树叶ꎬ
当地人俗称)ꎬ 捡拾草料、 树枝作柴火烧水做饭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ꎬ 蜂窝煤进入民用燃料市场ꎬ 城区居民逐步改用蜂窝煤ꎬ 但

居民生活燃料仍靠木柴ꎬ 不过新柴增加木麻黄、 桉树、 苦楝、 湿地松、 台湾相思等树

种ꎬ 主要依靠市郊林场供应ꎬ 由土产日杂公司 (后来成立煤炭燃料公司) 收购运回

市区ꎬ 再统一价格出售给ꎬ 市区霞赤居民区都设有薪柴供应站ꎬ 土杂公司将收购来的

杂木ꎬ 由杂工用刀砍断 (或锯断) 成 ３０ ~ ４０ 厘米长的原木段ꎬ 码垛成柴堆ꎬ 出售时

由杂工从柴堆顶上抛下杂木ꎬ 由居民挑选购买ꎬ 每百斤价钱 ２ ~ ５ 元不等ꎮ 居民购买

的木柴运回家后ꎬ 再用柴刀砍劈成细枝ꎬ 方便使用ꎮ 有些家庭因经济困难买不起薪

柴ꎬ 便到市郊外林地筢树叶 (用铁扒收集落地的木麻黄树尖叶)ꎬ 钩枯枝、 挖树根作

燃料ꎮ
每逢春节ꎬ 城区居民喜用荔枝木柴作炊事燃料ꎬ 或用新炭炉、 荔枝木炭烹煮斋菜

和佳肴ꎬ 燃烧荔枝木柴炉火旺盛ꎬ 菜肴锅气足ꎬ 以示喜庆吉祥ꎮ 市郊麻章、 湖光等地

农民常把荔枝木劈成细枝ꎬ 捆绑成几斤重的小把柴ꎬ 和荔枝木炭一起运到赤坎南华市

场、 霞山工农市场等地出卖ꎬ 往往供不应求ꎮ 城镇居民为防备暴雨天和台风来袭时无

柴可烧ꎬ 每户人家都会在家中床底、 屋檐下等储备干柴ꎬ 有的家庭还自行搭建专门的

柴房ꎮ 后来ꎬ 城区各单位在建造套间楼房时ꎬ 一般都在楼后修建一排平房ꎬ 每户配一

间储备薪柴、 单车的杂物房ꎮ 城镇居民长期使用的是老式土砖灶ꎬ 消耗木柴多ꎬ 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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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低ꎬ 排烟不畅ꎬ 每户家庭的厨房乌烟瘴气ꎬ 墙壁、 屋顶往往都被油烟熏得乌

黑ꎬ 卫生环境很差ꎮ
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推广使用蜂窝煤、 液化石油气ꎬ 城镇大多数家庭不再使用

薪柴ꎬ 撤掉木柴炉ꎬ 自此薪柴作炊事燃料的历史结束ꎮ

二、 蜂窝煤供应状况

早在法国强占广州湾之前ꎬ 煤炭就已经进人湛江城区ꎬ 但那时只有少数官僚豪门

和餐馆酒家才能以煤炭作燃料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城区居民继续使用薪柴作炊事燃料ꎬ 由于长年累月大量砍伐树

林ꎬ 导致山林荒芜、 森林资源减少ꎬ 生态环境受到破坏ꎮ 为改变这种状况ꎬ １９５６ 年

湛江市政府号召城镇居民以蜂窝煤代替薪柴作燃料ꎬ 市区开始制作蜂窝煤供应居民ꎮ
是年ꎬ 在赤坎鸭乸港、 霞山火车南站附近建制煤厂ꎬ 专门加工蜂窝煤供应市民ꎮ 起

初ꎬ 制作蜂窝煤是手工操作ꎬ １９６８ 年后改为机器制作ꎮ 制作蜂窝煤时ꎬ 一般用 ８０ ~
９０％的煤粉ꎬ 拌以 １０％~２０％的黄泥作粘结剂ꎬ 以利于煤饼凝结ꎬ 快速风干成型ꎮ 蜂

窝煤中间有 １２ 个孔ꎬ 每孔直径 ２ 厘米ꎬ 形似蜂窝ꎬ 所以被人称为蜂窝煤ꎬ 以便燃烧

起来通风透气ꎮ 每个蜂窝煤重 ２ ５ 斤ꎬ 放在特制的煤炉中使用ꎬ 煤炉直径 ３０ 多厘米ꎬ
底径 ２０ 多厘米ꎬ 高约 ４０~５０ 厘米ꎬ 上宽下窄ꎬ 中间炉体可放 ３~４ 个蜂窝煤ꎬ 底部留

有一个活动关闸口ꎬ 可调节煤火热度或保温过夜ꎬ 每日烧 ４ ~ ５ 个蜂窝煤ꎬ 可供一户

人家炊事之用ꎮ 蜂窝煤上火快ꎬ 持续时间长ꎬ 一块煤最长可以燃烧 ３ 至 ４ 小时ꎬ １０
多分钟就能烧开一壶水ꎻ 燃烧充分后能整块取出ꎬ 不散渣ꎬ 不易破损ꎬ 在当年深受城

乡居民欢迎ꎮ 当时ꎬ 煤炭属于国家计划控购燃料ꎬ 因此蜂窝煤实行定量配给ꎬ 凭票证

供应ꎮ 市燃料公司从内陆煤产地购进煤炭ꎬ 按计划调配给市内各个煤球工场制作蜂窝

煤出售ꎬ 每户家庭都有一本购煤证ꎬ 凭证到附近煤站购买煤饼ꎮ 每月定量供应: 每户

３ 人至 ４ 人的 ５０ 公斤ꎻ ５ 人至 ６ 人的 ６０ 公斤ꎻ ７ 人以上的 ７０ 公斤ꎮ 蜂窝煤规格主要

有大煤饼和小煤饼两种ꎬ 大煤饼直径 １４ 厘米ꎬ 高度 ５ 厘米ꎬ 每只重量 １ 公斤ꎬ 售价

０ ０５ 元ꎬ 专供餐馆酒店、 理发铺、 机关企业集体伙食单位的伙房炊事使用ꎻ 小煤饼

直径 １０ 厘米ꎬ 高度 ５ 厘米ꎬ 每只重量 ０ ５ 公斤ꎬ 售价 ０ ０２５ 元ꎬ 主要供应给居民家

庭使用ꎮ １９７９ 年改革开放后ꎬ 煤炭市场逐步放开经营ꎮ １９９４ 煤饼价格全面放开ꎬ 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ꎮ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５ 年ꎬ 蜂窝煤市场供应价为每吨 ７０ 元ꎬ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调至 １００~１２０ 元ꎬ ２０００ 年调至 ２２０ 元ꎮ

蜂窝煤的普及使用ꎬ 也带来一些弊端: 一是在燃烧过程中常产生呛人的硫化磺气

味ꎬ 污染空气ꎻ 二是燃烧剩下的灰渣向郊外倾倒ꎬ 占用大量用地ꎬ 污染环境ꎻ 三是每

次重新点燃蜂窝煤都要费时费力ꎬ 火候也难以控制ꎬ 有时炒菜想用猛火ꎬ 它却慢吞吞

热不起来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随着液化气的普及ꎬ 湛江城区使用蜂窝煤的家庭逐渐

减少ꎬ 只有一些企业、 机关、 餐馆的伙房继续使用蜂窝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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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０　　 三、 液化石油气供应状况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茂名石油工业公司回收炼油时排放的废气ꎬ 这种污染大气的

“石油气” 变废为宝用作生活燃料ꎬ 由省下达计划供应ꎬ 给湛江市计划内气指标

(地、 市两公司) 每月 １００ 吨ꎮ 同时湛江与茂名石油工业公司联营计划外气指标每月

１００ 吨ꎮ 到 １９８５ 年底ꎬ 市区用气户 １２０００ 户 (计划内、 外各 ６０００ 户) 占全市总户数

１５％ꎮ

天然气储罐区

由于液化石油气作燃料高效、 洁净、 方便ꎬ 市区绝大多数居民都希望用气ꎬ 一时

造成市区供气紧张局面ꎮ 原有计划供气每月 ２００ 吨ꎬ 远远满足不了市民的需求ꎮ 为解

决 “购气难”ꎬ 扩大供气量ꎬ 市煤气公司于 １９８７ 年投资 ２５０ 万元ꎬ 建容积 ４００ 立方米

的调顺气站ꎬ 供应用户 ２ １１ 万户ꎬ 其中赤坎 ９８００ 多户ꎬ 约占市区总户数 ２３％ꎬ 气化

率达 ３３％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市煤气公司与有关部门合作ꎬ 采取集资办气ꎬ 成立湛江市煤气

联合公司和开发区煤气发展公司ꎬ 积极组织北气南运ꎬ 按 “高来高去” 的原则销售ꎬ
新办集资气证 ４０００ 多户ꎮ １９８９ 年扩建三个容量各 １００ 立方米的储罐ꎬ 发展用户 ９０００
多户ꎮ ９０ 年代ꎬ 建设东海岛 ＬＰＧ 冷冻库ꎬ 埋设煤气管道 ４ 千米ꎬ 管道供气迈出坚实

的一步ꎮ
在各级领导和市民的支持下ꎬ 市煤气公司通过自身努力ꎬ 从无到有、 由小到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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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建成初具规模的公用事业单位ꎬ 拥有固定资产 ４１４ ３ 万元ꎬ 职工 ９８ 人ꎬ 煤气贮

配站拥有贮气罐 １１ 台ꎬ 贮存能力为 ２６８ 吨ꎬ 还有汽车槽车 ３ 台及一批运输设备ꎬ
１９８５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完成年总售气量 ８ ０９ 万吨ꎬ 年销售收入 ２ ３９ 亿元ꎬ 发展用户达到

４ ５ 万户ꎬ 占市区总户数 ５６ ２５％ꎬ 成为湛江市煤气市场的龙头企业ꎮ
坡头区南油基地于 １９８４ 年投资 ３６２ ５ 万元ꎬ 建设龙头供气站ꎬ 占地 １ ７ 万平方

米ꎬ 贮气量 ３００ 立方米ꎬ １９９１ 年扩建为 ６００ 立方米ꎬ 年供气量 １４０７ 吨ꎮ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ꎬ 分别在第二生活区、 第五生活区建设 １＃、 ２＃气化站ꎬ 安装燃气管道 ６０００ 米ꎮ
２００４ 年南油 ５ 个生活区管道煤气用户 ７６６４ 户ꎬ 用气量 １２００ 吨ꎮ 但坡头城区其他居民

仍未用上管道煤气ꎮ
１９８９ 年ꎬ 湛江市燃料公司为解决市民煤气供不应求的问题ꎬ 经市有关部门批准ꎬ

开始向社会供气ꎮ 从此ꎬ 湛江市的煤气事业出现多家经营的局面ꎮ 除市煤气公司、 市

燃料公司外ꎬ 还有湛江港务局、 南海西部石油公司新奥煤气有限公司、 华洋石油气公

司、 南方石油气有限公司等单位供应液化石油气ꎮ
湛江燃气事业在持续快速发展中ꎬ 出现一些制约城市燃气健康发展的 “瓶颈”

问题ꎬ 其中较为突出的是: 恶性竞争、 以次充好、 短斤少两、 使用过期钢瓶等ꎮ 究其

原因主要是: 燃气市场发育不够完善ꎬ 气源和价格不稳定ꎬ 用途单一 (民用为主)ꎬ
一级储备不足 (１ １９ 万 ｍ３)、 二级储配过剩 (２ ４ 万 ｍ３) 等因素影响ꎬ 造成瓶装气

过度竞争、 管道气发展缓慢的格局ꎮ 加上ꎬ 中国西南地区陆续开发天然气、 扩大石油

气的发展ꎬ 使得湛江原以西南批发业务为主的华洋、 富多两家大公司往西南地区的外

销受阻ꎬ 被迫转为内销以求生存ꎻ 而以供应内部为主的港务局公司、 南油振海公司推

行承包经营ꎬ 也被迫内外经营兼收ꎬ 自求收支平衡ꎮ 这些大公司纷纷放下架子ꎬ 挤进

市区瓶装气零售竞争ꎬ 都想在本已饱和的市场中赚取最后一杯羹ꎬ 更加剧市场竞争的

白热化程度ꎮ 据算ꎬ 湛江市区 ６０ 多万人口、 ２０ 万户居民只需 １ ~ ２ 家大公司ꎬ 约 ３０
个供气站点就足够供应市场ꎬ 实际上却拥有 １２ 家燃气公司、 ２ ４ 万 ｍ３ 储配能力参与

竞争ꎬ 超过一百个供气站点遍布城区各个角落ꎮ 还有不少挂靠点和无证经营者ꎬ 存在

严重的安全隐患ꎮ 由于储配能力严重过剩ꎬ 市场供求失衡ꎬ 布点过多、 过滥ꎬ 导致竞

争激烈ꎬ 或竟相压价ꎬ 或使用过期瓶装气ꎬ 或以次充好、 短斤少两ꎬ 甚至上门兜客ꎮ
人们经常可以看见那些送气工人在走街穿巷中吆喝: “收瓶加气ꎬ 免费送气!” 一些

用户投诉 “过去一瓶气可烧 ３０ 天到到 ４０ 天ꎬ 现在只能烧 １０ 多天”ꎮ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ꎬ 在瓶装气市场过度竞争中ꎬ 湛江管道供气公司挂牌成立ꎮ 当

时ꎬ 湛江市政府明文规定ꎬ 管道供气是独家经营ꎮ 这种政策被后来的实践证明ꎬ 其作

用却适得其反ꎬ 由 “扶强” 变成 “扶懒”ꎬ 管道供气是 “皇帝女不愁嫁”ꎬ 缺乏开拓

进取精神ꎬ 所以一直活跃不起来ꎬ ６ 年时间管道供气公司只是在滨海小区建立供气

站ꎬ 发展用户仅有 ６０００ 多户ꎬ 实际使用管道气只有 ４０００ 余户ꎬ 还有约 ２０００ 户安装

管道气却闲置不用ꎬ 仍可使用瓶装气ꎮ 由此造成该公司国有资产闲置ꎬ 经济效益滑

坡ꎮ 从安全管理和便民的角度ꎬ 湛江应大力发展管道供气ꎬ 适当控制发展瓶装气ꎬ 结

果瓶裝气不但没有得到控制ꎬ 反而发展势头有增无减ꎬ 而管道供气还是 “老牛拉车”
的样子始终发展不起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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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煤气公司】 成立于 ７０ 年代后期ꎮ １９７５ 年ꎬ 驻坡头区 (今海东区) 南海

西部石油公司干部、 职工已部分用上液化石油气ꎮ 在此影响下ꎬ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湛江市

城建局提出筹建湛江市煤气公司ꎬ 并呈文报告市政府ꎬ 因隶属关系未理顺ꎬ 未获批

准ꎮ １９７６ 年底再次呈文请示市政府ꎬ 要求筹建湛江市煤气公司ꎮ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市

政府批复同意ꎬ 由城建部门成立湛江供气公司筹建办公室ꎬ 不久正式定名为湛江市供

气公司ꎮ 同年 ５ 月ꎬ 原湛江地区建委也开始筹建地区煤气公司ꎬ 地址设在赤坎海北路

６０ 号ꎮ

(一) 机构沿革

１９７７ 年 ４ 月ꎬ 由市城建局抽调人员组成湛江市煤气公司筹建办公室ꎬ 当时市建

委副主任周明和市城建局局长王开贵、 副局长刘志忠亲自抓筹建工作ꎬ 借用市政工程

公司临时工棚为办公室ꎮ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ꎬ 办公地址搬到市四中围墙边工棚ꎮ 后来ꎬ 由

省建委拨款 ２０ 万元ꎬ 在霞山文明中路 １６ 号兴建办公楼ꎮ 最初开展供气业务ꎬ 是用 ２
台红卫牌货车运钢瓶到茂名装气ꎬ 拉回湛江销售ꎮ 直到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ꎬ 才购买 ３ 台专

用运气的解放牌汽车槽车ꎮ １９８４ 年绿塘路新村贮配站建成投产ꎬ 拥有职工 ９８ 人ꎬ 储

气能力 ２６０ 吨ꎬ 年供气总量 ２４７１ 吨ꎬ 全市用气人口 １ ２ 万人ꎮ 同年ꎬ 地、 市两个煤

气公司合并ꎬ 定名为 “湛江市供气公司”ꎬ １９８７ 年又易名为 “湛江市煤气公司”ꎬ 办

公地点于 １９８４ 年后迁移到绿塘路ꎮ

(二) 经营服务

１９７９ 年前ꎬ 该公司的主要服务对象ꎬ 是供应市机关副局级以上干部ꎬ 按人口定

量供给ꎮ １９８４ 年后ꎬ 原地区煤气公司扩大供应到部分科级干部ꎬ 每月按局级干部 ２０
公斤、 科级干部 １５ 公斤和一般干部 １０ 公斤标准定量供应ꎮ １９８５ 年后ꎬ 原市煤气公

司扩大到供应机关部分科级干部每月 １５ 公斤ꎬ 一般干部每月 １０ 公斤ꎮ 供气形式ꎬ 是

发给计划内购气证ꎬ 凭证到指定地点购买ꎮ
１ 煤气价格ꎮ １９８３ 年以前ꎬ 地方财政每年补贴 ４０ 万元ꎬ 所以计划内气每公斤为

０ １８ 元ꎮ １９８４ 年后ꎬ 市政府取消地方财政补贴ꎬ 茂名石油工业公司提高气价ꎬ 计划

内气从每吨 ５０ 元提高到 ２４０ 元ꎬ 计划外气从每吨 ２００ 元提高到 ７２０ 元ꎮ 煤气公司根

据 “保本经营ꎬ 自负盈亏” 的原则ꎬ 经市政府批准ꎬ 相应调整价格ꎬ 计划内气每公

斤为 ０ ５７ 元ꎬ 计划外气每公斤为 ０ ９５ 元ꎮ
由于各种费用开支增大ꎬ 煤气公司经营煤气出现亏损ꎮ 为了办好煤气事业ꎬ 市煤

气公司实行保本经营、 自负盈亏ꎬ 组织外购气源ꎬ 北气南运ꎬ 按照 “高来高去” 的

原则经销ꎬ 同时兼营煤气设备ꎬ 在市面上销售钢瓶、 炉具以及开展钢瓶检测工作ꎬ 以

这些副业收入补贴煤气亏损ꎬ 维护正常供气服务ꎮ 从 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８７ 年共销售钢瓶 ６
万多只ꎮ １９９３ 年起ꎬ 液化石油气取消计划内、 计划外气供应ꎬ 价格全面放开ꎬ 由市

场调节ꎬ 政府监控ꎬ ２０００ 年液化石油气每月均价为 ２ ２ 元公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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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经济效益ꎮ １９８４ 年前ꎬ 该公司经营煤气事业ꎬ 由地方财政每年补贴 ４０ 万元ꎮ
１９８４ 年后ꎬ 取消地方财政补贴ꎬ 调整气价ꎬ 销售收入逐年增多ꎮ １９８４ 年销售收入

１０４ ８６ 万元ꎬ １９８５ 年销售收入 １８０ ２７ 万元ꎬ １９８６ 年销售收入 ２５８ ９５ 万元ꎬ 上缴税

金 ２６ 万元ꎮ

(三) 技术设施和设备

１ 贮配站ꎮ 由贮罐区和罐装车间组成ꎬ 占地面积 １３０ ３ 亩ꎮ 其中生产区 ８５ ５ 亩ꎬ
辅助区和福利区 ４４ ３ 亩ꎮ 该区的选址和规划采用梯形布局ꎬ 既符合安全规范ꎬ 又符

合经济节约用地的原则ꎬ 并留有发展余地ꎮ 贮罐区拥有贮气罐 １１ 台ꎬ 其中 １００ 立方

米的 ４ 台ꎬ ５８ 立方米的 ２ 台ꎬ ５０ 立方米的 ２ 台ꎬ ３０ 立方米的 ３ 台ꎬ 煤气贮存能力为

２６８ 吨ꎮ
２ 钢瓶检测站ꎮ 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ꎬ 拥有一批检测仪器设备ꎬ 主要业务是对全

市用户的钢瓶进行检测ꎬ 把钢瓶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种ꎬ 合格钢瓶通过保养ꎬ 抽取残

液后继续使用ꎬ 不合格的作报废处理ꎮ 该站成立以来共检测钢瓶 ２２８７６ 个ꎬ 合格的

１８９３３ 个ꎬ 占总数 ８３ ６３％ꎻ 报废的 ３７４３ 个ꎬ 占总数 １６ ３７％ꎮ 为确保用户安全ꎬ 消

除隐患做了积极的工作ꎮ
此外ꎬ 煤气公司还拥有解放牌汽车槽车 ３ 台ꎬ 大客车 １ 台ꎬ 中巴 １ 台ꎬ 面包车 ２

台ꎬ 工具车 ２ 台等一批运输设备ꎮ

(四) 机构设置

湛江市煤气公司隶属市城建局管辖ꎬ 下设办公室、 人保部、 业务部、 财务部、 安

全技术部、 贸易部ꎬ 并设有钢瓶检测站、 新村贮配站、 知青经营部和赤坎门市部等经

营机构ꎬ 还有百园供气站、 赤坎供气站、 南桥供气站、 寸金供气站、 北桥供气站、 工

农供气站、 文明供气站、 民有供气站ꎮ ９０ 年代ꎬ 在原公司基础上ꎬ 又发展 “开发区

煤气发展公司” “湛江市煤气联合公司” “湛江市煤气总公司供销公司” “湛江市煤气

总公司贸易公司” 等多个分公司ꎬ 还在海南省设立分支机构ꎬ 公司党、 工、 青、 妇

等组织健全ꎮ
公司负责人:
叶发青 １９７７~１９８９ 年

袁钦丰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

盘广富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

四、 天然气与液化气

天然气与液化气ꎬ 合称燃气ꎬ 是城市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燃气的开发利用

是城市能源发展的重要领域ꎻ 燃气供气设施ꎬ 属于城市重要的市政基础设施ꎬ 也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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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湛江市煤气公司以及属下管道供气公司一并被湛江新奥燃气有限

公司收购ꎮ 自此ꎬ 湛江市区内管道天然气经营企业只有一家ꎬ 即湛江新奥燃气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湛江新奥)ꎬ 经营范围为湛江市区ꎬ 包括赤坎、 霞山、 坡头、 麻章、 经

开区 (含东海岛)ꎬ 其余经营瓶装液化气企业 １２ 家ꎬ 作为燃气市场的辅助补充ꎮ 由

此ꎬ 湛江市城市燃气开发利用进入 “双气源” 时代ꎬ 天然气管道输送与液化气瓶装

配送双系统的市场供应格局ꎮ
１ 液化石油气

液化石油气气源基本以国产气为主ꎬ 来源为湛江东兴、 茂名石化ꎬ 少量为进口ꎮ
由于在运输、 储存、 销售、 安全使用等方面的局限性ꎬ 加之受国际市场的影响ꎬ 气源

价格波动较大ꎬ 不仅加重居民的用气负担ꎬ 经营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样受到影响ꎮ 湛江

市区现有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 １２ 家ꎬ 储气量 １ １９ 万 ｍ３ꎬ 瓶装气年销售量约 ４ ５ 万

吨ꎬ 供气用户约 １５ ６ 万户ꎻ 市区燃气经营企业有关情况见表 ２—３ꎬ 表 ２—４ꎮ

湛江市区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

　 表 ２—３

单位名称 地址

１ 湛江华成煤气有限公司 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 １８ 号广州湾华侨大厦五楼

２ 湛江富多煤气有限公司 湛江市霞山区宝东路 ８ 号

３ 湛江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１１５ 号

４ 湛江市燃料总公司供气公司 赤坎区海北路 ６０ 号

５ 湛江市恒能燃气有限公司 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 ４２ 号国贸城市广场 Ｂ 幢

６ 湛江南方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湛江霞山湖光路鹿渚村旁

７
湛江市东海试验区华寿液化气供

应站
湛江市东海岛硇洲镇

８ 湛江市坡头瑞隆燃气有限公司 坡头区坡头镇高岭仔

９ 湛江市金塘燃气有限公司 霞山湖光路东兴炼油厂消防队对面

１０ 湛江市麻章区旺达燃气有限公司 湛江市太平镇黄海线

１１
湛江市东海岛长安液化石油气供

应站
湛江市东海岛试验区东山镇先烈路

１２ 湛江市麻章区政泰燃气有限公司 麻章区金康西路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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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区储配站现状统计表

　 表 ２—４

序号 企业名称 储配站地址

储气

能力

(ｍ３)

瓶装

供应站

(个)
备注

１ 湛江华成煤气有限公司 湖港路 １００×３ ８ 搬迁到附近

２ 湛江富多煤气有限公司 宝东路八号
１０００×３
１００×６

１７

３ 湛江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绿塘路 １００×７ １３
拟搬迁到 ＬＮＧ
站附近

４ 湛江市燃料总公司供气公司 火车东站旁 １００×１５ １１

５ 湛江市恒能燃气有限公司 宝东路 １００×４４ １３

６ 湛江南方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湖光路 １００×２ １１ 原 １００×４ 站废

７
湛江市东海试验区华寿液化气供

应站
硇洲岛 ５０×２ ０

８ 湛江市坡头瑞隆燃气有限公司 坡头镇高岭仔 １００×２ ２０

９ 湛江市金塘燃气有限公司 湖光路 １００×２ ２

１０ 湛江市麻章区旺达燃气有限公司 太平镇黄海线 ５０×２ ２

１１
湛江市东海岛长安液化石油气供

应站
东海岛

５０×２＋
１００×３

８

１２ 湛江市麻章区政泰燃气有限公司 麻章 １００×２ ３

合计 １１８００ １０８

市区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共 １０８ 个ꎬ 其中赤坎区 ３０ 个ꎬ 霞山区 (含开发区)
３６ 个ꎬ 麻章区 １０ 个ꎬ 东海岛 ６ 个ꎬ 坡头区 ２６ 个ꎬ 有关情况见表 ２－５ꎬ 表 ２－６ꎬ 表 ２－
７ꎬ 表 ２－８ꎬ 表 ２－９ꎮ

赤坎区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统计表

　 表 ２—５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等级

１ 南方农林换气点 赤坎九二一路四巷 ９ 号 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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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６　　
２ 南方南桥供气点 赤坎新景路 ８０ 号 (海北路 ５８ 号) Ⅲ级

３ 新奥寸金供气站 赤坎寸金二横路 ３１ 号 Ⅱ级 Ｂ 型

４ 新奥北桥供气站 赤坎桥一横路 ３３ 号之四 Ⅲ级

５ 金塘赤坎供气站 椹川大道北 ２０ 号 Ⅲ级

６ 新奥沙湾供气站 赤坎海滨六路 ５ 号之一 Ⅲ级

７ 新奥南桥供气站 赤坎椹川大道 １２ 号 Ⅲ级

８ 燃料新江门市部 赤坎区新江路一横路 Ⅲ级

９ 燃料北桥门市部 赤坎区北桥二横路 Ⅲ级

１０ 燃料综合门市部 赤坎区海北路 ６０ 号 Ⅲ级

１１ 燃料劳动门市部 赤坎区劳动路 １６ 号 Ⅲ级

１２ 燃料英勇门市部 赤坎区英勇路 ２３ 号 Ⅲ级

１３ 燃料新春门市部 赤坎区新春路 １ 号 Ⅲ级

１４ 金塘利民供气站 赤坎百姓村 Ⅲ级

１５ 恒能前进供气站 赤坎前进路 ８５ 号 Ⅲ级

１６ 恒能华宇供气站 赤坎调顺路 ３ 号 Ⅲ级

１７ 恒能湾北路供气站 海园路 １２ 号 Ⅲ级

１８ 恒能拥军路供气站 赤坎拥军路 ２０３ 号 Ⅲ级

１９ 恒能南方供应点 赤坎南方路 ４８ 号 Ⅲ级

２０ 恒能福建村换气站 赤坎福建村 Ⅲ级

２１ 恒能百姓供气站 赤坎区百姓村东六路 １１ 号 Ⅲ级

２２ 华成平阳门店 赤坎区平阳路 ２ 号 Ⅲ级

２３ 华成南桥门店 赤坎南桥路 ７ 号 Ⅲ级

２４ 华成民生门店 赤坎区民生路 ６ 号 Ⅲ级

２５ 长安草苏供气站 赤坎麻北路 １１６ 号 Ⅲ级

２６ 富多南桥经营部 赤坎人民北路 ２９ 号 Ⅲ级

２７ 富多寸金经营部 赤坎寸金路 ４３ 号 Ⅲ级

２８ 富多民生经营部 赤坎区民权路 ６６ 号 Ⅲ级

２９ 瑞隆陈屋港供气站 赤坎陈屋港 ４７ 号 Ⅲ级

３０ 政泰北桥供气点 赤坎区新春路 ２ 号 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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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山区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统计表

　 表 ２—６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等级

１ 南方建设液化气配送中心 霞山建设二横路 Ⅲ级

２ 南方青岛路供气站 霞山青岛路 ６ 号 Ⅲ级

３ 南方新尚液化气配送 椹川大道南 ８１ 号 ８－９ 门店 Ⅲ级

４ 南方延安供气站 霞山东堤路 １０８ 号 Ⅲ级

５ 海滨供气站 霞山海滨大道南 ８ 号之一 Ⅲ级

６ 南方大新供气站 霞山区人民南西 ３ 路 ３ 号 Ⅲ级

７ 新奥友谊供气站 霞山新港路 ８ 号右侧铺位 Ⅲ级

８ 金塘解放西供气站 霞山建新东 １３ 号 Ⅲ级

９ 新奥工农供气站 霞山区东新路 ２ 号 Ⅲ级

１０ 新奥海滨供气站 霞山海滨大道南 ３０ 号 Ⅰ级 Ｂ 型

１１ 金塘录塘路供气站 霞山区乐华路装饰市场 １４０－１４１ 号 Ⅲ级

１２ 旺达文明换气站 霞山区椹川东二路 ８３ 号文 Ⅲ级

１３ 旺达霞山配送中心 霞山解放西路 ２１ 号 Ⅲ级

１４ 燃料东堤门市部 霞山区东堤路 １２０ 号 Ⅲ级

１５ 燃料园岭门市部 霞山区园岭路 ３ 号 Ⅲ级

１６ 燃料方兴门市部 霞山椹川大道南东二路 ３ 号 Ⅲ级

１７ 燃料霞海门市部 开发区海滨大道中 １４３ 号旁 Ⅲ级

１８ 金塘湛港供气站 霞山人龙登路 ８ 巷 ３８ 号 Ⅲ级

１９ 恒能东风供气站 霞山民治路 ４ 号之二 Ⅲ级

２０ 恒能友谊供气站 霞山友谊路 ２４ 号 Ⅲ级

２１ 恒能民享供气站 开发区平乐上村北区 ５ 号 Ⅲ级

２２ 恒能大众换气点 霞山建设路 ２８ 号 Ⅲ级

２３ 恒能龙潮供气点 开发区龙潮路 １ 号 Ⅲ级

２４ 华成建设门店 霞山建设路 １ 号 Ⅲ级

２５ 华成录塘门店 霞山录塘路市八中对面 Ⅲ级

２６ 华成海新门店 霞山区东新路西一环路 １ 号 Ⅲ级

２７ 富多兴隆供气站 霞山新村埸四巷 ３３ 号 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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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８　　
２８ 富多富民供气站 霞山民享路 ６ 号 Ⅲ级

２９ 金塘为民供气站 霞山工农西一路 ３ 号 Ⅲ级

３０ 富多铁路供气站 霞山南柳路 Ⅲ级

３１ 富多屋山供气站 棋川大道中屋山后村村口 Ⅲ级

３２ 瑞隆平乐供气站 霞山海滨船厂对面 Ⅲ级

３３ 瑞隆建设供气站 霞山建设路 １７ 号 Ⅲ级

３４ 瑞隆椹川供气站 霞山椹川大道南 Ⅲ级

３５ 政泰霞山供气站 椹川大道西三路 １０ 号 Ⅲ级

３６ 政泰录塘供气点 霞山区东堤路 １７ 号 Ⅲ级

麻章区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统计表

　 表 ２—７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等级

１ 南方麻章换气点 麻章区坎北路口 Ⅲ级

２ 南方昌泰加气站 太平镇民主路 Ⅲ级

３ 金塘麻章供气站 麻章区民乐西路 ８ 号 Ⅲ级

４ 旺达麻章供气服务站 麻章镇民乐东街 １２ 号 Ⅲ级

５ 恒能太平供气站 湖光太平镇新兴路 ８ 号 Ⅲ级

６ 华成麻章门店 麻章区麻海路 ２８ 号 Ⅱ级 Ｂ 型

７ 瑞隆长城供气站 麻章区北乐街 ３ 巷 ２ 号 Ⅲ级

８ 富多志满供气站 湖光志满街住宅区路号 Ⅲ级

９ 长安湖光供气站 湖光镇西岭村 ８８ 号 Ⅲ级

１０ 长安太平镇新圩供气站 太平新圩镇公路边 Ⅲ级

东海岛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统计表

　 表 ２—８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等级

１ 长安东简供气点 东简坡角村 ３２ 号 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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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长安民安供气点 东海岛民安镇民田路 Ⅲ级

３ 长安东山供气点 东海岛东山镇交通路 Ⅲ级

４ 长安东南供气点 东南码头东路 ４５ 号 Ⅲ级

５ 长安富强供气站 东海岛东山镇交通路 Ⅲ级

６ 长安海明供气点 东海大道饲料厂斜对面 Ⅲ级

坡头区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统计表

　 表 ２—９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等级

１ 南方南三白沙换气点 坡头区南三镇百沙墟 Ⅲ级

２ 燃料龙头镇门市部 龙头镇富贵山庄 ４３ 号 Ⅲ级

３ 瑞隆巴东供气站 巴东圩 Ⅲ级

４ 瑞隆田头村供气站 田头村南面 Ⅲ级

５ 瑞隆绿水供气站 绿水圩 Ⅲ级

６ 瑞隆龙头镇上圩村供气站 龙头镇上圩 Ⅲ级

７ 瑞隆坡头镇供气站 坡头镇交通路 Ⅲ级

８ 瑞隆龙头镇西供气站 龙头镇西市场 Ⅲ级

９ 瑞隆姓刘村供气站 姓刘村边 Ⅲ级

１０ 瑞隆麻斜街供气站 坡头区麻斜街 Ⅲ级

１１ 瑞隆乾塘镇供气站 乾塘镇海滨路 Ⅲ级

１２ 瑞隆南调街供气站 坡头区灯塔路 Ⅲ级

１３ 瑞隆官渡镇供气站 官渡镇广湛公路北 Ⅲ级

１４ 瑞隆沟尾供气站 麻坡路恒威资料厂门口 Ⅲ级

１５ 瑞隆官渡工农路供气站 官渡工农路 Ⅲ级

１６ 瑞隆三角村供气站 三角村 Ⅲ级

１７ 瑞隆龙头镇供气站 龙头镇广湛公路北 Ⅲ级

１８ 华成南三供气站 坡头区南三镇田头圩 Ⅲ级

１９ 富多官度西堤供气站 官渡镇水泥厂对面 Ⅲ级

２０ 富多沟尾供气站 坡头镇沟尾木工厂旁 Ⅲ级

２１ 富多龙头德新供气站 龙头镇解放北路 ２０ 号 Ⅲ级



　
　
　
　
湛
江
市
城
建
志

４７０　　
２２ 金塘南三供气站 坡头南三镇半岛路 ５９７ 号 Ⅲ级

２３ 富多南调供气站 坡头区南滨路 Ⅲ级

２４ 富多乾塘三窝供气站 坡头区乾塘镇新区沙嘴 Ⅲ级

２５ 金塘特呈岛供气站 特呈岛码头第八铺面 Ⅲ级

２６ 富多坡头供气站 坡头塘文昌阁村路口 Ⅲ级

２ 天然气

湛江市域仅市区及廉江使用上天然气ꎬ 气源为 ＬＮＧ (液化天然气)ꎬ 来源有深圳

大鹏、 广西北海、 海南、 内蒙、 新疆等地ꎬ 共建有 ３ 座 ＬＮＧ 气化站ꎬ 湛江市中心城

区 １ 座ꎬ 已建有 １００ 立方米 ＬＮＧ 低温储罐 １０ 个ꎬ 最大供气规模 １４ 万立方米 /日ꎬ 气

化能力 ２０８９０ 立方米 /时ꎬ ＬＮＧ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ꎬ 湛江市中心城区已有 ５ 万户居民

和 ２００ 余家公建用户使用天然气ꎮ 湛江东海岛建有 ＬＮＧ 供气及 ＬＰＧ 混空供气合建站

一座ꎬ 建有 １００ 立方米 ＬＮＧ 低温储罐 ６ 个及 １００ 立方米 ＬＰＧ 储罐 ４ 个ꎬ 最大供气规

模 １２ 万立方米 /日ꎬ 并在廉江河唇设 ＬＮＧ 供气站 １ 座ꎬ 供新星陶瓷和松发陶瓷厂用

气ꎮ 在湛江市市区建成 ４ 座 Ｌ－ＣＮＧ 汽车加气站及 １ 座 ＣＮＧ 汽车加气站ꎬ 现日用气已

达 ２３ 万立方米ꎮ
湛江市区天然气管网采用中压一级供应系统ꎬ 设计压力为 ０ ４ＭＰａꎬ 供气压力为

０ ３ ＭＰａꎬ 已敷设中压管网 ３００ 余千米ꎮ
湛江管道天然气经营企业为一家ꎬ 即湛江新奥燃气有限公司ꎬ 拥有湛江市政府授

予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 ３０ 年ꎬ 特许经营范围为: 霞山区、 赤坎区、 麻章区、 坡头区、
经开区 (含东海岛)ꎮ

天然气场站、 管网及用户情况见下表:

湛江市 ＬＮＧ 储配站及加气站现状统计表

　 表 ２—１０

序号 名称 储配站地址 规模 (ｍ３) 备注

１ 新奥燃气宝满 ＬＮＧ 储配站 临港工业园 １００×６

２ 新奥燃气东海岛 ＬＮＧ 储配站 东海岛球团 １００×６

３ 新奥燃气河唇 ＬＮＧ 储配站 廉江河唇 ５０×１

４ 中油新奥北站口 Ｌ－ＣＮＧ 加气站 北站路口 ３０×１

５ 中油新奥麻章 Ｌ－ＣＮＧ 加气站 麻章车站 ５０×１

６ 中油新奥机场路 Ｌ－ＣＮＧ 加气站 机场路 ５０×１

７ 中油新奥绿塘 ＣＮＧ 加气站 绿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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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湛江市坡头区南岛加油加气站 海湾大道南侧 ６０×１

合计 １４４０

湛江市中心城区中压天然气管道现状统计表

　 表 ２—１１

序号 管径 长度 (Ｋｍ) 分布位置 备注

１ Ｄｎ３５５ ６ 湖光路

２ Ｄｎ３１５ １４ 建设路、 工农路、 椹川大道等

３ Ｄｎ２００ ５６ 人民大道、 海滨大道、 龙潮路、 康宁路等

４ Ｄｎ１６０ ２２ 友谊路、 解放西、 乐山西、 跃进路等

５ Ｄｎ１１０ ５８ 绿华路、 乐怡路、 岭南路、 湾南路等

６ Ｄｎ９０ ６５ 民享西四路、 荷花南路及庭院中压管网

７ Ｄｎ６３ ８５ 中压引入及庭院中压管网

合计 ３０６

湛江市中心城区天然气管道民用户现状统计表

　 表 ２—１２

序号 小区规模 户数 (户) 管道天然气用户 备注

１ 大于 １０００ 户 １００００ 金沙湾、 城市假日、 汇景豪庭等

２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荣基花园、 东新福居、 金海湾等

３ １００~５００ ８０００ 龙泉湾、 兴发园、 明扬花园等

４ 小于 １００ ２１０００ 海田福居、 绿苑小区等

合计 ５３０００

湛江市中心城区天然气管道工商业用户现状统计表

　 表 ２—１３

序号 用气规模 (ｍ３ /日) 数量 (家) 管道天然气用户 备注

１ 大于 １０００００ ４ 烟厂、 圣华玻璃厂、 德利化油厂等

２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 ３８ 海洋国际、 金辉煌、 新录丰等

３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６７ 新溢香国际、 麒丰楼、 中南酒店等

４ 小于 １０００ ９５ 小商业用户、 各幼儿园、 职工食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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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ꎬ «湛江市燃气发展规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 所制定的目标基本实现ꎬ 湛江

市健全燃气行业的法规体系ꎬ 理顺行业管理体制ꎮ 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取得成效ꎮ 瓶装

液化石油气市场规范ꎬ 发育良好ꎬ 服务质量明显改善ꎬ 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ꎮ 燃气在

全市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达到 ７％左右ꎬ 环境效益突出ꎮ 湛江市天然气年供应

量达到 ３ ８８ 亿立方米ꎬ 液化石油气供应量为 ３１ ４４ 万吨 /年ꎮ 全市域气化人口 ２４８ ３
万人ꎬ 其中ꎬ 天然气气化人口 ９５ ４ 万人ꎬ 居民生活用气指标约为 ０ １９ 立方米 /人
日 (含辖下五个县市)ꎮ

城市燃气由过去单一的民用为主ꎬ 发展成用途多样ꎮ 商业及公共建筑用气与城市

居民用气的比例差不多ꎬ 充分反映湛江市发展旅游事业以及环境保护的需要ꎬ 湛江市

主城区 １００％的餐饮业使用天然气ꎮ
发展燃气汽车 ４２７２ 辆ꎬ 其中出租车 ２３５６ 辆ꎬ 公交、 城乡客运和小公交 １９１６ 辆ꎬ

湛江市区出租车、 公交车、 城乡客运等全部使用天然气ꎻ 新建加气站 １０ 座ꎬ 其中中

心城区 ５ 个ꎬ 坡头组团 ２ 个ꎬ 东海岛组团 ３ 个ꎮ
工业用户的用气量ꎬ 与用气工业规划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基本同步ꎮ 加大锅炉煤

改气的力度ꎬ 湛江市区 ５０％以上的锅炉实现燃气化ꎮ

第三节　 公共交通

广州湾时期ꎬ 最早西赤路出现公交营运ꎮ 至民国时期ꎬ 公交仍很落后ꎬ 市区客运

依靠数量很少的小轿车和客货混载的汽车ꎻ 湛江海湾两岸人们往来的海上交通ꎬ 依靠

小帆船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１９５１ 年成立湛江市公共汽车管理处ꎬ 城市公共交通逐步得到发

展ꎬ 公共汽车拥有量从 １９５０ 年的 ３ 辆发展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３０ 辆ꎬ 并逐年增加车辆投

放ꎮ 海湾两岸的海上交通有了公共轮渡ꎮ １９８４ 年ꎬ 湛江市成为全国十四个沿海开放

的港口城市之一ꎬ 为适应城市改革、 开放、 搞活经济的需要ꎬ 经省、 市有关部门批

准ꎬ 湛江市公共汽车公司与港商富荣贸易公司合作成立 “湛港小客车合作公司”ꎮ 合

作期满后ꎬ 湛港小客车合作公司改为地方国营城市公共交通企业ꎬ 改名为 “湛江市

公共小汽车公司”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ꎬ 由于机构改革市政府把市区公共交通行业的行政管理职能从原市

城建局划到市交通局负责ꎬ 当时经营市区公共交通企业主要有市公共汽车公司和市公

共小汽车公司两家ꎬ 营运线路 １８ 条、 营运车辆 ２８７ 辆ꎬ 其中大巴 １４７ 辆ꎬ 中巴 １４０
辆ꎬ 客运量为 ３１５０ 万人次ꎬ 市区出租车为 １２３４ 辆ꎬ 客运量为 ９３６ 万人次ꎮ 经营方式

主要由承包和挂靠经营ꎮ 为加强公交车的管理ꎬ 市交通局接管后ꎬ 设置专门机构进行

管理工作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ꎬ 湛江市公共汽车公司和湛江市公共小汽车公司合并重组为

湛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湛江汽车运输集团以 “承债式” 兼并湛江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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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交通有限公司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湛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从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正式分离ꎬ 独立

运作ꎬ 成为市国资委直管企业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湛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升级为公交集团ꎮ 如今的公交集团已拥有 ６９

条公交线路、 ８００ 多辆公交车、 ４ 个综合性公交站场、 近两千名员工ꎮ 线路总里程

１２９０ ２ 千米ꎬ 出租车保有量 １２２４ 辆ꎬ 基本满足广大市民的出行需求ꎮ

一、 新中国成立前公共交通

(一) 陆路交通

在广州湾、 日寇侵占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ꎬ 湛江市内街道之间来往靠人力拉的黄

包车ꎬ 西营城区 ３６ 辆ꎬ 赤坎城区约有 １００ 辆ꎬ 主要分布在南华、 大中、 大宝石等酒

店以及车站、 旅馆、 妓院门前ꎮ 当时ꎬ 规模较大的黄包车行ꎬ 有七仔、 梁仔真等 ３
家ꎮ

　 ５０ 年代道路交通

１９１３ 年ꎬ 广州湾当局把原通行马车、 牛车的西赤路 (今椹川大道) 改扩建为汽

车道后ꎬ 一批吴川商人集资开办 “永泰汽车公司”ꎬ 购买 ４ 辆脚踏式汽车ꎬ 开通西赤

路客运ꎮ １９１６ 年ꎬ 西营至赤坎的客运有商营胜利公司、 小客车联合行及一些个体户

等ꎬ 共有小轿车 ２５ 辆ꎬ 也在西赤路营运ꎬ 形成行业竟争ꎬ 但一直发展缓慢ꎬ 营运线

路也只有一条西赤线ꎬ 小客车日均每车行驶 ３ 班次ꎻ 客货混合车 ２０ 辆ꎬ 日均出车行

驶 １~２ 个班次ꎮ 由于所有车辆都属于进口超龄残破的旧车ꎬ 又没有配件供应修理ꎬ
车辆完好率很低ꎬ 实际出车数达不到车辆总数一半ꎬ 年客运量共约 ４６ ８ 万人次ꎮ

同时ꎬ 构建郊外公路交通网骨架ꎮ １９０１ 年ꎬ 以修建泥土路的形式ꎬ 建西营至赤

坎ꎬ 西营经湖光、 太平等市镇至杨村ꎬ 赤坎经志满、 湖光岩至湖光镇ꎬ 麻斜至坡头镇

等公路ꎬ 均为泥土、 碎石

路ꎬ 路面狭窄ꎬ 凹凸不平ꎻ
另外ꎬ 太平镇至通明港ꎬ
东海岛、 硇洲岛上各有一

条勉强可行车的泥土路ꎮ
以上公路ꎬ 除西营、 赤坎

间以及西营杨村间有客货

混合车 (西赤间并有小轿

车) 行使外ꎬ 麻斜至坡头

镇需搭麻斜开往黄坡、 梅

菉等地过路车ꎬ 其他公路

完全没有客车行驶ꎮ 小轿

车均为用旧了才作为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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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ꎬ 客货混合车也均为残旧超龄的破烂车ꎬ 有时人、 畜、 货物混载ꎬ 车厢内没有固定

座位ꎬ 摆设两截长木条当座位ꎬ 或者临时架设木条横坐ꎬ 车篷顶、 叶子板、 车头盖等

经常坐、 站满人ꎬ 无人管理ꎬ 交通秩序混乱ꎬ 事故频发ꎮ 由于票价昂贵ꎬ 一般民众连

这些破烂车也乘不上ꎬ 多为步行ꎮ

(二) 渡海交通

西营与麻斜之间隔着宽约 ２ 千米的海峡ꎬ 乘船来往的居民、 旅客较多ꎬ 系湛江市

水上主要的公交线ꎮ 建国前ꎬ 渡海的主要交通工具———小帆船ꎬ 和仅能坐两人的小舢

板ꎮ 这些水上交通工具也是客货混载ꎬ 既没有座位ꎬ 票价又昂贵ꎬ 每位乘客收毫银两

角ꎮ 而且ꎬ 没有统一规定票价ꎬ 由船主随便要价ꎬ 有时多至每乘客收毫银一元以上ꎮ
另一方面ꎬ 由于没有固定码头ꎬ 也没有上落船码头设施ꎬ 渡船多为停泊在两岸海滩上

落客ꎬ 乘客为了避免涉水湿鞋、 脚踏海滩烂泥ꎬ 而请人背着上落船ꎬ 还要另给工钱ꎻ
航行时间一般需一小时左右ꎬ 如遇风大或涨、 退潮急流时ꎬ 往往要花费数小时才能靠

岸ꎻ 特别系船小ꎬ 完全没有救生、 消防等设施ꎬ 安全没有保障ꎮ
南三、 特呈、 硇洲、 东海、 调顺等岛屿的人们来往西营、 赤坎等地ꎬ 同样是乘搭

帆船ꎬ 有些里程较短的ꎬ 则乘搭小舢板ꎮ 渡海的车渡码头设施很差ꎬ 仅在西营和麻斜

海岸各有一简陋码头ꎬ 潮退时水位落差大ꎬ 汽车无法渡运过海ꎮ

二、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公共交通

新中国成立后ꎬ 市政府着力发展市区公共汽车交通事业ꎬ 重点解决西海岸主城区

———霞山至赤坎的公共交通问题ꎮ

(一) 公交企业

【湛江市公共汽车公司】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 １ 日ꎬ 成立湛江市公共汽车管理处 (湛江市

公共汽车公司前身)ꎬ 自行装配客车 ４ 辆ꎬ 在西赤路开始营运ꎮ 初时只有工人 １０ 多

人ꎬ 行车路线 １ 条ꎬ 即西赤线ꎬ 年客运量 ８ ５ 万人次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为了改变湛江市公共交通的落后面貌ꎬ 改善市民乘车条件ꎬ 适应

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需要ꎬ １９５１ 年夏秋间ꎬ 中共湛江市委、 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

湛江市公共交通管理处ꎬ 并要求赶在华南物资交通会 ９ 月 １ 日在湛江市开幕之日投产

通车ꎮ 此项工作由市人民政府建设局负责筹建ꎬ 张育群同志专抓这项工作ꎬ 林梅同志

协助ꎮ 当时全国均未有新客车ꎬ 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装配ꎮ 装配客车在湛江市前所未

有ꎬ 既没有经验ꎬ 又缺机具设备ꎬ 市政府只拨给筹建费 １６９８２ 元ꎬ 市财委调拨给旧货

车 ４ 辆ꎮ 就这样ꎬ 向社会招来 １０ 多名临时机械工、 木工、 铁工、 漆工及随车来的司

机、 助手等ꎬ 将这 ４ 辆大货车解体、 修理ꎬ 重新进行拼装ꎬ 经过 ５０ 个昼夜苦干ꎬ 终

于把这 ４ 辆大货车装配成为大客车ꎬ 并依期投入营运ꎮ 从此ꎬ 在西营与赤坎之间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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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开始有国营公共汽车行使ꎬ 这 ４ 辆客车比起当时的私营商车好得多ꎬ 客车厢里装

有横排皮座ꎬ 车厢周围有可以开关的玻璃窗ꎬ 加上票价比较低ꎬ 服务态度好ꎬ 乘坐舒

适ꎬ 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ꎮ
随着城市建设、 工农业生产发展、 客流量增长的需要ꎬ 湛江市每年都拼修装配公

共汽车 ２~４ 辆ꎮ 直至 １９６４ 年ꎬ 负责湛江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的 ３２ 辆公共汽车ꎬ 除一

辆是 １９５６ 年购进松陵牌新客车外ꎬ 其余都是解放前留下的外国牌子残旧大货车或其

它汽车ꎬ 利用总成自行拼修改装ꎬ 而且装配得一辆比一辆新型美观ꎮ 例如: １９５３ 年ꎬ
市建设局潘培同志参照报刊介绍苏联 １５５ 型客车的照片ꎬ 设计一台新型公共汽车大样

图ꎬ 和技工陈石等研究解决装配技术上的困难ꎬ 把第一辆新型公共汽车 １１０ 号装配成

功ꎮ 当时报纸曾报导: “湛江市公共汽车管理处的茅棚里飞出金凤凰”ꎮ 新旧型车的

主要区别: 旧型客车的发动机装配在客车厢的外面ꎬ 又称 “有头车”ꎻ 而新型客车的

发动机系装配在客车厢之内ꎮ 由于新型客车驾驶员视线开阔ꎬ 行驶较安全ꎬ 乘坐面积

较大和美观大方等优点ꎬ 因此以后装配新型公共汽车ꎬ 旧型公共汽车也结合全车大修

更新客车厢时ꎬ 逐步技改为新型公共汽车ꎬ １９６０ 年后ꎬ 旧型公共汽车被淘汰ꎮ 在第

一辆新型车的基础上ꎬ 不断改进方向盘、 变速箱等操纵机件、 客车厢的流线型、 喷漆

颜色、 车厢的光线、 通风、 座位的舒适以及前、 后桥负荷的比例等等ꎬ 使装配的车辆

越来越符合驾驶操纵和使用的要求ꎬ 为广大市民提供较为舒适的乘车条件ꎮ １９５５ 年

和 １９５９ 年又先后成功装配全金属结构客车厢和铰接式公共汽车 (即通道卡车)ꎬ 提

高车辆运输能力ꎮ
在国家未能生产和供应汽车、 总成和配件以前ꎬ 湛江市公共汽车公司拥有 “万

国牌” 汽车ꎬ 车型五花百门ꎬ 既有美、 英、 法等国家出产的司帝倍克、 福特、 奇姆

西、 奥斯汀、 雪佛兰、 大小道奇等车型ꎬ 也有日产的丰田、 五十铃等车型ꎮ 厂型既复

杂ꎬ 又没有新的总成、 配件供应ꎬ 车辆损坏后ꎬ 完全依靠职工利用旧零件加工修理ꎬ
或用不同厂型的旧零件修改使用ꎬ 并自制部分零配件ꎻ 后来ꎬ 连旧零件也没有或损坏

至无法修复了ꎬ 只好采取拆除一辆车的旧零件给其他车使用的办法ꎬ 千方百计把这些

杂牌车辆修好ꎬ 以维持城市公共交通的正常运行ꎮ 直到有了国产解放牌汽车总成、 配

件供应后ꎬ 才逐步对这些杂牌厂型汽车进行技术改造ꎬ 将汽车发动机和底盘各总成通

过技术改造为解放 ＣＡ－－１０Ｂ 型ꎮ １９８３ 年开始ꎬ 又逐步技改为解放 ＣＡ－－１０Ｃ 型ꎬ 以

利于节油和提高动力ꎮ
从 １９６５ 年起ꎬ 国家统一安排一些城市的客车厂生产装配公共汽车ꎬ 分配给各城

市公共交通企业ꎬ 湛江市才陆续拥有越秀牌、 常州牌、 广州牌等公共汽车ꎮ 改革开放

后ꎬ 湛江市先后购进北京型旅行车和日产三菱牌小客车ꎬ 开展包租车等营运服务ꎮ 到

１９８５ 年ꎬ 湛江公交客运车辆越来越多ꎬ 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ꎬ 通道卡车已不适应竞

争的形势ꎬ 逐步改装为单车厢大客车ꎮ 由于市公共汽车公司和港商合作经营 “湛港

小客车合作公司”ꎬ 公共汽车公司不再经营中、 小客车ꎻ 加上处理一批超龄的旧车ꎬ
购回新车 ３０ 辆ꎬ １９８５ 年底ꎬ 公司实有公共汽车 １２２ 辆ꎬ 全部为单客厢大客车ꎮ 就这

样ꎬ 湛江市公共汽车从无到有ꎬ 由少到多ꎬ 由杂牌旧型车到国产新型车ꎬ 而发展成为

中型公交企业 (各年底车辆数见附表一)ꎮ 到 １９８５ 年ꎬ 公交公司拥有职工 １０００ 多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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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 １２２ 辆ꎬ 行车线路 １９ 条ꎬ 年客运量 ３９１ ０２ 万人次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ꎬ 位于麻章城区西南面的 “湛江客运枢纽中心” 建成投入使用ꎬ 湛

江市公共汽车站和麻章汽车客运站一墙之隔ꎬ 两个项目互为毗邻ꎬ 便于长、 短途旅客

的交通换乘ꎮ 两个站场共占地面积 １ ２７ 万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４６７０ 平方米ꎬ 投人资金

２８００ 万元ꎬ 其中公共汽车站占地面积 ６６６７ 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９００ 平方米ꎬ 投人资金

１５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开通麻斜至湛江渡口海湾东岸 ２８ 线公交车ꎬ 票价 １ 元 /人次ꎮ 是年ꎬ

湛江市区公共交通全年客运量达 ３２００ 多万人次ꎬ 总营运里程达 ２０００ 多万千米ꎬ 客运

收入达 １９００ 万元ꎬ 新建市区主干道候车亭 ５５ 个ꎮ
【湛江市公共小汽车公司】 前身为湛港小客车合作公司ꎬ 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ꎬ

湛江市公共汽车公司与港商富荣贸易公司合资企业ꎬ 合作期限 ２ 年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至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投资港币 ５５０ 万元ꎬ 购进日产中巴、 面包、 小轿车共 ５０
辆ꎬ 其中日产 ２６ 座实力中巴 ３０ 辆ꎬ 丰田 １２ 座面包车 １５ 辆ꎬ 丰田豪华八座面包车 １
辆ꎬ 实力小轿车 (的士) ３ 辆及丰田 ６ 人座工具车 １ 辆ꎬ 主要经营包租车和市区公共

交通客运业务ꎮ １９８５ 年ꎬ 该公司拥有职工 １５５ 人ꎬ 合作两年营运里程 ４９３ 万千米ꎬ 客

运量 ７５９ 万人次ꎬ 客运周转量 ９８６９ 万人 /千米ꎬ 营业总收入 ３８０ 万元ꎬ 除上缴税金、
偿还投资外ꎬ 盈利 ２５ 万元ꎮ

８０ 年代公交车

中港合作公司成立时ꎬ 租用位于霞山区解放西路的市玻璃纤维厂的部分房屋、 场

地ꎬ 作为临时管理用房ꎬ 后迁至霞山区海滨二路 (今昌大昌对面)ꎬ 用地面积 ４６６０
平方米ꎬ 建有办公室 ２５８ 平方米ꎬ 第一车间 ２４８ ８ 平方米ꎬ 第二车间 ３９９ ７ 平方米和

值班室等ꎬ 建筑面积共 ９６３ ５ 平方米ꎮ 中港合作公司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ꎬ 中方徐

洪江副局长任董事长ꎬ 港方任副董事长ꎻ 董事会下设正副经理ꎬ 均由该公司派员担

任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合作期满ꎬ 还清双方投资后ꎬ 合作公司全部财产即归中方所有ꎮ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ꎬ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ꎬ 原湛港小客车合作公司改为地方国营城市公共交

通企业ꎬ 更名为湛江市公共小汽车公司ꎬ 隶属市城建局管辖ꎮ
２００３ 年湛江市公共汽车公

司、 湛江市公共小汽车公司与湛

江运输公司合并ꎬ 组建湛江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ꎬ 隶属湛江市交通

局管辖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份ꎬ 市政府

推行公交体制改革ꎬ 遵照 “政府

主导、 公交公办、 公交惠民” 的

指导思想ꎬ 求真务实ꎬ 真抓实

干ꎬ 实现 “准点运行、 文明出

行、 安全通行” 的要求ꎬ 打造成

“市民出行首选交通工具” 目标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 在市委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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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支持和帮助下ꎬ 公交公司正式成为湛江市经营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的国有独资企

业ꎬ 隶属国资委直管企业ꎮ ２０１６ 年拥有公交车辆 ８３６ 辆ꎬ 其中清洁能源公交车 ４４３
辆ꎬ 纯电动公交车 ２３５ 辆ꎬ 气电混合动力公交车 ６０ 辆ꎻ 公司下设 １１ 个职能部门ꎬ ４
个营运分公司ꎬ 拥有 ２ 家全资子公司: 汽车租赁公司和汽车维修公司ꎬ 以及一家合资

公司: 湛江公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ꎮ
公交公司在市政府、 市国资委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下ꎬ 秉承 “以人为本、 乘客至

上” 的经营方针ꎬ 以新的管理体制、 新的运作模式、 新的发展思路致力公交发展经

营ꎬ 不断完善线网、 提高服务质量ꎬ 为市民的出行提供更好、 更优、 更便捷、 更安全

的公交服务ꎮ 公交服务人次、 车辆准点率、 工作率、 完好率等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

高ꎬ 成为全国第一个 ＷＩＦＩ 全覆盖公交车的城市ꎻ 全省第一个市区全为 ＬＮＧ 环保公交

车的地级市ꎻ 全省第一个加入全国 ３５ 个公交 ＩＣ 卡互联互通的城市ꎻ ２０１４ 年根据市政

府要求ꎬ 该公司作为建设主体积极推进公共自行车系统项目ꎬ 建立城市公交微循环系

统ꎬ 努力解决市民出行 “最后一千米” 的交通问题ꎻ ２０１５ 年元旦ꎬ 市区公共自行车

系统正式建成投入使用ꎬ 为 “脚印城市” 建设添砖加瓦ꎮ
公交改革取得成绩ꎬ 得到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市民的高度评价ꎬ 公交公司陆

续被评为省公交优先发展先进企业、 省诚信示范企业、 省自主创新示范企业ꎮ
【湛江海东区—坡头区公交情况】 １９７６ 年ꎬ 南油运输公司开通南油第一生活区与

第二生活区计算站 (现特普公司) 之间公交车线路ꎮ １９７７ 年ꎬ 线路从二区延长到坡

头镇爱周中学旁ꎬ 再拐人鸡咀山南油第三生活区ꎬ 公司投人骏马型客车 １０ 台运行ꎮ
１９８２ 年ꎬ 南油第二、 三生活区之间的桥梁建成后ꎬ 随即开通南油一、 二、 三生活区

之间的公交线路 (不再经爱周中学)ꎮ １９８５ 年增开两条线路: 南油四区总站至南油一

区ꎬ 总站培训中心至南油三区ꎮ １９８８ 年以前ꎬ 南海西部公司各区之间公交车免费乘

坐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ꎬ 南油西部公司对公交车实行凭证乘车、 无证购票的管理ꎮ １９９４ 年

将原来的 ０ １０ 元 /人次票价调整为 ０ ２０ 元 /人次ꎬ 月票由 ７ 元 /人月调整为 １０ 元 /人
月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ꎬ 湛江海湾大桥建成通车后ꎬ 公共汽车公司开辟坡头区到霞

山区、 赤坎区的 ４１、 ４３ 线路ꎮ

(二) 公交线路

１９５１ 年ꎬ 国营公共汽车仅行驶霞山至赤坎之间的一条线路 (即 １ 线ꎬ 又叫旧

线)ꎬ 线路长度 １３ 千米ꎻ １９８５ 年行车线路增至 １９ 条ꎬ 线路长度 ４８９ 千米 (１９８６ 年新

辟人民大道经过开发区 １２ 线车未计在内)ꎮ 凡有公路到达的市区、 郊区圩镇都已通

车ꎬ 基本做到有路有客流即通车ꎬ 例如 １９５５ 年黎湛铁路建成通车时ꎬ 公交公司即安

排公共汽车接送旅客ꎬ 后以湛江站 (即火车南站) 为始终点站ꎬ 开辟霞山环市公交

１０ 线ꎻ １９５６ 年ꎬ 霞山赤坎之间海滨路建成后ꎬ 即开辟 ２ 线ꎬ 又叫新线ꎻ 东南堵海大

堤建成后ꎬ 于 １９６３ 年开辟霞山到东海岛各圩镇、 码头的 ５ 线等 (各线路开辟时间和

线路长度等见附表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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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拥有公交线路 ６３ 条ꎬ 其中大巴线路 ４６ 条、 小巴线路 １７ 条ꎮ 其中ꎬ 贯通

赤坎直至霞山、 麻章区的 １ 线、 ２ 线、 ２Ｋ、 １１ 线、 １２ 线、 １３ 线、 ２０ 线、 ２１ 线、 ２２
线、 ２３ 线之外ꎬ 另外开辟几条专线:

６ 线公交车ꎬ 起点寸金车站至湖光岩风景区ꎬ 经过寸金桥公园、 市中心人民医、
院、 湛江师范学院、 海关楼、 甘蔗机械厂、 第一技工学校、 麻章、 谢家、 坡塘圩、 冯

家塘、 英豪、 聂村、 志满、 农科试验站路口、 拱桥、 湖光岩风景区正门ꎮ
８ 线公交车ꎬ 起点寸金车站至调顺岛ꎬ 经过寸金桥公园、 跃进路、 体育场、 建设

旅店、 赤坎游泳场、 燃料公司、 市第一中医院、 赤坎区法院、 广湛路口、 金沙湾、 沙

尾村、 赤路、 十九中学、 调顺管理区、 湛江港区ꎮ
２７ 线公交车ꎬ 起点东山村至麻章站ꎬ 经过东山村、 东山小学、 黄略路口、 福建

村、 农机研究所、 一九六医院、 市委、 水产研究所、 北桥市场、 九二一路东、 九二一

路中、 寸金桥公园、 跃进中路、 跃进南路、 南桥、 湛江艺校、 湛江日报社、 赤坎糖厂

 桂兴油脂、 雄狮锅炉、 康宁油站、 新华书店仓库、 云头油站、 南通路口、 麻章公安

分局、 福民路口、 福昌路、 南兴机电厂、 麻瑞路、 麻章车站ꎮ
２５ 线公交车ꎬ 起点湛江军分区干休所至双港村ꎬ 经过干休所、 军分区、 湛江一

中、 博物馆、 外经贸局、 跃进南、 世贸大厦、 市委党校、 海棠路南、 十五中学、 海棠

路北、 游泳场、 吉祥路、 金城小区、 十一巷口、 金城东路、 振兴路口、 圣华玻璃厂、
谭屋村、 大埠村、 威龙公司、 双港村ꎮ

２９ 线公交车ꎬ 起点海田车站ꎬ 赤坎循环ꎬ 经过海田车站、 饮料市场、 区地税局、
国防大厦、 锦华酒店、 金沙湾、 广湛路口、 湾北路东、 湾北路西、 百园路、 社保局、
影剧院、 百姓路口、 南桥、 体育场、 建设旅店、 南华广场、 南方路口、 寸金桥公园、
大德路、 大德中、 大德东、 潮州路北、 和平路北、 和平路南、 游泳场、 燃料公司、 市

第一中医院、 赤坎区法院、 建材市场、 金海酒店、 海田车站ꎮ
３３ 线公交车ꎬ 起点海田车站至东坡岭度假村ꎬ 经过海田车站、 金海酒店、 五金

市场、 建材市场、 广湛路口、 康顺大厦、 雅园酒家、 百姓路口、 南桥、 体育场、 建设

旅店、 寸金桥公园、 中心医院、 湛江师院、 海关楼、 甘机厂、 一技学校、 麻章路口、
瑞云中路、 金川路、 麻章车站、 东坡路、 甘蔗试验场、 部队加油站、 狮子岭、 东坡

岭、 荔枝园、 东坡岭农场ꎮ

(三) 行车班次、 里程与客运量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燃料供应困难ꎬ 公共汽车是用木炭炉产生的气体为燃料助推发

动机运转ꎬ 行车途中司乘人员要不停地给火炉添加木炭ꎮ ６０ 年代后ꎬ 大庆油田开采

燃油后ꎬ 湛江才逐步将汽车煤气发生炉拆除ꎬ 改用汽油为燃料ꎮ 建国初期ꎬ 霞山赤坎

间日均行车约 ７０ 个班次ꎮ 随着客流和车辆数的增加ꎬ 行车班次、 里程也逐年增加ꎬ
以全公司各线路合计ꎬ １９５２ 年行车里程 ２１ １ 万车千米ꎬ １９８５ 年达 ５６７ ０９ 万车千米ꎬ
比 １９５２ 年增加 ２５ 倍多ꎬ １９５１ 年至 １９８５ 年累计行车 ７４９９ ８３ 万车千米ꎮ 到 １９８５ 年ꎬ
霞山赤坎间仅 １、 ２ 线两路车平均每天行车在 ５００ 班次以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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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量、 客运周转量的增长更快ꎬ 以全年计ꎬ １９５２ 年完成客运量 ４５ ２６ 万人次ꎬ
客运周转量 ４９５ 万人千米ꎻ １９８５ 年完成客运量达 ２６０４ １６ 万人次ꎬ 客运周转量

２７３３０ ４８ 万人千米ꎬ 分别比 １９５２ 年增长 ５６ 倍和 ５４ 倍ꎮ １９５１ ~ １９８５ 年ꎬ 共完成客运

量 ３７３７４ ４２ 万人次ꎬ 客运周转量 ３１３１６２ ７２ 万人千米 (各年度的行车里程、 客运量、
客运周转量见附表一)ꎮ 至 ２０１６ 年ꎬ 湛江公交服务线网里程 １０９４ ５ 千米ꎮ

(四) 技术后方

新中国成立前ꎬ 湛江市区仅有几间私营修车小工场ꎬ 工人不超过 １０ 人ꎬ 设备仅

有 １~２ 台手摇旧机床ꎬ 汽车维修技术力量很薄弱ꎬ 也没有机动船修理厂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市公共汽车公司是在 “一穷二白” 的情况下ꎬ 逐步配备相

应的技术后方ꎮ 修理厂初建时ꎬ 完全靠手工操作ꎬ 没有一台机电设备ꎬ 连一般机具也

很缺乏ꎮ 一方面加紧培训技术力量ꎬ 一方面添置必要的设备、 机具ꎬ 以提高修车、 修

船的机械化程度ꎬ 减轻劳动强度ꎮ
１９７８ 年以前ꎬ 装配、 修车、 修船需要的各种机电设备ꎬ 大部分是自我武装起来

的ꎮ 到 １９８５ꎬ 仿制、 革新成功的设备机具达数百项以上ꎮ 主要有: Ｃ６１８ 型和 Ｃ６３０ 型

车床、 牛头铇床、 铣床、 摇臂钻床、 空气锤、 ３２０ 吨液压床、 拉床、 外园磨床、 凸轮

轴磨床等ꎬ 以及修车专用设备机具拆装后轴筒机、 拆装轮胎螺丝机、 拆装骑马螺丝

机、 光制动鼓机、 光刹车皮机ꎬ 各种拆装汽车总成、 部件的拉、 压具、 吊车ꎬ 各种剪

钣机、 锯铁机、 锯、 刨木机等ꎮ
１９５１ 年初建厂时ꎬ 公司机械总能力由零增至 １９８５ 年 ３１６ 千瓦ꎬ 建立具有一定规

模的汽车保修、 大修厂ꎬ 担负车辆装配、 技改和修理任务ꎬ 对生产第一线营运公共汽

车、 渡轮船只定期进行维修保养ꎬ 实行大、 中、 小修理制度ꎬ 确保湛江市公共交通正

常营运起到重大作用ꎮ

(五)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１ 社会效益

湛江市公共汽车公司建立以来ꎬ 一直按照党和国家对城市公共交通的要求ꎬ 为广

大乘客提供安全、 准点、 迅速、 方便、 舒适的乘车条件ꎮ 在运行班次越密ꎬ 行车里程

越多ꎬ 满载率越低ꎬ 经济效益越少的情况下ꎬ 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ꎬ 不断增

加各线路的行车班次ꎬ 方便广大市民乘车和减少挤拥ꎬ 最大限度地节约乘客的候车、
乘车时间ꎬ 让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受益ꎬ 让城乡人民群众受益ꎬ 以提高整个城市的经济

综合效益ꎮ
对比建国初期ꎬ 每条行车、 行船线路ꎬ 开车开船的间隔时间都大大缩短ꎮ 例如霞

山赤坎之间 １、 ２ 线ꎬ 由过去每隔半小时左右开一班车增加到每隔 ７ 分钟左右ꎬ 客流

高峰每隔 １~３ 分钟即各开出一班车ꎻ 霞山与湖光镇之间过去开车不定时ꎬ 往往是数

小时才开一班车ꎬ 增加到每隔半小时开一班车ꎬ 逢星期天和节日到湖光岩风景区的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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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多ꎬ 一般是 １０ 分钟左右即开一班车ꎮ 又如: 在未有国营公共轮渡以前ꎬ 私营帆船

开航不定时ꎬ 往往是一至几个小时才开一班船ꎬ 公共轮渡每隔半小时左右两岸即对开

一班船ꎮ
建国初期ꎬ 除霞赤之间和霞山与湖光、 太平之间有不定时客车行驶外ꎬ 其他道路

均没有客车行驶ꎬ 人们来往多为步行ꎮ 建立国营公共交通企业后ꎬ 即随着城市建设、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客流的需要而不断开辟新的行车路线ꎬ １９８５ 年行车线路增至 １９
条ꎮ 新辟路线ꎬ 开始时都是亏损的ꎬ 有的甚至长期亏损ꎬ 但为了社会效益ꎬ 方便市民

来往ꎬ 始终坚持行车ꎮ
该公司初建时所定票价ꎬ 虽然已比私营车低ꎬ 但随着运输成本的降低ꎬ 仍不断的

调整降低票价ꎬ １９５１ 年平均每人千米票价为 ０ ０３４６ 元ꎬ 经过五次调整ꎬ １９５９ 年降至

平均每人千米 ０ ０２０４ 元 (其中: 霞山至赤坎 １ 线全程票价ꎬ １９５１ 年为 ０ ４５ 元ꎬ １９５３
年降为 ０ ４ 元ꎬ １９５４ 年降为 ０ ３５ 元ꎬ １９５５ 年降为 ０ ３ 元ꎬ １９５７ 年降为 ０ ２８ 元ꎬ
１９５９ 年降为 ０ ２４ 元ꎮ 以上票价均含公用事业附加费)ꎮ 至 １９８５ 年止ꎬ 由于票价降

低ꎬ 减少各机关、 团体、 厂企和市民对交通费的负担即在 ４０００ 千万元以上ꎮ 至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ꎬ 燃料、 修车原材料价格普遍比过去提高ꎬ 加上职工多次调整工资等因素ꎬ
运输成本不断增加ꎬ 票价未能适当调高ꎬ 造成价格越来越背离价值ꎬ 给企业经济上带

来困难ꎮ
长期以来ꎬ 公司重视搞好交通安全工作ꎬ 经常教育广大职工ꎬ 提高对交通安全重

要意义的认识ꎬ 增强安全生产的责任感ꎬ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和奖罚制度ꎬ 并针对

各个时期出现的事故隐患ꎬ 采取有效整改措施ꎬ 以杜绝交通事故ꎬ 确保国家和人民生

命财产的安全ꎮ １９６３ 年至 １９７６ 年曾连续十四年杜绝交通死亡事故ꎬ 于 １９７７ 年在湖南

省长沙市召开全国城市公共交通会议上受到表扬ꎮ 公司重视教育广大职工树立全心全

意为人民ꎬ 为广大乘客服务的思想ꎬ 开展各种优质服务劳动竞赛活动ꎬ 特别是在 ６０
年代前期开展 “学雷锋活动”ꎬ 车厢好人好事层出不穷ꎻ ８０ 年代ꎬ 开展 “友爱在车

厢” 优质服务竞赛活动ꎬ 也取得显著效果ꎮ
２ 经济效益

在提高社会效益的前提下ꎬ 该公司也重视提高经济效益ꎬ 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ꎬ
坚持勤俭办企业的方针ꎬ 增收节支ꎬ 建立健全车船使用、 保养、 修理、 领料等管理制

度ꎬ 加强技术管理和经济核算ꎬ 提高车船保修质量和工效ꎬ 延长车船、 总成、 配件和

轮胎的使用寿命ꎬ 降低油料和原材料消耗ꎬ 不断降低运输成本ꎬ 并建立健全财务、 票

务、 稽查等管理制度ꎬ 以杜绝贪污、 漏票等漏洞ꎬ 提高企业利润ꎮ 公司从筹建到

１９８５ 年止ꎬ 国家投资 ４７６ 万元 (其中省拨款 ３３ ２ 万元ꎬ 市财政、 市三项费用拨款

４４２ ８ 万元)ꎬ 加上企业自筹投入ꎬ 扩大生产ꎬ 固定资产原值达 ８１４ ６１ 万元ꎮ 仅以公

共汽车营运计算ꎬ 实现利润 １０３３ ２６ 万元ꎬ 上缴约 ８００ 万元ꎬ 加上上缴的营业税

１６８ ５７ 万元ꎬ 公用事业附加费 ６２８ ９ 万元ꎬ 共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 １５９７ ４７ 万元

(公共轮渡和 １９６０ 年前兼营货运积累的资金未计在内)ꎮ 各年度公共汽车营运收入、
成本、 利润情况 (见附表一)ꎬ 相当于国家历年总投资的三倍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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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机构、 人员、 站房

１ 机构沿革

１９５１ 年ꎬ 成立湛江市公共汽车管理处ꎬ 为独立核算的公用事业单位ꎬ 由市建设

局管辖ꎮ １９５４ 年改名 “湛江市公共交通公司”ꎬ 由市交通局领导ꎮ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 ６ 日ꎬ
市批准集体所有制的 “湛江市汽车运输合作社” 实行公私合营ꎬ 从这时起直至 １９８０
年ꎬ 湛江市区公共交通客运完全由该公司一家经营ꎮ １９６０ 年以前ꎬ 该公司也是本市

货运汽车拥有量最多的单位ꎮ １９６０ 年后客货运分开ꎬ 大型货车 ２５ 辆ꎬ 货挂车 １６ 辆ꎬ
全部拨归市运输公司经营管理ꎮ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ꎬ 以上分别经营客、 货运的两公司ꎬ 各

抽调部分职工和机电设备成立 “湛江市交通运输汽车修理厂”ꎬ 负责两公司大、 中修

与技改等生产业务ꎬ 并对外接受社会车辆维修ꎮ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ꎬ 以上两公司和修理厂

三个单位联合组成 “湛江市交通运输公司革委会”ꎮ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 １ 日起ꎬ 客货运又分

开ꎬ 恢复为两个单位ꎬ 货运单位改名 “湛江市运输公司”ꎻ 客运单位改名 “湛江市公

共汽车公司”ꎬ 负责城市公共交通客运任务ꎬ 于 １９７５ 年复归市城建局管辖ꎮ
１９８５ 年ꎬ 该公司建立党总支委员会ꎬ 下设党总支办公室ꎬ 八个党支部ꎻ 行政方

面ꎬ 在经理、 副经理领导下ꎬ 设有经理办公室和行政、 保卫、 财务、 劳动工资、 供

应、 安全、 技术教育等九个股室ꎬ 四个车队ꎬ 一个船队 (１９８６ 年经上级批准ꎬ 霞麻

线公共轮渡移交本市坡头区麻斜乡负责经营ꎬ 是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办理移交手续)ꎬ 以及

汽车保修场、 大修场各一个ꎬ 并设有医务所、 职工膳堂等ꎮ
２ 职工人数和教育培训

１９５１ 年底ꎬ 固定职工 ２５ 人ꎻ 至 １９８５ 年底已有固定职工 (包括国营带集体和合

同工在内) １０１４ 人ꎬ 其中工程师、 助工、 技术员各 ２ 人ꎬ 专业客车司机 １９９ 人ꎬ 技

工 ２２０ 人ꎬ 船员 ４０ 人ꎮ
数十年来ꎬ 该公司重视职工政治文化素质教育ꎬ 同时注意加强技术力量的培养ꎬ

汽车驾驶员、 技工完全依靠企业自主培训ꎬ 逐年吸收青年学徒培养技工ꎮ 由公司各

队、 场推荐思想好、 工作责任心强的优秀乘务员、 青年技工参加司机培养ꎬ 除 １９６０
年以前培训出大货车驾驶员 ７４ 人和从货车司机中培训出大型客车驾驶员 ２３ 人外ꎬ
１９６６ 年至 １９８５ 年先后举办 １１ 期大型客车驾驶员培训班ꎬ 共培养大型客车驾驶员 ２７０
人ꎬ 满足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的需要ꎮ

３ 站房、 车间等建设

１９５１ 年公司成立初期ꎬ 没有固定办公场所ꎬ 直至 １９５４ 年才于霞山人民大道市邮

电局对面建设固定的厂房、 办公室和职工膳堂等ꎮ １９６０ 年客货运分开后ꎬ 于霞山区

工农路 １３ 号建设办公大楼、 停车场及修理厂 (人民大道原址厂房等全部拨给湛江市

运输公司)ꎮ
公共汽车总站ꎬ 初时设于逸仙路尾的海滨地带ꎬ 后迁至青岛路当时市人民法院的

隔邻ꎮ １９６０ 年才迁移到工农路公司总部ꎬ 并于延安路设置公共汽车霞山分站ꎮ
公共汽车总站现址ꎬ 西北界工农路ꎬ 西南界工农东三路ꎬ 用地面积 ２ ０６ 公顷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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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 １ ７５ 万平方米ꎬ 其中总站大楼 (五层ꎬ 包括公司和二、 三车队的办公室、
站房、 调度室、 集体宿舍等) ２５６０ 平方米ꎬ 汽车保修车间、 仓库等 ４２４５ 平方米ꎬ 职

工住宅 １０６４７ 平方米ꎮ 另在霞山、 赤坎两个分站、 火车湛江南站和市郊湖光、 太平、
东山、 龙头等圩镇的公共汽车站、 终点站均建有站房ꎮ 此外ꎬ 市区线路 １、 ２、 １０、
１２ 路车上落乘客较多的中途站ꎬ 均建有候车亭棚ꎮ

(七) 客运市场开放

从 １９５６ 年开始ꎬ 湛江市区公共交通客运一直独家经营ꎮ 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为

适应城市改革开放、 搞活经济的需要ꎬ 经省、 市有关部门批准ꎬ 该公司与港商富荣贸

易公司签订协议书ꎬ 合作经营 “湛港小客车合作公司”ꎮ 从此ꎬ 湛江市公共客运市场

独家经营的坚冰被打破ꎬ 国营、 集体和个体户一齐上ꎬ 先后共有 ５５ 家公司参与公交

客运ꎬ 投入大、 中、 小客车 ５１７ 辆ꎬ 另有数百辆三轮摩托车ꎮ 多家经营后ꎬ 客运市场

没有开辟新线路ꎬ 几百辆客车挤入市内和郊区仅有的线路争抢客源ꎬ 导致局部线路出

现恶性竞争和交通秩序混乱ꎮ
至 ２００３ 年ꎬ 湛江市公共汽车公司、 湛江市公共小汽车公司与湛江运输公司合并ꎬ

组建湛江运输集团有限公司ꎬ 增加车辆投入ꎬ 不断开辟新线路ꎬ 市区、 郊区客运市场

统一管理ꎬ 线路车辆统筹安排ꎬ 公共客运市场恶性竞争的局面才得以扭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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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车行车线路情况表

线路长度单位: 千米

线路名称 线路长度 开辟年份 始、 终点站 经过的中途上落站名

１ 路车 １３ １９５１
霞山分站至赤坎分

站

文化宫、 大楼、 海头、 方兴、 新村、 后

坡、 屋山、 龙潮、 北站口、 塑料厂、 东

菊、 长途车站、 体育场、 中山路

２ 路车
１６ １９５６ 总站至赤坎分站

六中、 旅行社、 大楼、 霞山分站、 二医

院、 绿塘、 狮子头、 海军医院、 海滨村、
平乐、 霞海、 网了、 向阳厂、 沙湾、 无线

电七厂、 军民堤、 茶亭、 中山路

５ １９５５ 总站至火车湛江站 旅行社、 霞山分站

３ 路车

１３ １９５４ 总站至铺仔圩
花圈、 化工厂、 南柳桥、 宝满、 调罗、 北

月、 鹿渚、 临东、 临西、 堵海堤路口

１８ １９６２ 总站至拱桥
铺仔圩、 湖光岩、 厚高、 三叉路口、 湖光

岩

１７ １９６２ 总站至湖光岩 铺仔圩、 厚高、 三叉路口

２１ 总站至试验站 铺仔圩、 厚高、 三叉路口湖光岩、 拱桥

２３ 总站至试验站 铺仔圩、 厚高、 三叉路口农专、 岩北

４ 路车

２４ １９５３ 总站至新圩 铺仔圩、 厚高、 旧县、 谭排、 那郁

４０ １９５６ 总站至杨村
铺仔圩、 那郁、 新圩、 渡口、 王村、 百

良、 仙村、 太平圩、 造甲

２９ １９８５ 总站至料村

铺仔圩、 湖光医院、 厚高、 旧县、 谭排、
那郁、 程村、 山辽、 金兴、 谭汉、 调白、
赤9 5 3 9 D5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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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路车

３０ １９６３ 总站至东山圩
铺仔圩、 堵海堤路口、 堵海指挥部、 文

参、 调埠、 调文、 调文仔、 民安路口

４０ １９６４ 总站至民安 铺仔圩、 民安路口、 东山圩、 民安林场

４８ １９６４ 总站至东简圩

铺仔圩、 堵海堤路口、 堵海指挥部、 文

参、 调埠、 调文、 调文仔、 民安路口、 东

山圩、 东山医院、 龟头、 龙安、 外坡、 极

角、 公安处

５８ 总站至东南码头

铺仔圩、 堵海堤路口、 堵海指挥部、 文

参、 调埠、 调文、 调文仔、 民安路口、 东

山圩、 东山医院、 龟头、 龙安、 外坡、 极

角、 公安处、 赤岭、 盐场、 龙好

６ 路车 ２７ １９６２ 赤坎分站至铺仔圩

风扇厂、 技校、 麻章、 谢家、 财校、 坡

塘、 冯家塘、 英豪中学、 英家、 聂村、 志

满、 畅侃、 花村路口、 实验站、 拱桥、 湖

光岩、 三叉路口、 厚高、 湖光岩

７ 路车 ３２ １９８１ 赤坎分站至龙头圩

一医院、 东山树、 双港、 许屋铺仔、 文

车、 支屋、 殷屋、 南亭、 白沙、 石门、 岭

尾、 北斗、 东岸、 官渡、 谭村、 大垌、 甲

进、 上圩

８ 路车 ８ 赤坎分站至调顺
中山路、 茶亭、 军民堤、 沙尾、 渔业公

司、 港中

９ 路车 １２ 赤坎分站至南坡
一医院、 东山村、 双港、 许屋铺仔、 铁路

口、 村仔、 油库、 加隆

１０ 路车 ９ １９７７ 铁路湛江站

建设中、 花圃、 总站、 六中、 旅行社、 民

治路、 延安路、 二医院、 文明路、 附属医

院、 大楼、 中医院、 解放西

１１ 路车 ６ １９５５ 总站至火车北站 中山路、 长途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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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路车

１４ １９８６ 总站至赤坎分站

六中、 旅行社、 会堂、 附属医院、 人民

南、 啤酒厂、 一号桥、 东华、 开发区管委

会、 龙潮、 文保、 战备砖厂、 赤坎路口、
长途车站、 体育场、 中山路

１３ １９８６
霞山分站至赤坎分

站
解放东、 会堂至赤坎各中途站同上ꎮ

　 　 注: １９５６ 年开辟的麻斜至坡头线ꎬ １９６２ 年又延长至龙头、 上仔和 ７０ 年代开辟的麻斜经坡头乾塘线ꎻ １９６４
年开辟的南三线 (调东码头至田头圩) 等线路因已有其他单位、 集体、 个体户客车行驶ꎬ 于 ８０ 年代暂时撤回公

共汽车加强市区线路营运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ꎬ 由市城建局管辖的市区公共交通职能以及公交企业ꎬ 一并移交市交通

局管理ꎮ 之后ꎬ 逐步增加车辆投入ꎬ 增开多条线路ꎬ ２００６ 年起实行一票制ꎬ ＩＣ 卡刷卡收费ꎬ 改用 ＬＮＧ (液化天

然气) 和纯电动车ꎬ 为市民出行提高乘车舒适度和服务满意度ꎮ (陈秋保)

三、 公交大事记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ꎬ 由于机构改革市政府把市区公共交通行业的行政管理职能从原市

城建局划到市交通局负责ꎮ 为加强公交车的管理ꎬ 市交通局接管后ꎬ 设置专门机构进

行管理工作ꎬ 并有新的发展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ꎬ 投入牡丹 ６７０２ 型车辆 １０ 辆ꎬ 开通 ２７ 路 (麻章车站———东山村) 公交线

路ꎻ 投入牡丹 ６７０２ 型车辆 １０ 辆ꎬ 开通 ２９ 路 (海田车站———海田车站) 赤坎环区公

交线路ꎮ

２００３ 年

非空调车升级为空调车ꎬ 票制从分段收费到一票制ꎮ
３ 月ꎬ 成立湛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ꎬ 以湛江市公共小汽车公司与湛江市公共汽

车公司合并ꎮ
９ 月投入广通 ６７３０ 型车辆 １６ 辆ꎬ 开通 ９ 路 (海上城市———金鹿园) 公交线路ꎮ
１０ 月ꎬ 投入牡丹 ６７０２ 型车辆 １０ 辆ꎬ 开通 ２５ 路 (军分区———双港村) 公交线

路ꎮ
１１ 月投入 ６６ 辆华新牌 ６８５０ 空调车辆更新人民大道 １０ 路、 １１ 路、 １２ 路公交线路

车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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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

９ 月ꎬ 投入 ５０ 辆广通 ６１０２ 豪华空调车更新海滨大道 ２ 路、 ２２ 路公交线路车辆ꎮ
１１ 月ꎬ 投入 ５０ 辆广通 ６１０２ 豪华空调车更新椹川大道 １ 路、 １３ 路、 １５ 路公交线

路车辆ꎮ

２００６ 年

正式启用无人售票收费系统ꎬ 推行 ＩＣ 卡刷卡消费ꎮ
１ 月ꎬ 投入 ８ 辆广通 ６８５０ 豪华空调车开通 １６ 路 (麻章车站———海上城市) 公交

线路ꎻ 同月ꎬ 市区公交车开始实行无人售票模式———一票制收费ꎮ
９ 月ꎬ 市区启用无人售票收费系统ꎬ 实行 ＩＣ 卡刷卡收费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ꎬ 投入 １０ 辆广通 ６８５０ 空调车ꎬ 更新 ３ 路公交线路车辆ꎮ
２ 月ꎬ 投入 １３ 辆金龙 ６７５０ 车辆ꎬ 更新 ６ 路、 １８ 路公交线路车辆ꎻ 同月ꎬ 投入 １４

辆广通 ６７９１ 车辆更新 ３１ 路线路车辆ꎮ
９ 月ꎬ 投入 １６ 辆广通 ６７９１ 车辆更新 ３０ 路公交线路车辆ꎮ

２００８ 年

在全国首次批量投入 １００ 辆清洁能源液化天然气 (ＬＮＧ) 公交车运行ꎮ
４ 月 ２５ 日ꎬ 投入 ５０ 辆 ＬＮＧ 环保公交车ꎬ 更新人民大道 １１ 路、 １２ 路线路车辆ꎮ

湛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批量使用 ＬＮＧ 环保公交车的城市ꎮ 这标示着湛江市公交 “油
改气” 取得重大突破ꎬ 使用液化天然气汽车走在全国前列ꎮ 市领导陈耀光、 阮日生、
潘那生、 国家 “８６３” 计划与新能源重大科技项目专家组组长王秉刚教授ꎻ 中国城市

公交协会等部门领导和专家学者ꎬ 以及省内城市公交系统相关人士出席了 ＬＮＧ 公交

车投运活动ꎮ
５ 月ꎬ 投入 １０ 辆广通 ６８５０ 空调车ꎬ 开通 ４１ (嘉信茂广场———南油四区) 公交线

路ꎻ １１ 月 ３ 日ꎬ ５０ 辆使用天然气燃料的环保型公共汽车投入海滨大道营运 (分别为

２ 线和 ２２ 线)ꎬ 使海滨大道成为市区第一条实现 “绿色环保公交大巴全覆盖的主干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ꎬ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王中丙率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到南站公交车

站和海田枢纽车站调研ꎬ 现场办公解决市区公交枢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ꎬ 并指出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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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单位要加快公路公交枢纽建设ꎮ

９ 月 ２９ 日ꎬ 寸金公交车站正式投入使用ꎬ ６、 ８、 １５、 １７、 ６６ 等 ５ 条线路的公交

车将从新建的公交车站内发班营运ꎬ 原有的寸金公交依靠站改为上落站ꎮ
９ 月 ３０ 日ꎬ 市区正式开通机场公交专线ꎬ 方便乘坐飞机的乘客搭乘公交专线ꎮ

机场专线公交车每天 １２ 班ꎬ 约隔 １ 小时一班ꎮ

２０１０ 年

投入 １７０ 辆小公交运营ꎬ 解决老城区市民出行不便的难题ꎬ 填补公交服务空白ꎮ
１ 月 ２２ 日ꎬ 公交公司正式发行学生乘车优惠 ＩＣ 卡ꎬ 在湛江市内学校就读的中小

学学生、 高中生以及年龄未满 １８ 岁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都可以办理学生乘车优惠 ＩＣ
卡ꎮ 持学生 ＩＣ 卡乘车可享受 ７ ５ 折优惠ꎬ 由学校统一办理ꎮ

１０ 月ꎬ 投入 ５０ 辆五凌空调小公交、 １２８ 巴开通 ８０１ 路、 ８０４ 路等小公交线路 １７
条ꎻ １０ 月ꎬ 投入 １００ 辆 ＬＮＧ 环保公交车更新 １０ 路、 ２０ 路、 １６ 路、 ２７ 路、 ３０ 路等线

路车辆ꎻ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湛江市首批小公交线路试运行暨第三批 ＬＮＧ 公交车投入运营正

式启动ꎮ 市领导阮日生、 王中丙、 张荣辉、 李连、 陈岸明、 黄雪艳等出席启动仪式ꎮ
２５ 辆公交小巴以及 １５ 辆 ＬＮＧ 公交车从湛江会展中心驶出后正式投入线路运营ꎻ １０
月 ２０ 日ꎬ 首条小公交 “学生专线” 开通ꎮ 此线路为学生上学、 放学提供定点定时服

务ꎬ 往返金沙湾小区和湛江一中ꎬ 线路里程为 ７ 千米ꎮ
１２ 月 ２ 日ꎬ 市区新增小公交 ８０９ 路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市区正式开通南油码头至海田车站线路 (４３ 路)ꎬ ４３ 路公交线路ꎬ
缓解赤坎金沙湾小区居民往返南油不便的困境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ꎬ 开通广东海洋大学海大寸金学院学生公交专线ꎬ 继赤坎一中学生专

线小公交车后的又一条学生专线公交车ꎮ

２０１３ 年

实现市区公交车 ＷＩＦＩ 全覆盖ꎻ 市区公交全为 ＬＮＧ 环保公交车ꎻ 全省第一个加入

住建部全国公交 ＩＣ 卡互联网互通平台ꎮ
１ 月 １０ 日ꎬ 开通市八小学生专线ꎮ
１ 月 ２０ 日ꎬ 湛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正式全新独立运作ꎬ 并举行启动仪式ꎬ 市

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赵志辉出席启动仪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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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月 １７ 日ꎬ 湛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正式开通 “岭南通湛江通”ꎬ 实现原湛江

通 ＩＣ 卡与省内其他 １６ 个城市公交 ＩＣ 卡的互通ꎮ
５ 月 ２９ 日ꎬ 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中丙率队到市公交公司调研ꎬ 查阅港湾式候车

亭设计稿等ꎬ 并强调要确保公交车准点运行、 文明出行、 安全通行ꎬ 让市民享受方便

快捷的公交服务ꎮ
８ 月 ９ 日ꎬ 湛江公交公司官方微博正式开通ꎬ 及时发布公交运行信息ꎬ 让市民及

时了解公交线路变化和最新路况ꎮ
９ 月 １ 日ꎬ 湛江公交公司开通晨鸣浆纸厂区内员工上下班的公交专线ꎬ 解决晨鸣

浆纸公司员工出行难的问题ꎬ 为员工的出行提供安全、 便捷的交通保障ꎮ
９ 月 ２２ 日ꎬ 湛江市 ２０１３ 年城市无车日活动暨新型环保公交车投入运行举行启动

仪式ꎬ 海滨大道全线新式候车亭正式启用ꎬ ９３ 辆 ＬＮＧ (液化天然气) 公交车投入运

行ꎮ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赵志辉、 交通局局长符贤等领导参加启动仪式ꎻ 同日ꎬ 市

区首条 “２Ｋ” 路公交快线正式开通ꎬ 起点为寸金公交站ꎬ 终点为霞山总站ꎬ 运行时

间为早晚高峰期ꎮ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 市区公交车实现无线网络 ＷＩＦＩ 覆盖ꎬ 市民可在市区所有公交车

(含小公交) 上无需密码免费使用 ｗｉｆｉ 上网ꎬ 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这公交 ＷＩＦＩ 覆盖的

地级市ꎮ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３８ 路公交线路更新 １２ 辆新车ꎬ 并投入营运ꎮ

２０１４ 年

投入 １５ 辆纯电动公交车ꎬ 开通湛江首条纯电动公交线路ꎮ
１ 月 ２８ 日ꎬ 市区机场专线 １、 ２、 ３ 路分别更新 ４、 ２、 ４ 辆新车ꎬ 并投入营运ꎮ
２ 月 ２０ 日ꎬ 为方便宝满港区员工上下班ꎬ 公交公司正式开通特呈码头至宝满港

区专线公交车ꎮ
３ 月 １１ 日ꎬ １６ 路、 ２３ 路分别更新 １３、 ８ 辆新车ꎬ 并投入营运ꎮ
４ 月 ２４ 日ꎬ 湛江乃至粤西首批 １５ 辆纯电公交车开始试运行ꎬ 运营路为新扩建的

海滨大道 ２Ｋ 公快线ꎬ 成为粤西地区历史上第一条 “零排放的绿色公交示范路线ꎬ 为

打造 “绿色公交” 做贡献ꎮ
５ 月 １５ 日ꎬ 湛江市爱民汽车维修有限公司正式成立ꎮ ２８ 日ꎬ 湛江市爱民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ꎮ 当日湛江首批纯电动公交正式启动运营ꎮ
６ 月 １６ 日ꎬ 公交 ２５ 路更新 １０ 辆新车ꎬ 投入营运ꎮ
６ 月 ２０ 日ꎬ 公交公司消防紧急演练ꎮ 市消防大队领导和黄志刚董事长观看消防、

反恐应急演练ꎮ
６ 月 ２４ 日ꎬ 王中丙市长、 赵志辉副市长来公交公司调研ꎮ
８ 月 １ 日ꎬ 推行公交换乘优惠ꎬ 持湛江通” 普通 ＩＣ 卡可实现 １ 小时换乘刷卡享 ５

折优惠ꎮ 即第一次乘车刷卡后ꎬ １ 小时内换乘大公交车可享受车次票价 ５ 折优惠ꎬ 换

乘小公交车可在原刷卡折扣上再享受 ５ 折优惠ꎬ 每 １ 小时仅可享受一次优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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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月 １１ 日ꎬ 为方便老年人办理 “长青卡”ꎬ 简化办卡手续和缩短办理时间ꎬ 办卡

时间由原来的每年 ３、 ６、 ９、 １１ 月 １~１０ 日集中 办理方式ꎬ 更改为随到随办ꎮ
８ 月 １６ 日ꎬ 湖光 ６ 路更新 ６ 辆新车ꎬ 投入营运ꎮ
９ 月 １ 日ꎬ ３２ 路更新 １１ 辆新车ꎬ 投入营运ꎮ
９ 月 １８ 日ꎬ １０、 ２０ 路分别更新 ２、 ２ 辆新车ꎬ 投入营运ꎮ

２０１５ 年

建成公共自行车系统ꎬ 在市区 ４７２ 个网点投入 １００００ 套设备ꎬ 为脚印城市建设添

砖加瓦ꎻ 启动运行公交 ＧＰＳ 调度系统ꎬ 并推出手机公交信息查询平台ꎮ
１ 月 １ 日ꎬ 湛江市公共自行车启动仪式在南国花园举行ꎮ 市委书记刘小华、 市长

王中丙、 市政协主席邓碧泉等四套班子领导与数百市民一同骑行ꎬ 以绿色出行、 低碳

生活方式喜迎新年ꎮ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赵志辉主持启动仪式ꎮ 首期建设的服务网

点有 ２７２ 个ꎬ 投放自行车 ５０００ 辆ꎮ
７ 月 １６ 日ꎬ 为迎接广东省第十四届运动会ꎬ 公交公司发行以省运会吉祥物 “湛

湛” 为造型的个性公交 ＩＣ 卡ꎮ
７ 月 ２０ 日ꎬ 根据省运会公交保障方案ꎬ 公司开通 ４ 条新公交专线ꎬ 分别从海田、

麻章车站、 火车南站、 霞山总站直接到省运会主场馆—湛江奥体中心ꎮ
９ 月 １９ 日ꎬ 湛江市公共自行车系统二期工程新增服务点 ２００ 个ꎬ 新增加投入自

行车 ５０００ 辆ꎮ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 为方便观众前往奥体中心观看 “海博会”ꎬ 公司开设 ４ 条公交专线ꎬ

每日 ８ 时至 ２２ 时运行ꎬ 班隔时长 １０ 至 １５ 分钟ꎬ 票价 ２ 元ꎮ

２０１６ 年

实现市区公交车全为清洁能源与新能源公交车ꎮ
１ 月 ２９ 日ꎬ 宝钢公交专线开通ꎬ 为宝钢员工出行提供极大便利ꎮ 刘小华书记一

行搭乘宝钢专线ꎬ 宝钢领导和公交公司副总高斌参加宝钢公交专线开通仪式ꎮ
３ 月 ６ 日ꎬ ５９ 路公交车投入运行ꎬ 方便沿线居民出行ꎮ
４ 月 １ 日ꎬ ４８ 路公交线路正式开通ꎬ 方便南油、 坡头片区市民的出行ꎮ 南油退休

职工自发组织腰鼓队庆祝 ４８ 路公交车开通ꎮ
４ 月 ２８ 日ꎬ 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ꎬ 从当日起市区新增 ３４ 路、 ３７ 路、 ７３ 路三条

公交线路ꎮ
６ 月 １ 日ꎬ 海田车站开往麻章郊区南国花卉科技园的 ３９ 路公交车正式开通ꎮ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 南方海谷线开通 (南方海谷霞山专线、 南方海谷赤坎专线)ꎮ
１１ 月 ２４ 日~２７ 日ꎬ 为方便观众前往奥体中心观看海博会ꎬ 公司开设 ４ 条公交专

线ꎬ 每日 ８ 时至 ２２ 时运行ꎬ 班隔时长 １０ 至 １５ 分钟ꎬ 票价 ２ 元ꎮ 同时ꎬ 开通 ４ 条直

达专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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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２４ 路、 ４４ 路公交线开通ꎮ
１２ 月 ２２ 日ꎬ ４７ 路公交线路开通ꎮ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４６ 路 ７２ 路公交线路开通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至 ２ 月 １６ 日ꎬ 临增 ２ 公交专线ꎬ ４３、 ４８ 绕到进入奥体中心ꎬ 放便市民参

观湛江首届新春文化旅游节暨大型艺术灯会ꎮ
１ 月 ２７ 日ꎬ 全面发行以不同形态鸡的图案为主题的个性公交 ＩＣ 卡 (可在全国已

加入互联互通城市使用)ꎮ 当日ꎬ 开通手机微信公众号租还车业务试运行 (公共自行

车)ꎮ
１ 月 ２０ 日ꎬ 公交海田充电站全面投入使用ꎮ
２ 月 ２０ 日起ꎬ ２０ 路和海田－机场公交车不再停靠海田客运站ꎮ
１ 月至 ２ 月ꎬ ８０９ 部全部换成 １２ 辆 ８ ５ 米气电混合公交车ꎻ ２５ 路全部换成 １０ 辆

８ ５ 米气电混合公交车ꎻ ８０７ 路全部换成 １６ 辆 ６ ６ 米气电混合公交车ꎻ ３８ 路全部换成

１６ 辆 ９ 米气电混合公交车ꎻ ４６ 路全部换成 ６ 辆 ９ 米气电混合公交车ꎻ １１ 路置换 ６ 辆

１１ 米纯电动公交车ꎻ １２ 路置换 １０ 辆 １１ 米气电混合公交车ꎻ 同时ꎬ ９ 路将营运 ６ 年的

１６ 辆公交车全部换成车龄较短的 ＬＮＧ 公交车ꎮ
３ 月至 ４ 月ꎬ 开展为期 ６０ 天的安全隐患排查专项整治行动ꎮ
３ 月 ５ 日ꎬ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ꎮ
４ 月 １ 日ꎬ 召开以 “有激情、 在状态、 敢担当、 善作为” 为主题的机关作风建设

强化年活动动员大会ꎮ 当日ꎬ 麻章公交站候车棚正式投入使用ꎮ
４ 月 ２７ 日ꎬ ６３ 路公交车换空调大巴ꎬ 票价由 １ 元整为 ２ 元ꎮ
５ 月ꎬ “湛江公交” 公众号试运行ꎮ
５ 月 ３ 日起ꎬ 置换公交 ２９ 路、 ８０１ 路、 ８０９ 路及 ８２１ 路营运车辆ꎮ
５ 月 １０ 日ꎬ 优化调整 ２９ 路公交线路ꎬ 调整后不再设置东、 西线ꎻ ８０１ 路与 ２９ 路

(东线) 公交线路合并优化调整后更名为 ２６ 路ꎮ
５ 月 １９ 日ꎬ ８２１ 路优化调整为 ３５ 路新能源公交ꎮ
６ 月 ２９ 日ꎬ 喜迎 “七一” 公司开展党员教育活动 (遂溪县黄学增故居)ꎮ
７ 月ꎬ 公司荣获第二届全国 “敬老文明号” 荣誉称号ꎮ ８ 日ꎬ ８０４ 路和 ８０８ 路优

化合并为 ５３ 路ꎮ
８ 月 １ 日ꎬ １１ 条公交线路 (１０ 路、 ２０ 路、 ２４ 路、 ２５ 路、 ２６ 路、 ２９ 路、 ３３ 路、

３９ 路、 ４３ 路、 ４４ 路、 海田机场专线) 由原海田客运站迁移至海田公交站停靠发班ꎮ
１０ 月 ２３ 日ꎬ １１Ｋ 公交快线试运行ꎮ 为方便市民到湛江中心人民医院新院求医治

病ꎬ 公司调整与新增线路ꎬ 途经停靠湛江中心人民医院新院北门站的公交线路有:
２Ｋ、 ３４ 路、 ３９ 路、 ２７ 路共 ４ 条ꎻ 途径站前路草苏学校公交站 (距离湛江市中心人民

医院新院南门约 ２００ 米) 的线路有: ７３ 路、 ５ 路共 ２ 条ꎮ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 为方便市民出入湛江奥林匹克体育中心ꎬ 从 １１ 月 １ 日起 ６３ 路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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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延伸至湛江奥林匹克中心ꎮ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 ５６ 路公交线路开通ꎮ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 ９ 路公交车不再停靠海滨宾馆站ꎮ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５４ 路、 ６０ 路开通运行ꎮ

２０１８ 年

推出支付宝、 银联支付乘车ꎬ 开启公交移动支付的新时代ꎮ
从木炭车、 柴油车到新能源车ꎬ 从人工调度到智能调度ꎬ 从人工售票到电子支

付ꎬ 从站点候车到掌上公交客户端 “未行先知” 信息查询这些改变的背后ꎬ 是

湛江公共交通配套体系的完善ꎬ 是以人为本城市理念的践行ꎮ 如今人们分享着改革开

放的成果ꎬ 也期待和畅想着未来湛江公交出行的更多可能ꎮ “健儿何惧海中浪ꎬ 击鼓

扬帆正当时”ꎮ 湛江公交将以改革开放 ４０ 年所取得的成绩和成就ꎬ 作为继续前行的基

石和台阶ꎬ “以登高望远” 的身姿ꎬ 朝着更高更远的目标砥砺前行ꎮ

四、 公共轮渡

(一) 渡船

１９５２ 年底ꎬ 湛江市公共汽车公司新建造两艘木质船身的机动轮渡完工ꎬ 经下水

试航检验合格ꎬ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投入运行ꎬ 由省统一命名为粤湛渡 ０１ 号和 ０２ 号ꎬ 航行于

霞山与麻斜之间的海上轮渡ꎬ 结束湛江海湾两岸水上交通依靠帆船、 小舢板的历史ꎬ
一改水上公共交通面貌ꎬ 乘客有舒适的座位ꎬ 客舱和货舱分开ꎬ 还配备有救生圈、 救

生衣、 消防等安全设施ꎮ 过去渡过海峡需要一至几个小时ꎬ 现乘坐国营机动轮渡ꎬ 只

要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彼岸ꎻ 过去乘搭帆船、 小舢板ꎬ 每客票至少收毫银两角ꎬ 国营

轮渡开始时只收人民币五分ꎬ 深受广大乘客欢迎ꎮ
由于机动轮渡航速快ꎬ 乘坐舒适、 安全ꎬ 南三、 特呈等岛屿至霞山和硇洲至东海

岛的东南码头等航线的渡船ꎬ 也于 ６０ 年代先后改为机动轮渡ꎬ 代替原来帆船渡运乘

客ꎮ １９５３ 年ꎬ 麻斜至霞山投入运营 ２ 艘公共轮渡ꎬ 总吨位 ５１ ９８ 吨ꎬ 净吨位 ２０ ０２
吨ꎬ 乘客定额 ９６ 人ꎮ １９５４ 年轮渡数量增至 ４ 艘ꎬ 即增加粤湛渡 ０３ 号和 ０４ 号ꎮ １９５６
年粤湛渡 ０４ 号调给新建立的雷东县ꎮ １９７０ 年粤湛渡 ０１ 号报废ꎬ 更新为一艘较大的

机动轮渡ꎬ 总吨位 ８９ ３４ 吨ꎬ 净吨位 ４０ ８１ 吨ꎬ 乘客定额 ２０６ 人ꎮ １９７８ 年ꎬ 由国家统

一安排给船用柴油机和造船钢板、 钢材、 铜材等主要机电设备和原材料ꎬ 市里安排投

资建造两艘钢壳船身ꎬ 机、 驾合一的大型机动轮渡ꎬ 命名为粤湛渡 ０４ 和 ０５ 号ꎬ 同时

报废粤湛渡 ０２ 和 ０３ 号ꎮ 从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８５ 年ꎬ 轮渡数量均为 ３ 艘ꎬ 但吨位和乘客定

额即大大增加ꎬ 该两艘钢壳轮渡每艘总吨位 １１０ ４２ 吨ꎬ 净吨位 ４３ ０８ 吨ꎬ 乘客定额

３００ 人ꎬ 加上粤湛渡 ０１ 号ꎬ 合计总吨位 ３１０ １６ 吨ꎬ 净吨位 １２６ ９７ 吨ꎬ 乘客定额 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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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 运力 (即乘客定额) 比 １９５３ 年增加七倍多ꎮ ５０ 年代建造的轮渡ꎬ 其动力均为汽

车用的汽油机ꎬ 因燃油供应困难而用木炭炉产生气体为燃料ꎮ ６０ 年代有国产的柴油

机供应后ꎬ 才逐步技改为 ６１３５Ｚ 型柴油机ꎮ 两艘钢壳轮渡主机为 ６１３５Ｇ２Ｂ 型ꎬ 均为

１２０ 匹马力ꎬ 用柴油为燃料ꎮ

(二) 码头

过去ꎬ 湛江市海湾内各航线没有专用码头ꎬ 渡船停靠浅滩ꎬ 有钱人雇佣苦力工背

着上落船ꎬ 避免脚湿水ꎮ
长桥码头ꎬ 位于海湾西岸ꎬ １９０１ 年广州湾当局在西营海岸修建第一座长桥码头ꎬ

供各种船只所共用ꎮ 建国初ꎬ 该码头已残破损坏ꎬ 但还可勉强使用ꎬ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霞

山麻斜线公共轮渡开航ꎬ 暂时停靠这个码头ꎮ １９７０ 年ꎬ 迁址海滨公园南端海岸新建

轮渡码头ꎬ 称为 “霞山轮渡码头”ꎬ 其南侧为市航运所ꎬ 北侧为海军交通艇码头ꎬ 陆

地斜坡通道衔接海滨一路ꎬ 码头宽 １４ 米ꎬ 混凝土片石结构ꎬ 建成阶梯形ꎬ 轮渡以适

应海潮涨退、 水位高低而停泊ꎻ 码头用地 ２５０ 平方米ꎬ 售票、 候渡室建筑面积 １２１ 平

方米ꎮ 南三、 特呈等各航线渡船均停靠于此ꎮ
麻斜轮渡码头ꎬ 是湛江市最先建造的轮渡专用码头ꎮ １９５１ 年初建为临时码头ꎬ

靠岸端为木结构ꎬ 靠水端为浮筒结构ꎬ 后全部改为木结构ꎮ １９６１ 年ꎬ 改建为固定码

头ꎬ 片石切砌ꎬ 前端基础为混凝土结构ꎬ 码头全长 ７０ 米ꎬ 前端宽 ７ 米ꎬ 高 ３ ５ 米ꎮ
６０ 年代ꎬ 南三、 特呈、 硇洲等海岛ꎬ 以及东海岛东南面也先后修建渡船码头各

一座ꎬ 均为片石结构固定码头ꎮ ５０ 年代中期ꎬ 在平乐村附近海边和对岸修建车渡码

头ꎬ 叫下海码头ꎬ 涨退潮均可渡运车辆ꎮ ７０ 年代起兼营渡运单车、 摩托和乘客等业

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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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 ３０ 余个海岛ꎬ 每天航行来往大陆的渡船ꎬ 乘客均以本岛居民和渔民、 鱼贩

等为主ꎬ 各岛屿渡船每天航行 ４ 至 １０ 班次ꎬ 随着客流的增加而增多航行班次ꎮ 改革

开放后ꎬ 硇洲岛、 南三岛辟为游览区ꎬ 市内外来往岛上的旅客增多ꎮ 但霞山麻斜线仍

是湛江市水上交通的主要航线ꎬ １９５３ 年日均 ２９ 班ꎬ 两岸码头每隔约 ５０ 分钟即对开

一班渡船ꎮ 到 １９８５ 年日均 ４９ 班ꎬ 即每隔约半小时两岸各对开一班船ꎮ
霞麻线轮渡ꎬ １９５３ 年航行 ２ １２ 万船千米ꎬ 完成客运量 ４２ ０６ 万人次ꎬ 客运周转

量 ８４ １２ 万人千米ꎻ １９８５ 年航行里程增至 ３ ５４ 万船千米ꎬ 完成客运量 ２２９ ７７ 万人

次ꎬ 客运周转量 ４５９ ５４ 万人千米ꎮ １９８５ 年和 １９５３ 年对比ꎬ 航行班次、 里程增加

６７％ꎬ 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各增加 ４４６％ꎮ １９５３ 至 １９８５ 年的 ３３ 年中ꎬ 共航行 １１４ ２３
万车千米ꎬ 完成客运量 ５１３２ １６ 万人次ꎬ 客运周转量 １０５３７ ９８ 万人千米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成立湛江市坡头麻斜轮渡公司ꎮ

第四节　 市区公共自行车

设立公共自行车租赁点ꎬ 对居民来说是解决 “最后 １ 千米” 出行需要ꎬ 对城市

发展来说是减轻交通拥挤需要ꎬ 也是一种进步的体现ꎮ 越来越多的机动车数量带给城

市的负面影响ꎬ 是可以感受到空气污染、 交通阻塞、 交通安全等问题也在影响着人们

的幸福感ꎮ 因而ꎬ 安全环保正是市民想要追求的出行和生活方式ꎮ

一、 管理机构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湛江绿通自行车有限公司成立ꎬ 采用 “政府主导、 公益服务、 企

业运营、 财政补贴” 的运营模式ꎬ 承担市委市政府特许建设和运营公共自行车系统

这项民生实事工程ꎬ 主营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技术研发、 建设、 运营维护、 互联网

应用和拓展业务的专业城市公共自行车运营企业ꎮ
该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公共自行车系统技术应用与开发、 运营服务、 市场营销、

工程管理、 技能培训、 后勤保障及其配套支撑的专业团队ꎬ 公司下设总经办、 行政

部、 客服部、 财务部、 运维调度部、 技术工程部、 卡务部、 策划广告部等八个部门ꎬ
近 １００ 名工作勤奋踏实的专业管理人员ꎮ 公司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ꎬ 打造 “智
能管理ꎬ 分区调度ꎬ 自助操作ꎬ 通租通还” 的公共自行车智能服务平台ꎮ 同时不断

提升系统的智能服务应用功能ꎬ 从过去的 ＩＣ 卡租还车到现在的微信扫码租车、 网点

地图、 网点车辆查询等ꎬ 向市民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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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自行车开发使用

２０１２ 年ꎬ 湛江市 «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ꎬ 要逐步进行 “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

工程” 建设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湛江市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系统建设采用市场化运作ꎬ
经招投标ꎬ 引入中标单位———上海永久自行车公司在深圳的合资公司ꎬ 负责投资建设

和运营管理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湛江市公共自行车系统正式投入使用ꎬ 首期建设 ２７２ 个服务点ꎬ

覆盖霞山、 赤坎和开发区 ３ 个中心城区ꎬ 投入公共自行车 ５０００ 辆ꎬ 方便市民群众使

用ꎬ 为倡导绿色出行ꎬ 打造 “脚印城市” 迈出坚实的一步ꎮ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ꎬ 二期工程增加 ２００ 个自行车网点ꎬ 投入 ５０００ 辆自行车ꎬ 日均租

车超过 ２ 万人次ꎮ
受 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２ 号台风 “彩虹” 影响ꎬ 市区公共自行车系统遭到严重破坏ꎬ 锁柱

和电箱内配电子元器件全部浸湿ꎬ 导致整个系统瘫痪ꎮ 据初步统计ꎬ 受灾网点达

３３８０ 个ꎬ 占所有网点 ８０％ꎮ 其中严重受损网点 ２８３ 个ꎬ 占所有网点 ６０％ꎬ 经济损失

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ꎮ 市区公共自行车系统瘫痪极大影响市民的出行ꎬ 灾后湛江公交公司

和湛江绿通公共自行车公司全力做好抢修复产工作ꎮ 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ꎬ 要求市直

有关部门全力配合做好市区公共自行车系统恢复运营工作ꎮ 市财政局认真贯彻市政府

相关会议精神ꎬ 紧急联系市公交公司、 绿通公司ꎬ 根据市政府的批示ꎬ 根据修复进展

的情况和资金需求及时适当安排专项资金ꎬ 先后拨付 ９９４ 万元修复资金ꎬ 抢修恢复自

行车网点ꎬ 方便市民使用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湛江市探索 ＴＯＤ 开发模式ꎬ 按照 “公交行人路权优先” 的原则ꎬ 市区

３２ 条道路改造时重新分配路权ꎬ 划出公交专用道ꎬ 缩窄机动车车道ꎬ 其中纵贯南北

的椹川大道完成 “瘦身” 后ꎬ 机动车车道宽度由 ３ ７ 米改为 ３ ２５ 米ꎬ ４０％多路权分

给公交车、 电动车和自行车ꎬ 有力推动 “脚印城市” 的建设ꎮ 是年 １０ 月ꎬ 投放 ２０００
辆公交更新升级车型ꎬ 全市共设置自行车网点达到 ４７２ 个ꎬ 发行公共自行车卡 ６ 万多

张ꎬ 总租车次数 ４２９ 万人次ꎬ 为广大市民解决出行 “最后一千米” 的难题作出有益

尝试ꎮ
追忆湛江城市公共交通的变

迁ꎬ 市民感慨良多ꎮ 新中国成立

前ꎬ 那时还只有黄包车、 牛车与

小舢船ꎬ 人与人之间远距离的联

系总在路上或水上ꎬ 摇摇晃晃半

个月ꎬ 带着仆仆风尘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有了轮船ꎬ

有了火车ꎬ 有了民航ꎬ 还有公共

汽车ꎬ 距离一下子被拉近ꎬ 交通

工具也日渐平民化ꎬ 多样化ꎬ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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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网络逐渐建立与完善ꎬ 置身于来来往往的车流之中ꎬ 恍如隔世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年里ꎬ “春风” 呼呼地吹ꎬ 湛江公共交通也有了翻天覆地变化ꎬ 从

笨拙的老式木炭车、 汽油车换成了 “新能源公交”ꎬ 更清洁、 更节能、 更快捷ꎮ 高铁

的加持ꎬ 融入珠三角 ３ 小时经济生活圈ꎬ 港城被镀上了金———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ꎬ
这一张响当当的交通名片ꎬ 对外有底气ꎬ 对内有交代ꎬ 湛江人民蹭蹭上升的幸福感有

好几分来源于越来越便利的交通ꎮ 不仅仅是 “加速度”ꎬ 出行选择也多ꎬ 不负当初那

个 “准时到达” 的承诺ꎮ

第五节　 社会事业

一、 图书馆与博物馆

(一) 图书馆

湛江图书馆事业的起源ꎬ 可追溯到书院、 社学的兴起ꎮ 广州湾租借地没有设立公

共图书馆ꎬ 但一些热心文化的人士开设社团图书馆ꎬ 当时的潮州会馆、 广州湾商会图

书馆藏书颇丰ꎬ 一些名流巨贾家藏图书也可观ꎮ 抗战胜利后ꎬ 国民政府收回广州湾置

湛江市ꎬ 文化建设一筹莫展ꎬ 民众教育馆徒有虚名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于 １９５０ 年、 １９５２ 年湛江市区先后成立赤坎文化馆、 西营 (霞

山) 文化馆均设图书室和阅览室ꎬ 藏书逾万册ꎬ 为湛江市公共图书馆事业之始ꎮ １９５７
年新建湛江市图书馆ꎮ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ꎬ 教育、 科研、 工会、 农村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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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 (室) 相继成立ꎮ １９５９ 年曾开办湛江市图书馆赤坎分馆ꎬ 后合并于 １９６１ 年成立

的湛江专区图书馆ꎬ 这是当时全国最早的地区级图书馆之一ꎮ
【湛江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前身为湛江市图书馆ꎬ 创建于 １９５７ 年ꎬ 是湛江市建

市以来第一家公共图书馆ꎮ １９８４ 年改为少儿图书馆ꎬ 成为广东省第一家独立建制的

少儿图书馆ꎮ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新馆舍落成ꎬ 占地面积 １２００ 平方米ꎬ 建筑总面积 ６３００ 平方

米ꎮ 新馆建设总投资 ５００ 万元ꎬ 其中港澳同胞捐资 ２８６ 万元ꎮ 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

题写馆名ꎮ
【湛江市图书馆】 创建于 １９６０ 年ꎬ 其前身是湛江地区图书馆ꎬ １９８３ 年改为湛江

市图书馆ꎮ １９９６ 年由市政府投资 ５５００ 多万元兴建新馆ꎮ 新馆坐落于湛江市人民大道

北 ３９ 号 (市体育中心对面)ꎬ 占地 ２５ １ 亩ꎬ 建筑面积 ２１０００ 平方米ꎮ 主楼高九层ꎬ
四周楼宇高五层ꎬ 设有借书处、 社科书库、 古籍线装书库、 石景宜赠书室、 期刊阅览

室、 儿童室及多媒体阅览室等阅览室 １６ 个ꎬ 读者座位 １２００ 个ꎬ 可藏书 １２０ 万册ꎮ 中

国著名书画家关山月先生为新馆提名ꎮ
该馆采用北京丹诚系统ꎬ 实现馆内业务管理自动化ꎻ 采用北京超星系统ꎬ 与广东

省中山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联合建立起国内最大的数字化图书馆ꎬ 并通过该系统ꎬ 初

步实现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ꎮ 现已开通光纤宽带ꎬ 建立有 ２５ 台计算机供网上读者

使用的多媒体阅览室ꎬ 在大堂设有触摸屏检索系统ꎬ 供读者检索本馆的书目数据ꎬ 并

在大堂中央有电子显示屏ꎬ 发布本馆的最新动态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ꎬ 建立粤西地区第一

个公共图书馆互联网站ꎬ 申请国内域名ꎬ 并把馆里所有的书目数据和期刊数据上网供

广大读者查询检索ꎮ 为方便读者ꎬ 开通网上续借功能ꎬ 只要您进入该馆主页ꎬ 您就不

用到图书馆就可通过互联网对您所借的图书进行续借ꎮ
【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 源于 １９３５ 年创立的广东省立汕头高级水产职业学校ꎮ

数十年来ꎬ 学校几度迁徙和易名ꎬ 图书馆事业在曲折中不断发展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随

着原湛江水产学院和原湛江农业专科学校实质合并ꎬ 湛江海洋大学图书馆成立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ꎬ 原湛江气象学校图书馆并入ꎬ 湛江海洋大学图书馆由此覆盖了主校区、 霞山

校区和海滨校区ꎮ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ꎬ 湛江海洋大学图书馆随校名变更为广东海洋大学图

书馆ꎮ 全馆建筑总面积 ２５６０４ 平方米ꎬ 其中主校区达 ２００８７ 平方米ꎮ 主校区设有文献

借阅、 文献阅览、 电子阅览、 特色阅览、 休闲阅览等十八个功能区ꎬ 均为 ６４０ 平方米

的大开间结构ꎬ 阅览座位 ３０００ 多个ꎮ 高速局域网采用 １０００Ｍ 光纤连接校网络中心机

房ꎬ 三校区网络端口 ６００ 多个ꎮ 拥有光盘资源管理、 图书采购查重、 图书荐购、 电子

阅览室管理等系统ꎮ 采用深圳大学图书馆管理软件ꎬ 实现了采购、 编目、 流通、 期刊

管理、 馆藏检索等系列网络化计算机管理ꎮ 馆藏图书 ２２０ 万册ꎬ 中外文数据库 ２１ 个ꎬ
自建纸本特色文献专题 ４ 个ꎬ 中外文报刊 ３０００ 多种ꎮ 计算机管理系统、 监控系统、
消防报警系统、 背景音乐系统集藏书、 借阅服务、 网络信息资源利用于一体ꎬ 构建起

服务、 教学、 业务、 保障四个高度现代化的功能体系ꎬ 彰显了现化化、 数字化图书馆

的基本特征ꎮ
【广东医科大学图书馆】 创建于 １９５８ 年ꎬ 原名中山医学院湛江分院图书馆ꎬ 文

献资源主要由中山医学院图书馆调拨ꎮ １９６４ 年后独立办馆ꎬ 易名为湛江医学院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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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ꎬ １９９２ 年随学校易名为广东医学院图书馆ꎮ 于 ２０１６ 年升级为广东医科大学ꎮ 该馆

由湛江校区图书馆和东莞校区图书馆两部分组成ꎬ 总建筑面积 ３０３４５ 平方米ꎬ 其中湛

江校图书馆 １９８４ 年落成启用ꎬ 东莞校区图书馆 ２００５ 年落成启用ꎬ 是学校的标志性建

筑ꎮ 馆内设中外文书库、 期刊库、 书刊阅览室、 电子阅览室、 多媒体阅览室、 休闲阅

览室、 文献检索查新室和读者自修室等服务机构及场所ꎮ 现有阅览座位 ４５００ 个ꎬ 其

中湛江校区图书馆设阅览座位 ６５０ 个ꎬ 东莞校区图书馆设阅览座位 ３８５０ 个 (其中电

子阅览座位 ４００ 个ꎬ 休闲阅览座位 １１０ 个)ꎬ 能充分满足读者的阅览需要ꎮ 馆藏文献

总量 ２７４ ７７ 万余册ꎬ 其中纸质文献总量 １６７ ３２ 万册ꎬ 电子文献总量 １０７ ４５ 万册ꎮ
同时订有的中外文期刊 １７５１ 种ꎬ 订有及可利用中外文数据库 ３０ 余种ꎮ

【岭南师范学院图书馆】 １９０４ 年始设师范科教育ꎬ １９７８ 年更名为雷州师范专科

学校ꎬ １９９１ 年升格更名为湛江师范学院ꎬ ２０１４ 年更名为岭南师范学院ꎮ 其图书馆ꎬ
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ꎬ 是服务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学术性机构ꎮ 现有在编教职工 ７５
人ꎬ 其中本科以上学历者 ６９ 人ꎬ 中级以上职称者 ５７ 人ꎮ 下设资源建设部、 图书借阅

部、 报刊阅览部、 信息服务部、 网络技术部、 特藏部、 办公室七个部门ꎮ 馆舍面积

３ １５ 万平方米ꎬ 分设图书借阅、 报刊阅览、 电子阅览、 视听学习、 研修讨论、 休闲

发呆、 电子检索等室 (区)ꎬ 拥有阅览座位约 ４２００ 个ꎮ 馆内建有千兆以太网网络主

干、 百兆到桌面的局域网ꎬ 共设信息点 ７００ 多个ꎮ 网站初具规模ꎬ 栏目众多ꎮ 自动

化、 信息化、 智能化设备 ６９４ 多台 (件)ꎬ 其中自助借还系统两台、 自助文印系统两

台、 电子书刊借阅机两台、 朗读亭一个、 供师生读者检索馆藏文献资源或浏览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 网上资源的电脑 １００ 台ꎮ 现有馆藏纸质图书 ２２９ 万余册ꎬ 电子图书 １４５ 万多种ꎬ
纸质中外文期刊近 ２ 千种ꎻ 各类光盘约 １０ 万多片ꎻ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 等中外文数据库 ５８ 个ꎻ “岭师文库” “广州湾专题资源库” “粤西文献资

源网” 等自建特色数据库 ８ 个ꎮ 特藏阅览室收藏有 «四库全书» «续修四库全书»
«大正新修大藏经» «中华道藏» «万有文库» «申报»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 等一批

新印古籍及民国时期文献、 粤西地区地方志、 地方文献、 本校师生、 校友的著作、 学

位论文以及中小学和高校教材等ꎮ

(二) 博物馆

【湛江市博物馆】 原名湛江地区工业展览馆ꎬ 馆址在赤坎南方路 ５０ 号ꎬ 占地

３００００ 平方米ꎬ １９５９ 年由湛江市建筑设计院一室李剑寒等人设计ꎬ 湛江建筑工程公司

(今省八建) 承建ꎬ １９６０ 年建成ꎬ 该馆建筑外形仿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ꎬ 建筑面积

６０００ 平方米ꎬ 展厅面积 ４５００ 平方米ꎬ 属于 “苏式建筑” 风格ꎮ １９５７ 年在霞山海滨路

３ 号成立湛江人民戊戌抗法纪念馆ꎬ １９６１ 年ꎬ 该纪念馆并入新建成的湛江专区博物

馆ꎬ 在博物馆内设专室陈列抗法文物ꎬ 是年 ５ 月 １ 日正式开放ꎮ 陈列展览楼一座五层

面积 ５４００ 平方米ꎬ 展览室 ６ 个ꎬ 属地方综合性和纪念性合一的博物馆ꎮ １９６９ 年秋改

名为 “宣传毛泽东思想展览馆”ꎮ １９７２ 年改名湛江地区展览馆ꎮ １９７５ 年改名湛江地

区博物馆ꎮ １９８４ 年ꎬ 改名湛江市博物馆ꎬ 馆名为董必武题字ꎮ 该馆内设文物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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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美工、 群众宣教 ３ 个组ꎬ 业务工作面与市行政区域同ꎮ
【广东海洋大学水生生物博物馆】 建筑整体紧密ꎬ 体现以 “海洋” 为主题的思

路ꎬ 利用必要的雕塑创立标志性建筑ꎮ 建筑细部的处理和在内庭院中开辟一片水石ꎬ
处处透露出鱼海洋为主题的浓重气氛ꎮ 平面布局紧凑、 集中ꎬ 功能分区明确ꎬ 参观流

线通畅ꎮ 海洋大学水生生物博物馆内设有鲸类、 爬行和两栖类、 鱼类、 虾蟹类、 贝

类、 棘皮和腔肠动物ꎬ 以及红树、 海藻类等陈列室ꎬ 具有 “多”、 “全”、 “奇”、
“珍” 四大特点ꎮ

【广州湾历史民俗馆】 位于赤坎区和平路 ５１ 号ꎬ ２０１４ 年建成开放ꎮ 民俗馆是典

型的岭南骑楼ꎬ 分上下两层ꎬ 圆拱形门廊加上蛋黄色外墙ꎬ 让人仿佛回到昔日广州

湾ꎮ 馆内展览来自民间收藏家胡贤光提供的各种有关 １８９８ ~ １９４５ 年法国租借地广州

湾时期的生活器皿、 商业器具和历史文物ꎬ 让人们了解湛江的历史ꎬ 以史为鉴ꎮ
【湛江官渡民间博物馆】 位于官渡镇西堤开发区ꎬ 卢家一的私人博物馆ꎬ 设计匠

心独运ꎬ 大门口是一个独特的大圆环ꎬ 圆环上用灰塑工艺嵌着一幅特别编排的对联:
“一画一书一品品仁义道德品ꎬ 九人久物狗园圆人事家国圆”ꎬ 此对联首尾相接于大

门正中处ꎬ 恰好与馆名 “一品圆” 相呼应ꎮ 展馆一楼大厅挂着卢家一自创一副对联:
“收东收西收古今收人间足迹和神韵ꎬ 藏天藏地藏方圆藏世上奇珍与风云” 此对联隐

喻主人的爱好和人生传奇ꎮ 馆内收藏文物有玉器、 陶瓷、 邮票、 钱币、 书画、 雕塑、
红木家具、 像章、 书籍、 报刋、 酒等等ꎬ 共计 ８ 万多件ꎬ 放满整座五层楼ꎬ 且每一件

藏品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ꎮ 博物馆后面ꎬ 主人精心构思ꎬ 请专业工匠制作ꎬ 整幅

墙壁上那面积达 ２１８ 平米的巨型灰雕画ꎬ 由九条龙、 九代明君、 九幅历史画卷和九幅

对联组成ꎬ 不仅融入了卢先生个人的梦想和追求ꎬ 也包含了他对历史、 对中国文化的

探索与理解ꎮ

二、 教育与医卫

(一) 教育事业

２０ 世纪 ２０、 ３０ 年代ꎬ 广州湾当局创办法华小学ꎬ 民办的广侨小学ꎬ 赞化小学、
晨光小学ꎮ １９３８ 年至 １９４２ 年ꎬ 一批教师和各类专业知识分子逃难到广州湾ꎬ 在赤坎

市区新办培オ小学、 维善小学、 崇圣小学、 慈光小学、 进化小学、 国本小学、 培智小

学、 大同小学 (后改为晴明小学)、 韩江小学、 远光小学ꎻ 四维中学、 培オ中学、 赞

化初中、 河清中学、 赤坎市立中学等ꎮ 赤坎寸金桥西 (华界) 也新办勤勤商学院和

南强中学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湛江教育事业迅猛发展ꎬ 湛江教育基地于 ２０１３ 年正式动工建设ꎬ

占地 １０８ １４ 公顷 (１６２２ 亩)ꎬ 总投资 ３０ 亿元ꎬ 建成后可容纳在校生 ３ 万人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首批入驻学校有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市第二技工学

校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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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２０１７ 年底ꎬ 湛江有各级各类学校 ３１５３ 所ꎬ 其中幼儿园 １９６１ 所、 小学 ８０２
所、 初中 ２３０ 所、 普通高中 ７８ 所、 中职学校 ６６ 所、 特殊教育学校 ９ 所ꎻ 在校生

１５５ ５ 万人ꎬ 其中幼儿园 ３１ ５８ 万人、 小学 ６０ ２５ 万人、 初中 ２６ ６１ 万人、 普通高中

１６ ７５ 万人、 中职学校 ９ ２ 万人 (不含输送珠三角生源)、 特殊教育学校 １１２９ 人ꎬ 高

等教育 １０ ７５ 万人ꎻ 教职工 １１ ５ 万人ꎬ 其中幼儿园 ２ ５１ 万人、 小学 ３ ５７ 万人、 普

通中学 ３ ９７ 万人、 中职学校 ５３３４ 人、 特殊教育学校 ３０６ 人ꎮ 全市 ９ 个县 (市、 区)
和经开区、 １２１ 个乡镇 (街道) 全部建成省教育强县、 教育强镇ꎬ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 被省

政府认定为 “广东省教育强市”ꎻ 县 (市、 区) 均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评估认定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湛江市有高校 ７ 所ꎬ 其中ꎬ 省管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３ 所: 广东海洋大

学、 广东医科大学、 岭南师范学院ꎻ 民办普通高校 １ 所: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ꎻ 民

办高职院校 １ 所: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ꎻ 市属普通专科学校 １ 所: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

校ꎻ 市属成人高等学校 １ 所: 湛江开放大学ꎮ ２０１７ 年全日制高校在校学生 １１ ５４ 万

人ꎬ 毕业生 ２ ７７ 万人ꎬ 是全省除广州市以外高等学校最多的地级市ꎮ 专业设置广泛ꎬ
包括理学、 工学、 农学、 文学、 法学、 经济学、 管理学、 教育学、 医学等学科ꎮ 具有

博士学位授予学校 ２ 所ꎬ 即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医科大学ꎻ 硕士学位授予学校 ２ 所ꎬ
即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医科大学ꎮ

(二) 医卫事业

民国 １１ 年 (１９２２ 年)ꎬ 由广州湾法国教会兴办 “爱民医院”ꎬ 自此ꎬ 西医正式传

入湛江ꎮ 民国 ２７ 年 (１９３８ 年)ꎬ 兴建赤坎寸金桥公共医院ꎬ 是湛江中心人民医院前

身ꎮ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政府接管后更名为 “广东省高雷区中心卫生院”ꎮ １９７０ 年更名为

“湛江地区人民医院”ꎮ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更名为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ꎮ 作为湛江市的龙头

医院ꎬ 为解决医疗用房紧缺、 展空间狭小的问题ꎬ 市里决定整体搬迁ꎬ 开放病床

２０００ 张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奠基ꎬ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完成医院建设ꎬ 实现整体搬迁至赤坎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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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路 ２３６ 号ꎬ 总占地面积为 ２１６ 亩ꎬ 建筑面积 ３４ ２ 万平方米ꎬ 南北长 ３０６ 米ꎬ 东西

宽 ２５１ 米ꎬ 地下停车位近 ３０００ 个ꎬ 有功能完善的门诊楼和住院大楼ꎬ 有百级标准的

净化手术室ꎬ 创下 “广东省最大单体医疗建筑” 记录ꎮ 医院历经 ８０ 年的光辉历程ꎬ
发展到今天ꎬ 现有在职职工 ２２７０ 多人ꎬ 开放病床 ２０００ 张ꎬ 副高级职称 (副教授) 以

上专业技术人员 ５３３ 人ꎮ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９ 人、 湛江市特殊贡献专家 ４ 人ꎮ
设有 ５５ 个临床医技科室和 １ 个健康体检中心ꎬ 拥有血液风湿内科、 感染性疾病科、
消化内科、 重症医学科、 急救中心、 耳鼻喉头颈外科、 产科、 烧伤整形外科等 ８ 个广

东省重点专科ꎬ 骨科是广东省特色专科ꎬ 并附设心血管、 肝胆、 耳鼻喉、 骨科 ４ 个研

究室ꎮ 已成为粤西地区医疗急救、 教学科研、 预防保健的中心ꎬ 是一家学科齐全、 技

术力量雄厚、 医疗设备先进、 服务质量上乘的综合性现代化三级甲等医院ꎮ
而 １９２２ 年创建的 “爱民医院”ꎬ 当时只有一名医生和数名修女兼做护士ꎬ 设备

简陋ꎬ 只有病床 ２０ 张ꎮ “广州湾” 光复后ꎬ １９４６ 年易名 “市立西营医院”ꎬ １９５０ 年

由人民政府接管后改名为 “湛江市人民医院”ꎮ １９８３ 年ꎬ 湛江地市合并后更改为 “湛
江市第二人民医院”ꎬ １９９３ 年ꎬ 经市政府批准增挂 “广东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牌

子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新的住院综合大楼正式投入使用ꎬ 住院床位增加至 １５００ 张ꎬ 促进

业务量和医院层次的提升ꎻ ５ 月 ２０ 日湛江市人民政府与广东医科大学正式举行成建

制签约仪式ꎬ 医院正式挂牌ꎬ 更名为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ꎬ 成建制移交广

东医科大学ꎬ 成为其直属附属医院ꎬ 依托高校的平台ꎬ 引进高层次人才ꎬ 购置先进设

备ꎬ 发展高尖端技术ꎬ 精益求精ꎬ 开拓创新ꎬ 实现医院跨越式的发展ꎮ
时光荏苒ꎬ 弹指 ４０ 载ꎬ 湛江医卫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ꎬ 扎实推动医改纵深

发展ꎬ 以健康为主线ꎬ 以惠民为导向ꎬ 服务全市发展和百姓健康ꎬ 让改革成果惠及人

民群众ꎮ 通过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ꎬ 逐渐形成以市级人民医院为龙头ꎬ 县级人

民医院为基础、 乡镇卫生院为枢纽、 村卫生室为网底、 私营医疗机构为补充的医疗服

务网络和多元办医格局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湛江市有各类卫生机构 ３４００ 个 (所)ꎬ 其中医院

１０３ 所ꎮ 全市卫生机构实有床位 ３５０９１ 张ꎬ 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３８２３２ 人ꎬ 卫生机构总

诊疗人数 ３３９０ ５ 万人次ꎮ ２０１８ 年全面推进 ２ 项民生实事、 ３ 项民心工程、 １ 个重点承

诺事项和 １ 个重点项目ꎬ 完成湛江中心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工程ꎻ 建成 ５１ 间中医馆ꎬ
实现 “县有中医院、 镇有中医馆” 目标ꎮ 医改考核成绩连续两年位列全省前 ３ 位ꎻ
公立医院改革实现全覆盖ꎬ 全面取消药品加成ꎮ

三、 体育设施

２０ 世纪初ꎬ 广州湾时期在西营、 赤坎各建一座运动场ꎬ 还有赤坎民间修建简易

木棚游泳场ꎬ 体育设施十分简陋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体育场地建

设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市里将霞、 赤两地运动场改造成为大型足球场和 ４００ 米田径

场ꎮ 赤坎游泳场改建成混凝土结构的标准游泳池和跳水台ꎮ 在霞山新建海滨游泳场和

灯光球场、 网球场ꎮ 二十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 政府和社会都加强体育场地的建设ꎬ 特别

１９８８ 年兴建现代化体育中心后ꎬ 湛江体育设施跻身于全省一流的行列ꎮ 至 １９９０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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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各类体育设施增多ꎬ
有座位的体育场 ２ 个 (体
委系 统 )、 运 动 场 ４２ 个

(学校系统)、 游泳池 ２６ 个

(其中体委系统 ９ 个)、 室

内游泳池 ２ 个 (其中体委 １
个)、 有看台灯光球场 ２７
个 (其中体委 ２ 个)、 篮球

场 ４１９ 个、 排球场 ８１ 个、
足球场 １８ 个、 旱冰 (滑

轮) 场 ７ 个、 网球场 ４ 个、
体操房 ７ 个、 健身房 ３ 个、
乒乓球室 １ 个ꎮ

【赤坎人民体育场】 位于湛江市赤坎中山路ꎬ 前身为民国 ３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建足

球场ꎬ 场地较狭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经多次改建ꎬ 占地面积 １ ５ 公顷ꎬ 建筑面积 ５４９ 平

方米 (其中主席台面积 ４２２ 平方米ꎬ 看台面积 １２７ 平方米)ꎮ 有足球场 １ 个、 ４００ 米

跑道 １ 条ꎬ 看台 １０００ 人座位ꎮ
【霞山人民体育场】 位于湛江市霞山民有路ꎬ 前身是广州湾跑马场ꎬ 民国 ２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改为足球场ꎬ 以法国驻广州湾总公使马迪的名字命名ꎮ １９５３ 年改建为霞

山人民体育场ꎬ 占地面积 ４ 公顷ꎬ 内有灯光球场及其他体育训练场地和一座容纳

２０００ 多人的看台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对该场主席台办公楼、 运动场周围看台等进行改造ꎻ
２００３ 年ꎬ 又投资 ２００ 多万元ꎬ 铺设塑胶跑道ꎬ 场内有 ４００ 米标准田径场、 足球场ꎬ 主

要用于青少年运动员训练和辖区内中、 小学校上体育课ꎬ 并为广大群众健身和湛江开

展各项体育运动提供良好场所ꎮ 湛江市旧二中因为邻近 “霞山体育场”ꎬ 近水楼台先

得月ꎬ 该校长期以来取得优越的田径运动成绩与此有很大关系ꎮ 从 ２０１３ 年起ꎬ 每年

都安排经费对体育场进行维修、 养护ꎮ ２０１５ 年完成升级改造工程ꎬ 内容包括: 体育

场塑胶跑道翻修ꎬ 足球场草坪翻修ꎬ 看台、 主席台维修ꎬ 场内栏杆拆建ꎬ 比赛工作室

建造等ꎬ 成为第十四届省运会足球比赛场ꎮ
【赤坎游泳场】 位于湛江市赤坎海北路ꎬ 始建于民国 ３２ 年 (１９４３ 年)ꎬ 当时海水

直抵鸭乸港及今海北路一带ꎬ 引海水入游泳场ꎮ 有位归国侨商在国外见过洋人跳水ꎬ
他便在海滩处挖池建跳水台ꎬ 搭建起可供游泳者休息的遮阳木棚ꎬ 市民戏称 “游水

棚”ꎬ 此称呼沿习至今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赤坎游泳场进行多次扩建ꎬ 尤其是 １９６４ 年大

规模扩建以后ꎬ 游泳场于 １９６５ 年对外开放ꎮ 场内建有大型的训练池、 比赛池、 ５ 米

深跳水池、 初级池和儿童池等ꎬ 其中四层十米跳台的弧形造型ꎬ 当时是富有前卫艺术

风格和现代特色的建筑ꎬ 如此规模的跳台ꎬ 当时在国内也仅北京、 上海等城市才共有

４ 座ꎮ 二十世纪 ６０ 年代末ꎬ 赤坎围筑军民大堤之前ꎬ 海水直达游泳场ꎬ 每天两次潮

汐通过水闸ꎬ 都为游泳场自动更换新鲜海水ꎬ 因而游泳池的水质长年清澈澄碧ꎬ 甚至

偶有小鱼群乘换水之机溜入池中ꎬ 人鱼共舞ꎬ 各得其乐ꎮ 而位于场内的业余体校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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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辈出ꎬ 曾先后为国家、 省和各大军区输送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游泳、 水球、 跳水运

动员与教练员ꎮ 被国家体委授予 “新中国体育开拓者” 称号的卢森堡ꎬ 从 １９５４ 年开

始任赤坎游泳场场长ꎬ 并兼任跳水、 水球、 游泳教练ꎬ 先后培养出徐益明、 郑观志、
陈观贤、 黄秀妮、 温一静等一批杰出的水上运动人才ꎮ 湛江获得 “全国跳水之乡”
这一荣誉称号ꎬ 正是从他开始夯起ꎮ

【霞山游泳场】 建于 １９５３ 年ꎬ 在湛江市霞山海滨公园内ꎮ 当时是全省唯一陆上

海水游泳场ꎬ 占地 １５０００ 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１６１７ 平方米ꎬ 共有 ５ 个海水游泳池ꎬ １ 个

训练馆ꎬ 可同时容纳 ３０００ 人游泳健身ꎬ 是湛江市水上项目训练基地之一ꎬ 先后为国

家培养张小冬、 刘鸥、 吴国村、 陈晓君等优秀运动员ꎮ １９６３ 年ꎬ 中国运动员参加亚

洲新兴力量运动会ꎬ 女跳水队获得优异成绩ꎬ 其中两位获奖女跳水运动员郑观志与黄

秀妮是湛江人 (郑观志日后成为奥运冠军劳丽诗的跳水教练)ꎮ 长春电影制片厂便以

她们为原型ꎬ 创作拍摄电影 «女跳水队员»ꎬ 担任主角陈晓红是本场业余训练的跳水

队员ꎬ 电影镜头中展示南国风光的背景片段ꎬ 就是在海滨公园和本地游泳场拍摄的ꎬ
影片将地名改为 “湛川市”ꎮ 影片在全国各地放映后ꎬ 引起极大反响ꎬ 不少人纷纷前

来游泳场ꎬ 要求报名参加跳水训练ꎬ 一时被传为佳话ꎮ
【湛江市体育中心】 第八届广东省运动会主场馆ꎬ 位于湛江市人民大道北ꎬ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动工建设ꎬ 由市政府投资 ５５００ 万元ꎬ 只用 ２４ 个月的时间全部竣工ꎬ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举行落成典礼ꎮ 大门设计为大跨度拱桥和 “１” 字形塔ꎬ 象征架起

五洲四海友谊的桥梁ꎬ 为祖国荣誉力争第一的拼搏精神ꎬ 造型新颖壮观ꎮ 整个体育中

心占地面积 １６ ８ 公顷ꎬ 建筑面积 ４８２９２ 平方米ꎬ 体育场座位 ２ 万个、 体育馆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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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３７ 个ꎬ 设置有综合性体育馆和训练馆、 体育场、 保龄球馆、 网球场等场馆ꎬ 附设

餐厅、 旅业、 会议室等配套设施ꎬ 可承办国内国际足球、 田径、 排球、 篮球、 羽毛

球、 乒乓球、 体操等项目比赛ꎬ 是集竞技体育、 群众体育和休闲娱乐一体的综合性活

动场所ꎮ
【湛江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第十四届广东省运动会主场馆ꎬ 位于湛江市坡头区海

湾大桥桥头北侧ꎬ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ꎬ 经市委十届第 ４５ 次常委 (扩大) 会议正式命

名ꎬ 取此名意在发扬更快、 更高、 更强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ꎮ ２００９ 年动工ꎬ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竣工ꎬ 占地面积为 ６６４ ５１ 亩ꎬ 总建筑面积 １８ ４７ 万平方米ꎮ 其中ꎬ 综合训

练馆主要用途是体育训练ꎬ 用地面积达 ７ 万多平方米ꎬ 可容纳人数 １１２００ 人ꎬ 总建筑

面积 ２ 万多平方米ꎬ 其中包括训练区域、 运动休息、 后勤管理、 辅助用房等建成后可

布置羽毛球场 ９０ 个、 篮球场 ３０ 个ꎮ
由一场三馆组成ꎬ 从南到北依次为体育场、 体育馆、 综合球类馆和游泳跳水馆ꎮ

整体设计以 “飘带” 为主题ꎬ 一场三馆用飘带似的连廊相连ꎬ 建筑外形简洁ꎬ 立面

使用大量曲面和曲线造型ꎬ 结合横隐竖显的玻璃幕墙与金属幕墙ꎬ 使超长的体量富有

秩序和肌理ꎮ 上扬的屋面与倾斜的玻璃幕墙合为一体ꎬ 形如贝壳ꎬ 轻盈又具质感ꎬ 采

用双层屋面ꎬ 起伏的曲线层层交叠ꎬ 仿佛贝壳的纹理ꎬ 优美而舒展ꎬ 凸显如海湾一般

自然流畅的形态ꎬ 诠释南方建筑独有的轻透特质ꎬ 结合主要广场及平台ꎬ 形成面向海

湾的门户形象ꎮ 远望蓝色的海湾天际线上ꎬ 三座巨型贝壳般的场馆如海浪轻柔簇拥

着ꎬ 自由散落于沙滩之上ꎮ 场馆外配套建设的观海长廊和海水浴场ꎬ 宛如一条翠绿丝

带缠绕在东海岸ꎬ 与一湾之隔的西海岸观海长廊遥相呼应ꎬ 让人漫步期间ꎬ 饱览风光

旖旎、 景色迷人的湛江港湾ꎮ

四、 通信设施

１８９９ 年 １２ 月ꎬ 广州湾邮政和电报局成立ꎬ 由法属印度支那联邦邮电总局管辖ꎮ

邮电中心位于麻斜ꎬ 西营、 赤坎、 坡头、 铺仔和太平设有分局ꎬ 每个分局通过一条电

报线与麻斜相连ꎮ 邮政则由交通车承担ꎮ 在麻斜、 东海岛和硇洲岛之间提供定期的信

鸽服务ꎮ
建国前ꎬ 湛江邮政、 电信、 市内电话三个部门通信设施残缺简陋ꎬ 电报用人工话

传和莫耳斯机ꎬ 长途电话只用无线寻呼ꎬ 市内电话只有两部 ２０ 门西门子直插式的小

总机ꎬ 远远满足不了人民需要ꎬ 也影响经济发展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政府重视邮电事业的发展ꎬ １９５１ 年将独立分设的邮政、 长途电

信、 市内电话合拼一起成立邮电局ꎻ １９６９ 年邮电分设为湛江地区邮政局、 湛江地区

电信局、 分属地方经委和军分区领导ꎬ １９７３ 年邮政、 电信合并为湛江地区邮电局

(下管湛江市邮电局和五个县邮电局)ꎬ １９８３ 年合并为湛江市邮电局ꎬ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ꎬ

 «广州湾航空邮政及其首航封初探» 陈灵ꎬ «广州湾历史文化研究 (第一辑) » ｐ４５７ꎬ 广

东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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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设为湛江市邮政局和湛江市电信局ꎮ 邮电虽然分分合合ꎬ 仍持续稳步发展ꎮ
改革开放后ꎬ 湛江通信发展迅速ꎬ １９８８ 年初ꎬ 城乡电话交换机容量为 ３０７６０ 门ꎬ

电报载波机 ３４ 台ꎬ 长途电路 ６３８ 条ꎬ 还开办用户电报ꎬ 长途直拨ꎬ 用户直迹传真等

新业务ꎮ １９８７ 年全市业务总董 １４４２ ８ 万元ꎬ 业务总收入 １７６２ 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实现全市城乡电话一体化ꎬ 电话号码由六位升七位ꎬ 建成本地网ꎮ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ꎬ 数码移动通信投产ꎬ 至 １９９８ 年用户达到 ５ 万多用户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网管中心投入使用ꎬ 可监控全市的电话交换网ꎬ 传输网的使用情况ꎬ 有效地提高设

备利用率ꎮ 实现由人工交换ꎬ 向自动交换网转变ꎻ 由模拟式技术向数字技术通信转

变ꎻ 通信传输从明线发展到光纤、 数字微波、 卫星和综合利用ꎻ 数字微波及光纤传输

已覆盖全市各县 (市)ꎬ 移动电话实现全国联网ꎬ 无线寻呼实现全省联网数据通

信进入全市金融网和每个家庭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全市拥有农、 市话交换机容量 １２７ 万门ꎬ 实装用户 ８９ ３９ 万户ꎻ 长途交

换容量 ３ 万线ꎬ 履盖湛江各县 (市) 市区、 乡镇ꎬ 全面实现村村通电话ꎬ 形成强劲

的通信能力ꎻ 数据方面ꎬ 已建成 ＤＤＮ 网、 分组交换网、 国际计算机互联网等网络ꎬ
为社会提供 ＤＤＮ、 分组交换、 帧中继、 ＡＴＭꎻ １６３ 互联网业务ꎬ １６９ 视聆通业务ꎬ 专

网业务ꎻ 宽带业务 (ＡＤＳＬꎬ ＬＡＮꎬ ＡＴＭ 等) 及信息化小区ꎬ 高速局域网等业务ꎮ
湛江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搏浪前行ꎬ 一个信息闭塞的蛮荒之地转身成为大数据发展

的重要前沿ꎮ ４０ 年沧海一粟ꎬ 信息科技发展翻天覆地ꎬ 昔日 “一座城市分两块” 的

湛江印象已一去不复返ꎮ 而今ꎬ 足不出户网上购物、 远程看病、 偏远海岛远程 “互
联网＋教育” 通信工具的变迁、 通信方式的改变ꎬ 深刻影响着人们生活方式ꎬ 为

湛江各行各业的经济建设起到当之无愧的先行官作用ꎬ 推动着湛江社会经济跨越发

展ꎮ

五、 供电与电力设施

电力工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行官ꎮ 湛江的电力供应始于 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ꎬ 西营电

灯公司成立ꎬ 开启广州湾这个沿海城市通电的历史ꎮ 当时ꎬ 由法商越南电力公司派一

名叫狄龙的人来湛江筹建电力厂ꎬ 取名为 “法商越南电力公司西营电厂”ꎬ 翌年 ９ 月

建成发电ꎮ 装机容量为 ２×１５０ 匹马力碳汽机ꎬ 配带发电机容量为 ２×１００ 千瓦ꎮ 后经

几次扩建ꎬ 几经易手ꎬ 到建国前ꎬ 湛江市发电总量还不到 ５００ 千瓦ꎬ 除供给几家小型

手工业厂和主要商业街道用电外ꎬ 其他地区入夜一片漆黑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ꎬ 市政府接收法商越南电力公司西营电力厂改名为

“湛江发电厂”ꎮ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后ꎬ 湛江电厂先后从广东纺织厂和湖北省武昌发电厂等

调来柴油发电机组和燃煤汽轮发电机组等设备ꎬ 使电厂装机容量不断扩大ꎮ １９５６ 年ꎬ
为了适应湛江港建设的需要ꎬ 湛江电厂进行扩建ꎬ 从上海莲家发电厂搬迁来 ４×５００ 匹

马力柴油发电机组ꎬ 安装在市郊兴隆村ꎮ 以后随着城市发展的需要ꎬ １０ 千伏至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设备陆续建成投产ꎮ 到 １９７９ 年ꎬ 主变电总量发展到 ２４ 万千伏安ꎬ ３５ 千

伏以上输配电线路达到 １１５３ 千米ꎬ 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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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ꎬ 湛江电力工业掀起建设高潮ꎮ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ꎬ 成立湛江电力局ꎬ 通

过整顿机构ꎬ 建立、 健全生产、 技术、 运行三大管理机制ꎬ 实施调度指挥、 负荷分

配、 设备更新改造和职工技术培训四个统一ꎬ 提高电网素质ꎬ 事故率逐年下降ꎬ 新增

工程和配套工程投产快ꎬ 成效大ꎮ １９８０ 年至 １９８３ 年增建 ３５ 千伏变电站 ２９ 个ꎬ 增加

变电容量 ７４９１０ 千伏安ꎮ 特别是 １９８４ 年以来ꎬ 深化改革ꎬ 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

制ꎬ 抓紧电网建设、 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等环节ꎬ 克服电力供应紧张的状况ꎬ 使电力

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起到先行作用ꎮ
为了适应湛茂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ꎬ 改善广东电网、 电源布局ꎬ 贯彻

国家能源政策ꎬ 节省燃料油和发挥湛江的海运优势ꎬ 合理利用省外能源ꎬ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ꎬ 国家决定在湛江兴建大型燃煤发电厂ꎬ 规划最终装机容量为 １２０ 万千瓦ꎬ 首期工

程总投资 ９ ９９６３ 亿元ꎬ 负责工程设计的是广东省电力勘测设计院ꎬ 总设计为高级工

程师黎自强ꎮ １９８８ 年是湛江历年来电力建设项目最多、 投资最大的一年ꎬ 全年全市

输变电建设工程 １０ 项ꎬ 完成投资 ６６０５ 万元ꎬ 供电量 ９６８８４ 万千瓦 /时ꎬ 比 １９８７ 年增

长 １７. ９％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新建大型燃煤发电厂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ꎮ 两台机组投产后ꎬ
年发电量达 ３６ 亿度ꎮ 至 ２０００ 年ꎬ 湛江电网仅用 １０ 年时间就建成 ２２０ 千伏网架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湛江电网建设一路高歌猛进ꎬ 短短 １６ 年间新建投运了 ８５ 座 ３５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湛江供电局第 １００ 座变电站投产运行ꎬ 成为广东电网

第 ７ 个 ３５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数量达 １００ 座的地市供电局ꎬ 湛江地区变电站点分布偏

少、 配电线路供电半径过大、 供电能力不足等情况得到明显改善ꎬ 为地方政府招商引

资创造良好的用电环境ꎮ 同年ꎬ 湛江电网售电量继 ２００８ 年首次突破 ５０ 亿千瓦时大关

后ꎬ 仅用 ８ 年时间就迎来了售电量第 ２ 个 ５０ 亿千瓦时的增长ꎬ 使湛江成为粤西地区

首个供、 售电量双双突破百亿千瓦时的地级市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大力实施振兴粤东西北战略ꎬ 钢铁、 造纸、 石化三

大 “航母” 齐聚湛江ꎬ 对电力需求将持续旺盛ꎮ 对此ꎬ 湛江电网加快建设步伐ꎬ “十
三五” 期间计划投资 ７４ ４７ 亿元ꎬ 优化主网ꎬ 全面做强配网ꎬ 精准升级农网ꎮ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湛江电网形成以 ３ 座 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为中心、 ２２０ 千伏电网分片供电的格

局ꎬ 为湛江决胜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加坚强可靠的电力支撑ꎮ

六、 居民生活环境

“空气清新ꎬ 环境宜人ꎬ 生活舒适” 说起如今的湛江ꎬ 抬头是蓝天白云ꎬ 出

门见花红草绿ꎬ 不少市民感慨良多ꎮ 在环境整治方面ꎬ 湛江市多措并举ꎬ 使得城市环

境不断改善ꎬ 市民乐享幸福生活ꎮ 湛江市下大力气改善城市环境ꎬ 既是高瞻远瞩的决

策部署ꎬ 又是脚踏实地的民生工程ꎮ 在环境整治过程中ꎬ 湛江市将改善城市环境与提

升城市内涵、 增强民生福祉有机结合ꎬ 从细节入手ꎬ 从小事做起ꎬ 结合实际创造性地

开展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ꎬ 昔日的臭水沟变成景观带ꎻ 过去

的垃圾场建成小公园ꎻ 曾经占道经营的公共场所ꎬ 如今焕然一新创卫ꎬ 让湛江城

区居民感受到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ꎬ 享受到真正的实惠ꎮ 围绕建设林荫、 绿道、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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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居民出行 “１５ 分钟到达绿地” 等目标ꎬ 湛江市先后打造瑞云湖湿地公园、 滨湖

湿地公园、 东菊公园以及一批精品小游园营造特色、 提升内涵ꎬ 城市环境和城市

品质不断提升ꎮ 生活在湛江的很多市民都有一个同样的感受ꎬ 那就是整体生活越来越

舒适便利了: 城市更美丽了ꎬ 交通便利了ꎬ 环境也更好了ꎬ 社会各种附属设施的建设

也越来越健全了ꎮ 湛江在大气污染治理、 环境绿化和生态大环境改善等方面均取得明

显效果ꎮ 同时ꎬ 生活在这样的城市ꎬ 美好的体会不仅仅是这些ꎬ 在社区服务、 城市公

共服务方面的发展水平也总是让百姓感到惊喜ꎮ 作为湛江的生态屏障ꎬ 城市的 “肺
叶氧吧”ꎬ 湖光岩、 三岭山森林、 东坡岭荔枝园等风景绿地在城市建设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ꎮ 全力打造城市生态屏障ꎬ 实现常年翠绿ꎬ 四季有花的美丽湛江前景无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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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创建国家级荣誉称号活动

城市ꎬ 刻印着文明的进步ꎮ 争创 “国字金牌”ꎬ 是对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水平的最高评价ꎮ 本篇记述湛江争创国家级旅游、 园林、 卫生、 环保模范城市和全国

文明城市所开展的有关城管活动ꎮ

第一节　 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ꎬ 湛江市委市政府经过评估ꎬ 提出创建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目

标ꎬ 发挥独特的地理和资源优势ꎬ 以热带风光、 海洋风景、 名城风韵、 “蓝、 绿、
红” 三色为基调ꎬ 打造 “南方港城、 南国风光” 的城市品牌ꎬ 制定 “把旅游业作为

全市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 的战略决策ꎬ 对创优重点项目任务进行细化分解ꎬ 要求

各 “创优” 成员单位以务实的精神ꎬ 全力加大旅游硬件建设ꎬ 增加旅游服务项目ꎬ
完善城市旅游功能ꎬ 提升总体接待水平ꎬ 进一步整合旅游资源、 打造旅游知名品牌ꎬ
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ꎬ 全力冲刺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ꎮ

一、 创建管理机构

成立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组委会办公室ꎬ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在湛江工商局登记

注册挂牌ꎮ 地址设在跃进路 ６３ 号ꎬ 联系人: 郑德胜ꎮ

二、 创建工作

【湛江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称号】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８ 日ꎬ 湛江市获得 “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 称号ꎬ 成为广东省第四批争创城市之一ꎮ 三年来ꎬ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ꎬ
各级政府、 各职能部门、 广大旅游工作者及全市人民ꎬ 按照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

总体要求ꎬ 在改善旅游环境ꎬ 加强城市环境建设ꎬ 完善城市功能ꎬ 提高城市整体素质

等方面都做出很大的努力ꎮ 正如前来湛江市参加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验收的国家

检查组组长唐洪广所说: “可以把 ‘创优’ 概括为三句话: 政府创优ꎬ 企业增收ꎬ 市

民受益ꎮ”
由国家旅游局、 香港旅游发展局、 澳门旅游局等单位主办的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７ 届香港

国际旅游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ꎮ 香港有关媒体结合本次展会所确定的 “美丽

中国之旅—２０１３ 中国海洋旅游年” 的主题ꎬ 组织 “中国十大环境最好旅游城市” 评

选活动ꎬ 湛江榜上有名ꎮ 这次评选ꎬ 设置包括城市发展旅游的自然生态等先天条件以

及近年来对城市旅游环境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建设等综合情况ꎮ 有关专家分析ꎬ 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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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金沙湾浴场

江能够入选 “中国十大环境最好旅游城市” 最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高度重视

生态环境保护ꎻ 二是具有良好自然生态资源优势ꎻ 三是大力发展滨海旅游休闲业ꎮ
２００２ 至 ２００４ 年ꎬ 湛江市按照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总体要求ꎬ 在改善旅游环

境ꎬ 加强城市环境建设ꎬ 完善城市功能ꎬ 提高城市整体素质等方面都做出极大努力ꎬ
扎实地开展创优工作ꎬ 取得显著成绩ꎮ ２００２ 年全市接待旅游者 ４４３ ２７ 万人次ꎬ 旅游

总收益 ２９ ５ 亿元ꎬ 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１ ６１％、 ２２ １２％ꎮ ２００３ 年春节黄金周ꎬ 旅

游市场人气旺、 效益高ꎬ 秩序好ꎬ 全市接生游客 ７２５１１５ 人次ꎬ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 ３％ꎬ 旅游企业总收入 １７３３ ６ 万元ꎬ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 ９％ꎮ

三、 创建管理

经过三年努力创建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ꎬ 在 ２００３ 年通过国家旅游局的检查验

收ꎬ 以高分获得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称号ꎮ 国家旅游局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８ 日至 １０ 日

召开 ２００４ 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ꎬ 正式向湛江市颁发牌匾ꎮ 湛江荣获国家旅游局授

予的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称号ꎮ 会上ꎬ 湛江湖光岩风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ꎬ 被授予国家 ４Ａ 级旅游区证书和标牌ꎮ
湛江市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申报创建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ꎬ 发挥独特的地理区位优

势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ꎬ 以热带风光、 海洋风景、 名城风韵、 红土风情的 “蓝、
绿、 红” 为主色ꎬ 创建富有南国特色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ꎻ 市委市政府制定 “把旅

游业作为全市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 的战略决策ꎬ 全市上下共同努力ꎬ 软硬兼施治

理环境ꎬ 大力打造 “南方港城、 南国风光” 的城市品牌ꎮ

第二节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按照国务院职能分工的要求ꎬ 随着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发展需要ꎬ 建立健全城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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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绿化行政管理机构ꎬ 理顺市、 区两级城市园林绿化行政管理体制ꎬ 使其职能明确ꎬ
行业管理到位ꎬ 是市政府的重要责任ꎮ

一、 创建管理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至 ６０ 年代初期ꎬ 湛江市园林绿化工作于一直由湛江市城市建设部

门主管ꎬ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需要ꎬ 先后几次对园林绿化管理机构的体制、 称谓等作出

相适应调整ꎮ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机构改革ꎬ 市城市建设局由副处级升格为正处级ꎻ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ꎬ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处由正科级升格为副处级单位ꎬ 并改称湛江市湖光

岩风景区管理局ꎻ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新一轮机构改革ꎬ 湛江市城建局改称湛江市公用事业

局ꎻ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湛江机编 〔２００３〕 ７２ 号文决定ꎬ 湛江市公用事业局改称湛江市市政

园林局ꎬ 使园林绿化管理职能归属更加明确ꎮ
为理顺管理体制ꎬ 实现资源有效配置ꎬ 从 １９９２ 年起ꎬ 市政府把原由霞山区管辖

的海滨公园和赤坎区管辖的寸金桥公园、 团市委管辖的霞湖公园 (青少年公园) 和

市民政局管辖的东坡荔园ꎬ 都收回归口市市政园林局统一管理ꎬ 形成城市园林绿化管

理由湛江市市政园林局统一归口管理ꎬ 对湖光岩风景区实行行业管理ꎬ 市林业局绿委

办在义务植树和庭院绿化评审方面负责行业协管的体制格局ꎬ 职能明确ꎬ 各负其责ꎮ
市政园林局是湛江市市政建设、 园林绿化等维护和管理的行政主管职能部门ꎬ 对

湖光岩风景区和市区市容环境卫生实行行业管理ꎬ 直接管辖的下属单位有: 湛江市湛

江市园林管理处、 湛江市东坡荔园管理处、 湛江市寸金桥公园、 湛江市海滨公园、 湛

江市三岭山森林公园、 湛江市霞湖公园、 湛江市市政建设总公司、 湛江市路灯管理

所、 湛江市霞山市政维护站、 湛江市赤坎市政维护站、 湛江市坡头市政维护站、 湛江

市生活垃圾处理场、 湛江市城建设计院等 １３ 个事业单位ꎮ
市政园林局定编 ３６ 名ꎬ 内设八个科室: 办公室、 市政管理科、 园林管理科、 市

容环卫管理科、 公用事业管理科、 计划财务科、 人事科、 总工程师室ꎮ

二、 创建工作

湛江市十分重视园林绿化事业ꎬ 认真执行国务院 «城市绿化条例» 和国家有关

方针政策ꎬ 认真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 的要求ꎬ 特别是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ꎬ 各级领导认清形势ꎬ 提高认识ꎬ 充分认识到开展园林绿化建设是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ꎬ 是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的迫切需要ꎬ 城市园林绿化是重要

的城市基础设施、 是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的公益事业ꎬ 搞

好园林绿化是提高城市品味、 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措施ꎮ
在实施 “工业立市、 以港兴市” 发展战略ꎬ 全力加快经济发展ꎬ 壮大经济总量

的同时ꎬ 以创建 “国家园林城市” 活动为主线ꎬ 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ꎬ 全面开展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ꎬ 把创建工作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和谐湛江、 增强城市竞争

力和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一项重要 “民心工程” 来抓ꎬ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ꎬ 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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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展理念指导创建实践ꎬ 不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提高人居环境质量ꎮ
２００１ 年作出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的重大决策ꎮ 是年 ４ 月ꎬ 在湛江市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ꎬ 要把湛江建设成 “广东省文明城

市”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的创建活动ꎬ 第一次

明确提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奋斗目标ꎮ １１ 月ꎬ 印发 «湛江市 “三年四还” 工程实

施计划»ꎬ 明确用三年时间ꎬ 实施 “还路于民、 还绿于民、 还景于民、 还岸于民” 的

惠民措施ꎬ 奏响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序曲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坚持以民为本ꎬ 强调以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ꎻ 坚持依法行政ꎬ 强

调实事求是ꎻ 坚持艰苦奋斗厉行节约ꎬ 强调扎实和雷厉风行的作风ꎬ 城市建设取得一

定的成绩ꎮ 开展大规模的绿化建设、 市政建设和拆迁工作ꎬ 掀起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

高潮ꎬ 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打下坚实的基础ꎮ
２００３ 年定为 “城市绿化年”ꎬ 进一步加大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力度ꎬ 掀起全民参与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热潮ꎮ ２ 月 １４ 日ꎬ 市委市政府召开 “城市绿化年” 暨创建国家

园林城市动员大会ꎬ 部署 “城市绿化年” 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各项任务ꎬ 动员和

组织市区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迅速行动起来ꎬ 积极投入到植树造林、 美化家园的活

动中去ꎬ 全面推进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活动ꎬ 实现建成国家园林城市的目标ꎮ

三、 创建管理

市政园林局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ꎬ 成立创建国家园林城市领导小组ꎬ 下设

办公室、 宣传资料组和督查组ꎬ 制订行动计划ꎬ 明确目标任务和措施ꎮ
１ 全面实行维护管理岗位责任制ꎮ 各公园、 景区和管理部门实行岗位责任制ꎬ

按照部颁标准划分绿化管理地段ꎬ 定员、 定额、 定目标管理ꎬ 定期检查考核ꎬ 员工收

入与工效挂钩ꎬ 奖优罚劣ꎬ 调动园林工人的劳动积极性ꎬ 不断提高园林绿化维护管理

水平ꎮ
２ 加强园林绿化行政执法力度ꎮ 为保护园林绿化建设成果ꎬ 提高市民爱护绿化、

珍惜绿色家园的意识ꎬ 严格执行园林绿化有关法律法规ꎬ 严肃查处各种破坏绿化的行

为ꎮ 建立市市政园林局与市城市执法局联合执法查处破坏绿化事件机制ꎬ 促进绿化建

设管理的良性发展ꎮ
３ 建立绿地规划设计方案评审制、 公示制ꎮ 市规划局和发展计划局负责规划和

国土管理ꎬ 对各类建设项目用地的绿化指标层层严格控制ꎬ 从严审批ꎬ 市园林绿化主

管部门对绿地设计方案和施工图认真组织评审和审查ꎬ 对于重大园林项目则向市民公

示征求意见ꎬ 并对外邀请专家评审ꎬ 保证绿化建设遵循经济、 实用、 美观的原则ꎬ 能

够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ꎬ 城市园林建设达到绿量多ꎬ 覆盖率高的目标ꎬ 从而涌现

出霞山绿苑、 南桥公园、 金沙湾观海长廊、 渔港公园等一批新建、 改建的园林绿化精

品景点ꎮ
４ 严格绿化报建与验收制度ꎮ 实行建设工程联合报建和综合验收制度ꎬ 做到建

设项目和配套绿化建设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时验收ꎮ 市市政园林局充分发挥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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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公园一角

作用ꎬ 对绿化报建和验收严格把

关ꎬ 使全市各个基建项目配套绿

化达标ꎮ
５ 加强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招

投标管理ꎮ 切实执行国家和省关

于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规定ꎬ 按

照公开、 公平、 公正的要求抓好

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招投标工作ꎬ
对市财政投资 １００ 万元以上项目

实行公开招标ꎬ 加强招投标各个

环节监控ꎬ 提高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质量ꎬ 降低工程成本ꎮ
６ 抓好园林绿化施工企业资

质审批ꎮ 对园林绿化施工企业既

积极扶持ꎬ 又把好资质等级标

准ꎬ 对技术力量、 符合相应条件

的申报企业及时办理资质评定手

续ꎮ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ꎬ 共

有 ８ 家园林绿化施工企业取得三

级资质ꎬ 促进园林绿化建设管理

规范化和有序竞争ꎮ
７ 发挥社会团体优势和群众

积极性ꎮ 市政园林局与市绿委

办、 市文明办等部门与新闻单位积极开展爱护绿化、 全民创园的宣传活动ꎮ 制作有关

公益广告在电视上滚动播放ꎬ 在报纸上开辟宣传专栏ꎬ 在大中院校师生中共组织 ２３
支文明护绿队ꎬ 广泛开展绿化认种认养和义务植树活动ꎬ 发动社会力量为绿化建设管

理事业添砖加瓦ꎮ ２００２ 至 ２００４ 年ꎬ 全市共义务植树 ２９０ ７３ 万株ꎬ 认种公益林 ２０ ０１
公顷ꎮ 市政园林局组织指导市花卉协会、 盆景协会等大力开展技能培训ꎬ ２００４ 年组

织园林绿化系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省园林协会组织项目负责人培训ꎬ 共有 ９７ 人通过

考试获得有关证书ꎮ 不定期抽查下属园林绿化单位的工作ꎬ 每季度组织一次全市性园

林绿化管理单位维护状况检查ꎬ 每年春节都组织各公园、 景点进行春展评比ꎬ 以检查

评比促进各项维护管理措施的落实ꎬ 不断提高行业水平ꎮ
【湛江市获得国家园林城市称号】 根据湛江市人民政府申请ꎬ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３ 日ꎬ 省建设厅组织专家组初步验收ꎬ 打出 ９６ 分ꎻ １０ 月 ２４ 日至 ２７ 日国家建设部派

出专家组ꎬ 也打出高分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发出 «关于命名国家园林城市的决定»ꎬ
命名武汉等 ３１ 个城市为 “国家园林城市”ꎬ 湛江名列其中ꎮ 消息传来ꎬ 全市上下一

片欢腾ꎮ 至此ꎬ 全国先后命名八批次共有 ７９ 个城市获此殊荣ꎮ 建设部通知要求ꎬ 希

望被命名的城市ꎬ 总结创建 “国家园林城市” 活动的经验ꎬ 继续落实科学发展观ꎬ



５１５　　

第
七
章
　
创
建
国
家
级
荣
誉
称
号
活
动

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ꎬ 为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

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ꎮ
自 ２００１ 年起ꎬ 湛江提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目标以来ꎬ 坚持科学的规划指导ꎬ 严

格绿化执法ꎬ 发动全民参与ꎬ 多渠道筹资共计 ８ 亿元ꎬ 新增绿地 ７８１ ７３ 公顷ꎬ 全市

绿地总面积达到 ２７７７ ８３ 公顷ꎬ 因地制宜构建 “环、 线、 廊、 园、 林” 城乡一体化

的城市绿地系统ꎬ 做到 “点上绿化成景ꎬ 线上绿化成荫ꎬ 面上绿化成林”ꎬ 全面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ꎬ 打造中国大陆最南端的热带海滨园林城市ꎮ 清亮的绿、 清澈的蓝ꎬ 漫

步港城ꎬ 随处可见的公园绿地ꎬ 一年四季ꎬ 道路两旁的路树、 公园内的草地ꎬ 入目尽

是翠翠葱葱ꎬ 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与活力ꎮ 作为城市绿化与城市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

人ꎬ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潘那生深有感触地说ꎬ “湛江能够在 ‘洗肺’ 城市中脱颖而

出ꎬ 城市绿化起了重要作用ꎮ” 从 ２０１０ 年起ꎬ 湛江先后荣获 “中国十佳绿色城市”
“中国十佳绿色生态城市” “中国十大低碳生态城市” “中国城乡建设范例城市” “中
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城市” 一块块国字号金字招牌ꎬ 承载着这座城市对绿色、 生

态、 自然、 环境的重视与保护ꎬ 承载着这座城市追求以人为本ꎬ 让老百姓更好呼吸、
舒畅生活的目标ꎮ

霞山商业步行街

四、 园林城市通过复查

２００５ 年ꎬ 湛江创园成功ꎮ 按照规定ꎬ 对已获得该称号的城市ꎬ 每 ３ 年复查一次ꎬ
不合格的给予警告ꎬ 限期整改ꎻ 整改不合格的ꎬ 撤销称号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湛江顺利通过

国家住建部对国家园林城市的复查ꎮ
２０１４ 年再次迎来国家园林城市的第二轮复查ꎮ 为进一步提升湛江市园林绿化各

项指标ꎬ 确保 ２０１４ 年顺利通过国家园林城市复检验收ꎬ 根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印发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审办法» (建城 〔２０１０〕 １２５ 号) 和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

公厅关于开展国家园林城市复查工作的通知» (建办城函) 〔２０１４〕 １４７ 号) 有关要

求ꎬ 制定 «湛江市迎接国

家园林城 市 复 查 实 施 方

案»ꎬ 根据复查重点ꎬ 收集

和编制迎检资料ꎮ 这次创

园重点复查七大项内容ꎬ
涉及到综合管理、 绿地建

设、 建设管控、 生态环境、
节能减排、 市政设施、 人

居环境、 社会保障等方面ꎬ
内容多、 要求高ꎬ 而且按

新的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２０１０ 版) 执行ꎬ 新标准

在立体绿化推广、 节约型



　
　
　
　
湛
江
市
城
建
志

５１６　　
绿地建设、 林荫路推广、 城市热岛效应、 湿地资源保护、 生物多样性等方面都作了量

化设定ꎮ 由于新标准变化大、 要求高ꎬ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迎检工作的难度ꎮ 要提前做

好全部迎检资料准备工作ꎬ 任务相当艰巨ꎮ 为确保迎检工作顺利开展ꎬ 市里提出以下

措施:
１ 加强组织领导ꎬ 动员全市力量参与迎检工作

迎接国家园林城市复查工作ꎬ 是巩固湛江市创园成果、 树立城市良好形象的民心

工程ꎬ 必须形成运作有效的机制ꎮ 为此ꎬ 成立迎接国家园林城市复查工作领导小组ꎬ
负责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ꎬ 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为迎检领导小组成

员ꎬ 下设迎检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 “迎检” 工作协调和迎接考核验收等工作ꎮ 广泛

开展 “迎检” 活动的宣传ꎬ 营造爱护绿化、 美化家园的氛围ꎬ 继续开展绿色社区、
园林式单位评比活动和绿地、 树木认种、 认建、 认养、 认管活动ꎬ 加大对各种破坏绿

化行为的惩处力度ꎬ 形成全社会参与园林绿化建设的良好风气ꎮ
２ 推行 “迎检” 责任制ꎬ 落实部门责任ꎬ 保证迎检工作稳步推进

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和复查迎检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ꎬ 要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和

迎检领导小组综合协调下ꎬ 各部门齐抓共管ꎬ 各负其责ꎮ 各单位领导必须高度重视ꎬ
按照 «湛江市国家园林城市复查迎检工作责任分解表» 所列事项ꎬ 制定切实可行的

具体措施狠抓落实ꎮ 建立迎检工作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ꎬ 一级抓一级ꎬ 层层抓落

实ꎬ 将迎检工作成果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之一ꎬ 确保迎检工作落到实

处ꎮ
３ 加强园林绿化建设和管理ꎬ 提高城市绿化水平

一是要加快园林绿化工程项目建设ꎬ 建造一批生态自然、 景观优美、 特色鲜明的

公园绿地ꎬ 提高市区绿量和绿化品位ꎮ 二是要进一步搞好单位、 庭院、 居住小区绿化

工作ꎬ 推广垂直绿化、 屋顶绿化、 阳台绿化等ꎬ 构建立体型、 复合型的绿色空间ꎮ 三

是要进一步推进绿地的精细化管理ꎬ 提高绿地养护管理技术水平ꎬ 推进管养技术和措

施创新ꎬ 促使绿地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ꎮ
４ 高标准搞好迎检线路的环境整治工作

各部门要各司其职ꎬ 认真开展迎检线路专项整治和建设、 布置ꎬ 沿线单位、 住户

要按门前三包要求搞好屋面、 墙体和门前绿化美化ꎬ 确保迎检线路设施完好、 整洁有

序、 景观优美ꎬ 达到省检、 国检要求ꎮ 各级财政等部门要优先安排解决 “迎检” 资

金ꎬ 并多方筹资ꎬ 为迎检线路的整治和布置提供资金保障ꎮ
５ 抓紧开展迎检资料收集和编制工作

根据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和复查工作要求ꎬ 准确、 全面地进行相关资料的统计和编

写ꎬ 包括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机构设置、 职能定位和队伍建设情况ꎬ 近三年来城市绿地

系统规划修编、 实施以及 «湛江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落实情况ꎬ 近三年来的城市

园林绿化建设管理和生态环境治理情况ꎬ 近三年来城市绿地及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开展

节约型园林绿化建设的情况ꎬ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与污水集中处理等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运行情况等方面ꎮ 各部门和单位要根据职责分工及时上报各种统计数据和编制

有关资料ꎬ 确保迎检资料编制工作优质完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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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积极稳妥地实施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工作

要根据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标准要求ꎬ 成立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活动领导小

组和创建办公室ꎬ 负责创建工作组织领导和监督协调ꎬ 制定 «湛江市创建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实施方案» 和 «湛江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目标任务分解表» (通知另

发)ꎬ 全民参与ꎬ 各司其职ꎬ 措施有力ꎬ 稳步提高ꎬ 实现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目

标ꎮ

振华路绿化

主要工作步骤如下:
(一) 动员准备阶段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至 ５ 月 ３１ 日)
１ 组建迎接国家园林城市复查工作领导小组和迎检工作办公室ꎬ 印发 «湛江市

迎接国家园林城市复查实施方案» 和 «湛江市迎接国家园林城市复查工作责任分解

表»ꎻ 组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活动领导小组和创建办公室 (创建办下设市城市综

合管理局)ꎬ 印发 «湛江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方案» 和 «湛江市创建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目标任务分解表»ꎮ
２ 召开全市迎接国家园林城市复查和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动员大会ꎬ 启动迎

检和创建工作ꎬ 布置任务ꎬ 明确责任ꎬ 营造气氛ꎬ 分头落实ꎮ
３ 各部门和单位于 ５ 月 ２０ 日前将自查情况报市迎检办ꎬ 市迎检办汇总材料并将

自查情况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ꎮ
(二) 整改完善阶段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８ 月 ３１ 日)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迎检工作方案落实整改、 建设和布置ꎬ 进行迎检工作资料

汇总和整理ꎮ 市迎检领导小组和迎检办对全市迎检工作进行检查并及时通报检查结

果ꎬ 督促有关工作有效开展ꎬ 全面做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对我市国家园林城市复查

(三) 迎检冲刺阶段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底)
组织全市性模拟检查ꎬ 查漏补缺ꎬ 切实整改ꎮ 针对省检发现的问题加紧整改ꎬ 周

密布署ꎬ 认真做好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的国家园林城市复查工作ꎬ 以良好成绩

通过国家园林城市复查ꎬ 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奠定坚实基础ꎮ
由于上述措施落实ꎬ 整改到位ꎬ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水平高ꎬ ２０１４ 年顺利通过国

家住建部对湛江市创园复查ꎮ
“创园”ꎬ 为湛江今后城市园

林绿化、 生态建设奠定坚实基

础ꎬ 也为湛江保持清新舒畅的空

气营造良好条件ꎮ 从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０５ 年启动 “三年四还” (还路

于民、 还绿于民、 还岸于民、 还

景于民) 工程ꎬ 从拆除违章建

筑、 临时建筑、 影响市容市貌的

旧危建筑开始ꎬ 建设群众满意的

城市ꎮ 于是ꎬ 拆违建绿、 空地复

绿、 拆墙透绿、 见缝添绿ꎬ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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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片违章建筑的倒下ꎬ 路宽了ꎬ 路两边绿了ꎬ 街头巷尾ꎬ 能种下一棵树ꎬ 能植下一

片草的地方都让园林工人巧手装扮起来ꎻ 霞赤两地数千米长的观海长廊ꎬ 就像拉开遮

住湛江脸面的厚厚幕布ꎬ 海滨城市、 热带城市的风情让人心旷神怡ꎬ 城市面貌在悄悄

改变ꎮ “创园” 催生了 “湛江速度” 与 “湛江精神”ꎬ 在 ３ 年时间里ꎬ 全市上下凝心

聚力创造园林建设的 “湛江速度”: 海滨公园北苑ꎬ 两天两夜突击完工ꎻ 建设寸金纪

念广场ꎬ 仅用 ８８ 天ꎻ 昌大昌苑、 绿村苑ꎬ 一个个数千平方米的小游园ꎬ 不到一个月

就落成潘那生笑着说ꎬ “城市绿化好不好ꎬ 是老百姓说了算”ꎬ 把城市绿化建设

好ꎬ 既能改变城市环境ꎬ 又让老百姓得益ꎮ 在城市建设中ꎬ 始终坚持着 “生态优先”
“绿化优先”ꎬ 那时候ꎬ 建设用地指标首先满足于城市建设公园ꎬ 不片面追求大草坪、
大广场ꎬ 不建徒有外表的形象工程ꎬ “建设老百姓的城市”ꎬ 加大力度建设城市公园、
亲民小游园ꎬ 做到市民出行 １０ ~ １５ 分钟便可到达公园或小园林ꎮ 与此同时ꎬ 城市道

路绿化改造与生活小区绿化建设同步展开ꎬ 湛江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ꎬ 城市越来越

绿ꎬ 空气越来越清新ꎮ
如今的湛江ꎬ 草绿花红ꎬ 风光无限ꎬ 美不胜收ꎮ 随着城市建成区面积的不断扩

大ꎬ 至 ２０１６ 年ꎬ 湛江城市绿化覆盖率 ４５ ８％ꎬ 人均公共绿地 １２ ７ 平方米ꎬ 位居全国

重点城市前列ꎮ

第三节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ꎬ 使湛江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ꎬ 进入多年来最洁净
的时期: 美化市容市貌ꎬ 优化生态环境ꎬ 交通秩序井然ꎬ 环卫设施完备ꎬ 市场管理规

范ꎬ 控制 “四害” 密度ꎬ 保障食品安全ꎬ 防止疾病传染ꎬ 提升市民素质ꎬ 带动全市

各个县城和乡村广泛开展清洁卫生活动ꎬ 惠及 ８００ 万湛江人民ꎮ

一、 创建管理机构

２０００ 年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成立创建国家卫生城市领导小组ꎬ 下设办公室ꎮ

二、 创建工作

【湛江市创卫大事记】

２０００ 年

获省级卫生城市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ꎬ 启动创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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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

７ 月ꎬ 实施城乡清洁工程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ꎬ 召开全市加快推进创卫动员大会ꎮ
１１ 月ꎬ 市委九届十三次全会提出 “五城同创” 目标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至 １４ 日ꎬ 原市委副书记麦教猛率队到河源、 梅州等地学习创卫ꎮ
４ 月 １７ 日ꎬ 召开全市 “百日攻坚战” 动员誓师大会ꎮ
６ 月 ２１ 日ꎬ 市政府召开第一次创卫新闻发布会ꎮ
８ 月 ２４ 日ꎬ 市委书记刘小华书记暗访新村市场ꎮ
８ 月 ２６ 日ꎬ 原市委副书记麦教猛召开湛江市创卫突出问题整治促进会ꎮ
９ 月 ３ 日ꎬ 创卫启动第一次问责ꎬ 问责新村市场有关责任人ꎮ
９ 月 １４ 日ꎬ 省爱卫办专家组到麻章镇进行创卫调研ꎮ
９ 月 ２７ 日ꎬ 市委书记刘小华到赤坎区寸金四环路指导创卫工作ꎮ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 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中丙考察赤坎北桥河 ８００ 米整治工程及寸金垃

圾中转站的建设情况ꎮ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 市委常委陈岸明到百园、 菉民市场检查工作ꎮ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副市长梁志鹏在市卫生局主持召开全市 “六小” 整治和除 “四害”

工作会议ꎮ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 省创卫专家陈晓光、 蔡松武到我市检查指导除 “四害” 工作ꎮ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 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中丙到赤坎区检查创卫工作ꎬ 指出文保市场

“脏乱差”ꎮ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 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中丙到市创卫办调研ꎮ 勉励创卫办同志 “勇于

担当、 勤于工作ꎬ 善于协调、 敢于问查、 甘于奉献”ꎮ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 获得第一张创卫 “入门券”ꎬ 麻章镇通过 “省级卫生镇” 省考核验

收ꎮ
１２ 月 ６ 日ꎬ 获得第二张创卫 “入门券”ꎬ 通过灭蚊达标省级验收ꎮ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 创卫启动第二次问责ꎬ 问责赤坎区执法局相关责任人ꎮ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向省爱卫办递交 «湛江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申报书»ꎮ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 市委书记刘小华、 市长王中丙等参加工农市场竣工仪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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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月 １４ 日ꎬ 召开全市 “五城同创” 暨创卫迎检达标冲刺动员大会ꎮ
３ 月 １０ 日ꎬ 创卫启动第三次问责ꎬ 问责南桥街道相关责任人ꎮ
３ 月 ２０ 日ꎬ 湛江市创卫通过省级验收ꎮ
３ 月 ３１ 日ꎬ 省爱卫办向全国爱卫办递交我市申报资料ꎮ
４ 月 １３~１６ 日ꎬ 市创卫办组团到株洲、 韶关学习创卫ꎮ
４ 月 ２４ 日ꎬ 市委书记刘小华到创卫办调研ꎮ 高度评价创卫办的工作ꎬ 勉励大家

要在 “细、 快、 实、 硬、 常” 五字上下功夫ꎮ
５ 月 ２ 日ꎬ 全国专家组审核通过我市申报材料ꎬ 正式通知我市启动国家暗访程

序ꎮ
５ 月 １４ 日ꎬ 召开全市创卫 “迎国检大会战” 动员大会ꎮ
５ 月 ２３ 日ꎬ 创卫启动第四次问责ꎬ 问责爱国街道相关责任人ꎮ
５ 月 ２８ 日ꎬ 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中丙到霞山区调研社塘路、 南柳河等创卫工作ꎮ
５ 月 ２９ 日ꎬ 市政府召开第二次创卫新闻发布会ꎮ
６ 月 ６ 日ꎬ 创卫启动第五次问责ꎬ 问责市公交公司汽车总站站长ꎮ
６ 月 １４ 日ꎬ 市委副书记邓振新在会展中心主持召开全市迎暗检工作会议ꎮ
７ 月至 １２ 月份ꎬ 为做好迎国家暗访ꎬ 市创卫办成立 ７ 个暗访组ꎬ 模拟国家暗访

对五个区进行每月 ３ 次频率的 “双月考核”ꎮ
６ 月 １４ 日ꎬ 市委副书记邓振新召开市区单位创卫迎国检工作大会ꎬ 增加挂钩创

卫单位ꎬ 要求破产企业院落开展大整治ꎮ
７ 月 １９ 日ꎬ 创卫启动第六次问责ꎬ 问责赤坎区卫生局相关责任人ꎮ
８ 月 ６~９ 日ꎬ 国家暗访组一行 ４ 人暗访湛江ꎮ
８ 月 ２９ 日ꎬ 召开全市清理 “小广告” 赤坎现场会议ꎮ
９ 月 ３０ 日ꎬ 收到全国爱卫办 «关于广东省湛江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暗访结果的

函»ꎬ 我市通过暗访ꎮ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我市召开全市创卫整改迎检动员大会ꎮ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 市委书记刘小华到创卫办调研ꎮ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创卫启动第七次问责ꎬ 问责赤坎区中山街道、 赤坎工商分局、 市质

监局相关责任人ꎮ
１１ 月 ４ 日ꎬ 邓振新副书记、 黄雪艳副主席率队到柳州市考察学习ꎮ
１２ 月 ８ 日ꎬ 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中丙到霞山上坡塘村市场调研 (泉庄市场彻底

关闭ꎬ 所有商户搬至上坡塘村市场)ꎮ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中丙在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湛江市生猪养殖污

染防治专项整治方案ꎮ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 省爱卫办许立凡主任到湛江调研国家暗访点整改情况ꎮ 同日ꎬ 黄雪

艳副主席率创卫办全体同志到海大湖光校区周边及湖光岩风景区检查督办创卫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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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月 ３０ 日ꎬ 邓振新副书记、 罗锡平副市长、 黄雪艳副主席主持召开湛江市市区

生猪养猪污染专项整治暨扬尘治理工作会议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ꎬ 市区连续三天开展大清扫活动ꎮ
１ 月 ５ 日ꎬ 近 ５０ 名骑行志愿者开展创卫宣传活动ꎬ 邓振新副书记、 罗锡平副市

长、 黄雪艳副主席以普通志愿者的身份参加活动ꎮ
１ 月 ５ 日ꎬ 罗锡平副市长率领市住建局、 市建筑垃圾余泥整治办、 市交警支队等

职能部门上路突查扬尘污染ꎮ
１ 月 ７ 日ꎬ 市委书记刘小华暗访市区交通乱象ꎬ 提出务必痛下决心ꎬ 坚决整治交

通秩序ꎻ 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中丙突击检查扬尘整治工作并召开现场会强调不留死

角ꎬ 不分时间ꎬ 联合执法ꎬ 消灭扬尘ꎮ
１ 月 １４ 日ꎬ 湛江市召开市区交通秩序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动员大会ꎮ
１ 月 ２１ 日ꎬ 市委书记刘小华率队检查市区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工作ꎮ
１ 月 ２５ 日ꎬ 湛江市召开创卫迎国检工作会议ꎬ 部署迎接国家技术评估工作ꎮ
２ 月 １０ 日ꎬ 邓振新副书记率队检查督办城中村、 烂尾楼、 建筑工地的创卫工作ꎬ

召集相关责任人和市创卫办各督查组组长现场办公ꎮ
２ 月 １２ 日ꎬ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开创卫誓师大会ꎬ 从 １７ 日起ꎬ 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雷霆创卫行动ꎬ 加强对 “小餐饮” 的督查整改和取缔工作ꎮ
２ 月 １３~１４ 日ꎬ 湛江市创卫考察团前往云浮市考察创卫工作ꎮ
２ 月 ２０ 日ꎬ 市区交通秩序综合整治专项行动指挥部召开转段工作会议ꎮ 市区交

通秩序综合整治专项行动进入第二阶段ꎮ 同日ꎬ 湛江市举行市区网吧守法经营暨创卫

迎国检再动员大会ꎮ
２ 月 ２５ 日ꎬ 湛江市召开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迎国检动员大会ꎮ
３ 月 １ 日ꎬ 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中丙率队到霞山区督办创卫工作ꎮ
３ 月 ３ 日ꎬ 市委书记刘小华率队检查赤坎区创卫工作ꎮ
３ 月 ５ 日ꎬ 国检暗访反馈问题整改通过复核验收ꎬ 湛江市创卫正式进入最后迎检

阶段ꎮ
３ 月 １１ 日ꎬ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任郑日强ꎬ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伍文兴到麻章区检查督导城中村的创卫工作ꎮ
４ 月 １１ 日ꎬ 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ꎬ 通报湛江市创卫工作情况ꎮ 省爱卫办已向

全国爱卫办提交对湛江市进行技术评估的申请ꎬ 全国爱卫办将组织专家对湛江市进行

技术评估ꎮ
４ 月 １４ 日ꎬ 市委副书记邓振新率队督办各区城中村创卫工作ꎬ 要求城中村创卫

要加强查漏补缺ꎬ 争创亮点ꎮ
４ 月 １７ 日ꎬ 刘小华主持召开市委十届第 ６９ 次常委 (扩大) 会议ꎬ 通报创卫迎国

检情况ꎬ 要求踢好 “临门一脚”ꎬ 打赢关键一仗ꎬ 确保创卫迎检工作顺利完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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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月 １８ 日ꎬ 湛江市召开创卫迎国检冲刺动员大会ꎬ 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紧急行

动起来ꎬ 确保顺利通过国检验收ꎮ
４ 月 １９ 日ꎬ 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中丙率队深入霞山区督导创卫工作ꎮ
４ 月 ２１ 日ꎬ 湛江市召开会议部署创卫迎国检工作ꎮ
４ 月 ２２ 日ꎬ 市委书记刘小华率队进行督促检查ꎬ 深入市场、 城中村、 社区等

“挑刺寻短”ꎬ 并为创卫迎国检工作加油打气ꎮ
４ 月 ２４ 日ꎬ 市政协主席邓碧泉带领市政协机关全体干部职工ꎬ 到创卫责任街海

景路开展创卫迎国检市容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ꎮ
４ 月 ２５ 日ꎬ 市创卫办向全市人民发出创卫倡议书ꎮ
４ 月 ２７~３０ 日ꎬ 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副巡视员于明珠率领的全国爱卫办技术

评估组对湛江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进行技术评估ꎬ 创卫国检湛江交出优质答卷ꎮ
５ 月 ４ 日ꎬ 市委书记刘小华与创卫办工作人员座谈ꎬ 研究巩固扩大创卫成果ꎮ
５ 月 １３ 日ꎬ 经过八年长跑ꎬ 三年冲刺ꎬ 湛江创卫工作通过国家技术评估ꎮ
八年奋战ꎬ 三年冲刺ꎬ 湛江创卫终于圆梦ꎮ ２００６ 年湛江市正式提出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ꎻ ２００７ 年全面启动实施城乡清洁工程ꎮ ２０１１ 年提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

环保模范城市、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国家低碳发展示范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 “五城

同创” 的奋斗目标ꎬ 并把创卫作为 “第一炮”ꎬ 吹响全民创卫的号角ꎮ 湛江市坚持

“为民创卫ꎬ 创卫惠民” 的理念ꎬ 把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的思想贯穿于创卫全过程ꎮ
成立以市委、 人大、 政府、 政协四套班子齐抓共管的创卫领导小组ꎬ 以最强的领导力

量推进创卫工作ꎮ 通过实施 “一把手” 总负责制ꎬ 精兵强将抓创卫、 上下联动抓创

卫、 督导问责抓创卫ꎬ 军民共建齐创卫ꎬ 以一系列措施保证强劲的创建态势ꎬ 有力地

推动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至 ２０１５ 年本市归档创卫文件档案共 １０５２４ 卷ꎬ 市创卫办编印文

件汇编资料共 ７ 种约 １２０ 万字ꎬ 编印创卫工作专辑画册共 ９ 种ꎻ 清理卫生死角 １１９５
处ꎻ 清理拆除养猪场近 ２０００ 个ꎬ 清理生猪 ３０ 多万头ꎻ 完成市区人行道退缩线 (即人

行道红线外与建筑物之间地面) 改造面积 ６８８００ 平方米ꎻ 建成区在建工地的 １３０ 个建

筑工地基本达到创卫标准ꎻ ２０１０ 年以来投资 ３ ０１ 亿元ꎬ 完成 ３２ 条河渠整治工程ꎬ 完

成建成区内城中村整治ꎬ 共整治城中村 ５６ 条、 城边村 １１ 条ꎬ 面积约 １３ １４２ 平方千

米ꎬ 其中省级卫生村 １１ 条ꎬ 市级卫生村 ２５ 条经过八年奋战ꎬ 特别是近三年来的

不懈努力ꎬ 湛江市城市建设与管理发生巨大变化ꎬ 进入多年来最洁净的时期: 美化市

容市貌ꎬ 优化生态环境ꎬ 整治城市秩序ꎬ 完备环卫设施ꎬ 规范市场管理ꎬ 控制 “四
害” 密度ꎬ 保障食品安全ꎬ 防止疾病传染ꎬ 提升市民素质ꎬ 带动全市各个县城和乡

村广泛开展清洁卫生活动ꎬ 惠及 ８００ 多万湛江人民ꎮ 湛江创卫ꎬ 促进市民从随街乱丢

垃圾到把垃圾放到垃圾桶ꎬ 从占道乱摆卖到入室规范经营ꎬ 从乱闯红灯到遵守交通规

则ꎬ 讲卫生成为习惯ꎬ 爱护城市环境蔚然成风ꎬ 市民文明素质显著提高ꎮ

三、 创建管理

湛江创卫措施得力ꎬ 整治到位ꎬ 效果显著ꎬ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 全国爱国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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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委员会正式命名为 “国家卫生城市” 共有 ７３ 个ꎬ 湛江市名列其中ꎮ 湛江创卫主

要措施如下:
(一) 积极开展创建卫生先进单位活动ꎮ 为进一步提高市区各单位的环境卫生水

平ꎬ 营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与市爱卫会每两年组织有关

委员单位开展市区卫生标兵和卫生先进单位检查评比ꎬ 按照 «湛江市市区卫生标兵

和先进单位检查标准» 进行考核ꎬ 对获得 “卫生标兵” 和 “卫生先进单位” 给予全

市通报表彰ꎮ 截止 ２０１３ 年ꎬ 全市共创建市区卫生标兵 ２５１ 个ꎬ 市区卫生先进单位 ９５５
个ꎮ 通过开展各项卫生创建活动ꎬ 极大改善了环境卫生基础设施ꎬ 提升了城镇居民的

卫生意识ꎬ 促进了全市爱卫工作全面开展ꎮ 同时ꎬ 以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为契机ꎬ
加大卫生村镇创建工作力度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止ꎬ 湛江市成功创建省卫生镇 ２ 个ꎬ 市卫

生镇 １２ 个ꎬ 市级以上卫生村共 ９９４ 个ꎬ 其中省级卫生村 ２１７ 个ꎬ 市级卫生村 ７７７ 个ꎬ
卫生村镇创建工作在粤西地区保持领先地位ꎮ

　 人民大道绿化景观

(二) 认真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ꎮ 认真按照 “政府组织ꎬ 地方负责ꎬ 部门

协调ꎬ 群众动手ꎬ 科学指导ꎬ 社会监督” 的爱国卫生工作方针ꎬ 广泛开展各项群众

性爱国卫生运动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ꎬ 为促进湛江市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打造一个良

好的环境ꎬ 市委市政府认真部署开展城乡清洁工程ꎬ 全市城乡广泛掀起治理环境

“脏乱差” 的热潮ꎬ 全市城乡环境卫生面貌发生可喜的变化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以来ꎬ 湛江

市积极响应全国爱卫会和省爱卫会的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的部署ꎬ 把城乡环境卫生

整洁行动与城乡清洁工程有机结合起来ꎬ 紧紧围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的工作指标

和工作内容ꎬ 采取积极措施ꎬ 不断加强环境改造和环卫基础设施建设ꎬ 我市在全省城

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终期考核中获得优秀等级ꎮ 认真组织开展市容卫生和秩序管理整

治行动ꎬ 动员各级各单位开展卫生大扫除行动ꎬ 特别是针对社区乱摆卖的现象ꎬ 根据

社区实际ꎬ 在加强管理的基础上ꎬ 统一规划场地ꎬ 定时间、 定位置、 设置钟点市场

２０ 多个ꎬ 引导经营者集中规范经营ꎮ 通过疏堵结合ꎬ 市区基本无占道现象ꎬ 有效改

善市容环境卫生水平ꎮ
(三) 积极推进农村改

水改厕工作ꎮ 按照国家重

大公共卫生服务农村改厕

项目和湛江市财政补助农

村改厕项目工作方案的要

求ꎬ 积极落实农村改厕工

作任 务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ꎬ
湛江市执行中央、 省和市

级财政补助农村改厕项目

资金共 ２２００ 万元ꎻ 完成重

大公共卫生服务农村改厕

项目共 ２６０００ 户ꎬ 市级财

政补助农村改厕项目 ６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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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ꎻ 卫生户厕普及率达 ７３ ９５％ꎮ 截止 ２０１３ 年ꎬ 全市农村饮用清洁卫生水人数为

５３１ ４３ 万人ꎬ 占 １００％ꎬ 饮用自来水的人数为 ４７９ ５５ 万人ꎬ 占 ９０ ２４％ꎮ 同时积极做

好农村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工作ꎬ 每年全市监测农村饮用水水质卫生点共 ３２１ 个ꎬ 检

测水样 １１９８ 份ꎬ 枯、 丰水期分别监测 ５９９ 份ꎬ 水质合格率逐年上升ꎮ
(四) 全力实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ꎮ 从 ２００７ 年起ꎬ 强力推进 “六乱” 专项整治ꎬ

坚持突击行动与日常管理相结合ꎬ “定地段、 定岗位、 定人员、 定责任” 专项整治

“六乱”ꎬ 城市秩序明显好转ꎻ 强力推进 “六小” 行业整治ꎬ 通过 “拉网式” 专项整

治ꎬ 督促 “六小” 行业规范管理ꎬ 同时在全国餐饮业率先创建 “阳光厨房” ５３８ 个ꎬ
收到消费者放心、 监管者省心、 经营者开心的良好效果ꎻ 强力推进除 “四害” 综合

整治ꎬ 坚持定期监测与专业消杀相结合ꎬ 全面清理病媒生物孳生地ꎬ 斩断 “四害”
繁衍源ꎻ 强力推进市区交通秩序综合整治ꎬ 如今市区道路安全顺畅、 交通规范有序ꎬ
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ꎻ 强力推进市区水体综合治理ꎬ 投入 ３ 亿多元开展湛江港湾

清障ꎬ 实现还海于民、 还景于民、 还岸于民ꎮ 投入 ９９３０ 万元开展赤坎水库综合整治ꎬ
投入 ５ ６ 亿元对市区 ３９ 条全长 ５６ ２ 千米的河渠进行美化整治ꎬ 市区河渠从黑臭变清

澈ꎻ 强力推进生猪养殖污染专项整治ꎬ 实现市区生猪养殖场 (户) １００％清理ꎻ 强力

推进卫生薄弱环节专项整治ꎬ 重点整治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卫生环境ꎬ 整治城区卫生

环境ꎬ 确保每条街、 每道沟、 每个角落卫生达标ꎮ 同时专项整治市区扬尘污染ꎬ 让城

市空气更加清新ꎮ 大力实施市区道路升级工程、 农贸市场改造工程、 环卫基础设施完

善工程、 城市绿化亮化工程ꎬ 全面提升城区基础设施承载力ꎬ 夯实创卫的硬件支撑ꎬ
使市容市貌焕然一新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湛江市创卫通过全国爱卫办的暗访ꎬ 得到暗访组的充分肯定ꎻ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高标准通过国家技术评估ꎻ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全国爱卫办对湛江市拟命名为

国家卫生城市进行最后的公示ꎮ 国家技术评估组对本市创卫工作给予高度评价ꎬ 认为

湛江创卫 “走出一条投入少、 亮点多、 氛围浓、 效果好的路子ꎬ 值得总结和推广”ꎮ

第四节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城市园林绿化是城市中唯一有生命的基础设施ꎬ 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与形成城市

景观风貌的物质载体ꎬ 其建设水平也是衡量一个城市经济、 社会、 生态、 文明协调发

展的重要标志之一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湛江在 “创园” 成功的基础上ꎬ 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提出创建创建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的目标ꎬ 围绕 “林荫城市、 彩色城市、 花园城市、 海绵城市” 建设ꎬ 精益

求精ꎬ 谋划十年园林绿化工作ꎬ 补足短板ꎬ 进一步提升园林绿化工作水平ꎬ ２０１７ 年

高质量完成既定目标任务ꎬ 对照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标准ꎬ 在综合管理、 绿地建

设、 建设管控、 生态环境、 市政设施、 节能减排等 ７ 大类 ４７ 子项 ９３ 个小项指标进行

自测ꎬ 大多数指标和要求均已达标或基本达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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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创建管理机构

成立湛江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领导小组ꎬ 下设办公室ꎮ 根据住建部重新修订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标准和申报审评方法»ꎬ 结合湛江市实际ꎬ 着手编制新的创

建方案和指标任务分解ꎬ 报市政府审定ꎮ

二、 创建工作

由国家建设部自 １９９２ 年发起的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创建活动ꎬ 每年进行一次评估ꎬ 采取城市自愿申报ꎬ 建设部组织专家评议ꎮ 申报城市

必须是已获得 “国家园林城市” 称号的城市ꎮ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是提升城市品

质、 改善民生、 服务百姓的民生工程和系统工程ꎮ 在获得国家园林城市称号的基础

上ꎬ ２００６ 年湛江市就提出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奋斗目标ꎬ ２００９ 年印发 «湛江市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方案»ꎬ 成立湛江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领导小

组ꎮ 为推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ꎬ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ꎬ 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

社会ꎬ 做好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工作ꎬ 根据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创建

“生态园林城市” 的实施意见» 和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 (暂行) » 的要求ꎬ 市

政府印发 «湛江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方案的通知» 湛府办 〔２００９〕 ２１ 号文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又将其纳入 “五城同创” 大力推进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８ 日ꎬ 市政府召开湛江城市绿化和雷州半岛生态林建设汇报会ꎮ
全市上下高度重视ꎬ 明确任务ꎮ 城市绿化工作的重点是做好成荫率和绿地率这两

篇文章ꎮ 雷州半岛生态林建设工作需着力以点带面ꎬ 逐步推进ꎮ 城市绿化管理要讲求

科学ꎬ 深挖目前部分路树生长不良、 成荫率低的原因ꎻ 要精细化管理ꎬ 提高管理效

率ꎻ 要发挥社会资源和专家智库的积极性ꎬ 建立专业研究体系ꎻ 要机制创新ꎬ 积极探

索市场化管理模式ꎬ 将市区主要道路绿化管理实施市场化ꎬ 达到 “天热有荫ꎬ 天凉

有色” 的良好效果ꎻ 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ꎬ 力争 ３ 年后大多数路树绿荫覆盖ꎬ 修复整

个雷州半岛生态林ꎮ 各级各部门明确目标和管理责任ꎬ 全力推进城市绿化和雷州半岛

生态林立体化建设ꎬ 力争成功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ꎮ

三、 创建管理

【湛江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三项绿化指标达标】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组织召开 “湛江市创建全国生态园林

城市研讨会”ꎬ 来自广西南宁、 海南海口、 广东深圳及湛江本地十数位专家学者通过

实地考察调研ꎬ 并召开座谈会的形式ꎬ 为湛江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把脉支招ꎮ
是日ꎬ 专家组一行环绕湛江观海长廊进行实地走访ꎬ 并深入森林公园、 寸金桥公

园等湛江园林建设成果较好的地方进行考察ꎮ 突出本土植被特色、 多种乡土植物、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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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品牌特色片林在研讨会上ꎬ 四地专家学者围绕湛江 “创园” 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ꎬ 结合各地创建园林城市中经验等进行深入研讨ꎬ 也对湛江如何深入推进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ꎮ
来自深圳大学何国强教授说ꎬ 作为具有滨海地域特色的湛江ꎬ 在 “创园” 的植

物配置和品种选择方面ꎬ 要突出生态主体ꎬ 以原生植物和乡土树种为主ꎬ 同时注重花

色搭配ꎬ 选择耐盐、 抗风的植物品种ꎬ 如大叶榄仁、 黄金熊猫等ꎮ 岭南师范学院王子

凡教授也提出同样观点ꎬ 她认为ꎬ 建立有地域特色、 节约、 环保的园林城市ꎬ 应加强

乡土植物的应用ꎮ 建议湛江设立专项基金ꎬ 建立本地植物的乡土苗圃ꎬ 新公园、 新道

路建设时多用乡土植物ꎮ
“公园绿道数量有所提升ꎬ 但是质量仍有待提高ꎮ” 这一观点ꎬ 在研讨会上被反

复提出ꎬ 就此南宁市专家建议湛江成立专门机构ꎬ 认真研读考评机制ꎬ 研究特色片

林、 公园ꎬ 全面推进建设ꎮ 深圳高级工程师马永林建议ꎬ 湛江要突出海岸线特色ꎬ 充

实红树林及其伴生植物的种植ꎬ 避免唯景观是论ꎬ 恢复沿海生态ꎬ 尽可能恢复红树林

的种植ꎮ
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下ꎬ 湛江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工作稳步向前ꎮ 至

２０１６ 年ꎬ 湛江市区已建成公园 ３３ 个、 小公园 ６３ 个ꎬ 绿地率 ３９ ５％ꎬ 绿化覆盖率

４５ ８５％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１３ ９９ 平方米ꎬ 建成绿道 １７０ 多千米ꎬ 三大绿化指标均

达到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指标要求ꎬ 园林绿化管理水平逐步提升ꎬ 园林科研不断开展ꎬ
古树名木有效保护ꎬ 节约型园林绿化建设向指标化转变ꎬ 积极开展海绵型绿地和公园

建设ꎮ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加快ꎮ 交通路网建设取得突破ꎬ 景观亮化和户外广告管理不断

加强ꎬ 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ꎬ 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加快推进ꎬ 城市垃圾、 污水

得到有效处理ꎬ 拥有处理能力为每日 １５００ 吨的生活垃圾焚烧厂 １ 座ꎬ 粪便无害化处

理率达 ９６％ꎬ 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１００％ꎮ
城市生态环境逐步改善ꎮ 湿地资源保护、 废弃地修复、 城市水体保护治理取得初

步成效ꎬ 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措施有力ꎬ 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位居全省前列ꎮ
市容环境、 城市形象和人居环境质量不断提高ꎬ 为湛江市实现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全面达标打下坚实基础ꎮ
但是ꎬ 要获得国家节水型城市称号ꎬ 这是申报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准入门槛ꎮ 还

要推广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ꎮ 这是一个否决项指标ꎮ 公园绿地总量达到了ꎬ 可能

会是一个国家园林城市ꎮ 但是ꎬ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有要满足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ꎬ
就是要保证公园服务半径覆盖率的问题ꎬ 要保证市民出行 １０ 到 １５ 分钟、 走 ３００ 到

５００ 米的距离ꎬ 就能到达公园绿地ꎮ 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要加强ꎮ 此外ꎬ 林荫路推广

率问题ꎮ 这指标涉及到节能降耗、 降低热岛效应等ꎮ 湛江是热带城市ꎬ 夏天气温很

高ꎬ 为了人们出行舒适ꎬ 路树要选择乡土树种、 适生树种ꎬ 还要选冠幅大、 遮阴效果

好的树种ꎮ 林荫路推广率ꎬ 标准是要达到 ８５％以上ꎮ 湛江这一项还未达标ꎬ 还要加强

努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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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是原国家环保局根据 «国家环境保护 “九五” 计划和

２０１０ 年远景目标» 提出的ꎬ 在已具备全国卫生城市、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和

环保投资达到一定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有条件创建ꎮ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是全国城市

科学发展的杰出代表ꎬ 是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城市的优秀典范ꎬ 是全国在强化城市环

境保护工作、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积极示范作用的模

范ꎮ
２０１５ 年湛江获得全国卫生城市称号ꎬ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指标基本达到要求ꎮ

从 ２０１６ 年起ꎬ 高举创模旗帜ꎬ 引领 “五城同创”ꎬ 力争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画上

圆满句号ꎮ

一、 创建管理机构

湛江市成立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领导小组ꎬ 下设办公室和制订创建工作方

案ꎮ
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ꎬ 建设绿色湛江ꎬ 和谐家园ꎬ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 «关于

开展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活动的通知» (环控 〔１９９７〕 ３４９ 号) 及 «关于印发

‹ “十一五”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及其实施细则› 和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

城市创建与管理工作规定› 的通知» (环办 〔２００６〕 ４０ 号)ꎬ 市政府印发 «湛江市创

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实施方案» 湛府办 〔２００６〕 ４０ 号文ꎮ 为确保湛江市创建国

家环保模范城市 (简称创模) 任务顺利完成ꎬ 实现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到建成国家环

境保护模范城市的目标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特制定创建工作的实施方案ꎮ 内容如

下:

(一) 工作目标

圆满完成 “创模” 各项工作任务ꎬ 实现城市净化、 绿化、 美化、 亮化、 序化

“五化” 的目标ꎮ

(二) 工作任务

１ 在完成 ９ 条河渠整治的基础上ꎬ 继续实施对其它 ５ 条河渠整治的工作任务ꎻ
２ 继续组织实施公厕、 垃圾中转站升级改造和新建工作ꎬ 完善环卫配套设施的

建设ꎬ 建成完善的垃圾收集、 运输和处理处置系统ꎻ
３ 加快市区生活垃圾处理场三期工程建设步伐ꎻ
４ 如期完成市区污水处理配套管网建设任务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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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加强对城区公园绿地的园林绿化维护管理工作ꎬ 加快对银帆片区 (绿塘河上

游)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森林公园及控制区和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及生态恢复工程建

设 (第二期)ꎻ
６ 健全完善对城区主要道路要求清扫车清扫ꎬ 实行每周冲洗一次的管理制度ꎻ
７ 积极推进市区道路改造和扩建工程ꎬ 加强对市区道路日常维护管理工作ꎬ 确

保道路路面平整ꎻ
８ 加快市区灯光夜景工程建设ꎬ 加强对市区路灯日常维护管理工作ꎬ 提升城市

品位ꎻ
９ 按照市 “创模” 办资料整理的要求ꎬ 认真做好 “创模” 资料收集整理归档工

作ꎮ

(三) 工作措施

１ 加强领导ꎬ 明确责任ꎮ 要认真做好 “创模” 工作的统筹指挥、 综合协调和督

查工作ꎬ 狠抓 “创模” 各项工作落实ꎬ 按照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创建国家环境

保护模范城市工作任务分解表» 认真组织实施各项工作ꎬ 明确责任ꎬ 分工合作ꎬ 保

证各项工作任务保质保量完成ꎮ
２ 加强宣传ꎬ 营造氛围ꎮ 充分利用宣传栏、 标语、 横幅、 网络、 征文、 晚会等

各种形式加大对 “创模” 的宣传力度ꎬ 提高全体员工对 “创模” 重要性认识ꎬ 营造

“人人参与创模ꎬ 共建美好家园” 的良好氛围ꎬ 发动争取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参与 “创
模”ꎬ 成为 “创模” 主力军ꎮ

３ 加强督导和考评ꎮ 局 “创模” 办和检查督导组定期或不定期对 “创模” 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督促、 检查、 考评ꎬ 并通报有关情况ꎬ 对工作不力ꎬ 责任不落实的工作

组要启动问责ꎬ 限期整改ꎬ 确保 “创模” 工作顺利实施ꎮ
４ 注重总结ꎬ 分析解决难题ꎮ “创模” 领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召开工作会

议ꎬ 听取各工作组工作开展情况及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难题ꎬ 总结好的经验做法ꎬ 分

析和解决 “创模” 工作新情况、 新问题ꎮ

二、 创建工作

根据 «湛江市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主要工作任务分解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分工安排ꎬ 要落实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８５％” “生活污水处理率≥８０％”
“城区绿化覆盖率≥３５％” 及 “城乡环境卫生整治 (２) ” 等四项创模指标ꎬ 具体情

况如下:

(一)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８５％

(１) 生活垃圾处理场工程建设进展情况ꎮ 一是渗滤液处理车间二期工程于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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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８ 月 ２８ 日开工ꎬ ２０１６ 年主体工程和设备安装竣工ꎻ 二是 ２０１６ 年生活垃圾焚烧厂建

成投产ꎮ
(２) 生活垃圾收集处理情况ꎮ 市辖城区生活垃圾清运全部由各区环卫单位负责ꎮ

２０１５ 年底五个区辖区完成环卫市场化运作ꎬ 同时也完成坡头区、 麻章区农村生活垃

圾收集清运外包工作ꎮ 通过市场化中标公司运营ꎬ 基本消除过去环卫工作没有介入的

盲点ꎬ 达到城区生活垃圾清扫保洁及收运全覆盖 (含辖区乡镇部分)ꎬ 除东海岛四个

镇 (街) 外ꎬ 其余全部运至市生活垃圾处理场进行无害化处理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５ 年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共计 ３７ ６３ 万吨ꎬ 日处理量为 １０３１ 吨ꎮ

污水处理厂

(二) 生活污水处理率≥８０％

(１) 污水处理厂工程建设进度ꎮ 一是屋山污水处理厂规划条件已批复ꎬ 选址意

见书已送审并公示ꎬ 地形图已完成ꎬ 环评前期初审已批复ꎮ 二是赤坎污水处理厂三期

工程建设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底ꎬ 累计完成整体建安工程量 ３５ ４５％ꎬ 其中土建完成

３７ ６６％ꎬ 设备采购安装部分完成 ３３ ４％ꎮ
(２) 坡头区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工程ꎮ 管道总长 ９００ 米 (麻斜军港生活污

水截污工程) ２０１６ 年工程建设已基本完成ꎮ
(３) 生活污水处理率统计ꎮ 根据湛发改价格 〔２０１６〕 １２６ 号 «关于调整湛江市

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的通知»ꎬ 调整市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ꎬ 由现行的居民 ０ ９０ 元 /
吨调整为 ０ ９５ 元 /吨ꎬ 非居民的由 ０ ９０ 元 /吨调整为 １ ４０ 元 /吨ꎮ ２０１６ 年市区生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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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率达 ８５％ꎮ

(三)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３５％

(１)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ꎮ 一是银帆片区 (绿塘河上游) 环境综合整治设计方案
经反复修改完善后ꎬ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开工ꎬ ２０１７ 年完工ꎻ 二是东菊公园建设面积约 １２ 公

顷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开工ꎬ ２０１７ 年完工ꎮ
(２)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ꎮ 湛江市先后取得 “国家园林城市” 与 “国家卫生城市”

等荣誉称号ꎬ 经过多年努力ꎬ 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ꎬ ２０１４ 年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为 ４１ ２％ꎬ 已达到国家创模要求ꎮ ２０１６ 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４１ ８５％ꎬ ２０１７ 年

绿化覆盖率为 ４５ ８％ꎮ

(四) 城乡环境卫生整治

(１) 加强环卫精细化管理ꎬ 全面提升市区环卫作业规范化、 制度化管理水平ꎮ
①严格落实道路清 (洗) 扫保洁管理工作ꎮ ②全力做好环卫设施设备维护管理工作ꎮ
③加大监管力度ꎬ 不定期开展专项检查ꎬ 分别对公厕、 中转站、 垃圾收集容器、 车

辆、 环卫停车场、 清冲洗道路、 交通护栏、 城中村、 城乡结合部等专项工作ꎬ 促使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ꎮ
(２) 坚持实施长效考评机制ꎬ 巩固市区市容环境卫生质量和管理工作水平ꎮ 一

是坚持实施市区市容卫生 “双月考评” 制度ꎬ 加强对市容卫生的日常巡查ꎬ 组织开

展暗检和明检工作ꎮ 二是市区环卫作业市场化工作陆续正式移交后ꎬ 及时组织启动对

市区环卫作业服务市场化中标公司的考评工作ꎬ 严格标准ꎬ 以检促管ꎬ 确保市场化公

司日常作业标准水平达标ꎮ 三是为确保市区市容卫生考核工作科学、 全面、 有序地开

展ꎬ 进一步规范监管手段ꎬ 落实城乡环卫一体化长效管理机制ꎬ 巩固和提升市区市容

卫生工作成果ꎬ 切实做好市区城中村 (城乡结合部) 以及镇 (街) 村环境卫生管理

考核工作ꎮ

三、 创建管理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湛江市召开 “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动员大会后ꎬ 根据
动员大会和市政府 «关于进一步做好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工作的通知» (湛府

办 〔２０１１〕 １１ 号) 的要求和部署ꎬ 成立创模工作领导小组ꎬ 制定 «湛江市城市综合

管理局创模工作实施方案»ꎬ 加强领导ꎬ 落实责任ꎬ 推进创模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一定

成绩ꎮ 情况如下:

(一) 领导重视ꎬ 落实责任

认真落实市创模工作会议和市政府 «关于进一步做好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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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作的通知» (湛府办 〔２０１１〕 １１ 号) 要求和部署ꎬ 加强创模工作ꎮ
１ 成立机构ꎬ 加强领导ꎮ 成立 “创模” 工作领导小组ꎬ 小组下设办公室ꎬ 由分

管局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ꎮ 抽调 ５ 位工作人员组建创模办公室ꎬ 确保了创模工作做到

机构人员、 经费、 办公场所的保障ꎮ
２ 制定方案、 明确任务ꎬ 落实责任ꎮ 根据市政府 «关于进一眇做好创建国家环

境模范城市工作的通知» 精神ꎬ 结合具体实际ꎬ 制订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创
模” 实施方案»ꎬ 同时根据 “创模” 工作任务和科室工作职责情况ꎬ 设置检查督导

组、 河涌整治组、 市政设施组、 市容环卫组、 园林绿化组、 城市亮化组等 ６ 个工作小

组ꎬ 将 “创模” 工作任务层层分解到各个工作小组ꎬ 做到任务明确ꎬ 职责分明ꎬ 责

任落实ꎮ

(二) 广泛宣传ꎬ 营造氛围

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ꎬ 依托 “创卫” 工作的有利条件ꎬ 推出一系列的 “创
模” 宣传发动工作ꎮ

１ 利用传统的方法加强宣传ꎮ 先后启动宣传彩车 ８ 台ꎬ 发放宣传小册子和传单

１５０００ 份ꎬ 悬挂宣传横幅 ８０ 条ꎬ 制作宣传栏或墙报 １８ 期ꎬ 制作板报一期参与市创模

办举办市直 ４８ 个单位的比赛ꎮ
２ 借力主流媒体宣传ꎮ 注重向市广播电台、 电视台、 报纸和碧海银沙网站等主

流传媒借力ꎬ 及时报道我局创模工作动态ꎬ 让群众了解我局的创模工作ꎬ 支持我局的

创模工作ꎮ
３ 举办专题宣传演出ꎮ 本局分别在霞山、 赤坎、 坡头、 麻章和开发区主办 ５ 场

“倡导文明卫生行为、 共建整洁舒适家园” 文艺演出ꎮ 我局通过多种多样的宣传活

动ꎬ 让广大市民了解 “创模” 工作、 支持 “创模” 工作ꎬ 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ꎮ
４ 组织开展征文比赛ꎮ 根据市创模办文件要求ꎬ 迅速掀起创模热潮ꎬ 开展 “我

在创模的日子里” 为主题的征文比赛ꎬ 广大干部职工涌跃参加ꎬ 共收到征文 ２０ 篇ꎬ
并评选出二篇优秀作品送市创模办参与全市征文比赛ꎮ 通过征文比赛ꎬ 使广大干部职

工自觉投身创模中去ꎮ

(三) 强化措施ꎬ 稳步推进各项创模工作

１ 河渠整治工作进展情况ꎮ 对市区 １４ 条河渠实施整治ꎬ ２０１６ 年完成 １１ 条河渠

整治工作任务ꎬ 分别是赤坎江、 麻章区押册渠、 麻章区坑排渠、 开发区二号桥河渠、
霞山东新渠、 霞山录村渠、 赤坎振兴河渠、 北桥河、 寸金渠、 南方渠、 赤坎移民新村

渠ꎻ 正在实施整治的河渠有 ３ 条ꎬ 分别是南柳河、 开发区一号桥河渠和开发区文保

河ꎬ 经过对河渠整治ꎬ 实现市区内河道美化、 亮化ꎬ 达到不黑不臭的效果ꎮ
２ 市政道路设施建设情况ꎮ 对市区道路实放白改黑工程 １３ 条ꎬ 新建道路 ６ 条ꎬ

改造道路排水工程 １０ 条和扩建道路 １ 条ꎮ 年内完成 ６ 条道路路面、 侧石、 人行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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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维修ꎬ 分别是洪屋路、 湖光路、 中华路、 寸金路、 南调路、 民治路ꎻ 完成 ５ 条道路

沥青路面修补工程ꎬ 分别是龙潮西路口、 坡头灯塔路、 区一中、 北山路、 南调路ꎻ 完

成 ５ 条道路路面和排水改造工程ꎬ 分别是洪屋路、 东堤路、 汉口路、 南方二横路、 春

风路ꎻ 完成市区 １２ 个交通堵塞的路口进行改造ꎮ 正在实施海滨大道改扩建工程和对

海北路、 绿塘路改造工程、
３ 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工程建设情况ꎮ ２０１６ 年市区污水处理厂共 ４ 间ꎬ 分别位

于赤坎、 霞山、 麻章和坡头ꎬ 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正在筹建ꎮ 各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

设情况如下: 一是麻章污水处理厂完成管网安装 １７００ 米ꎬ 厂外一期配套管网总长

２７００ 米ꎬ 泵房 ２０１７ 年完成ꎻ 二是霞山污水处理厂完成管网安装 ９８００ 米ꎬ 截污管网总

长 １０１００ 米ꎬ ２０１７ 年完成ꎻ 三是赤坎污水处理厂截污管网总长 ６８８６ 米ꎬ 完成赤坎污

水处理厂截污管网建设工程ꎬ 并投入使用ꎮ 四是坡头污水厂完成管网安装 ３４００ 米ꎬ
２０１７ 年完成厂外截污配套管网总长 ４０７２ 米ꎮ

４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情况ꎮ 一是按建设部 «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和

«湛江市市区环境卫生专项规划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 的求ꎬ 需新建垃圾中转站 １５ 座ꎬ 升

级改造中转站 １０ 座和新建公厕 １５ 座ꎬ 改造公厕 １５０ 座ꎮ 截至目前为止ꎬ 新建中转站

开工建设有 ８ 座ꎬ 其中完工的有 ６ 座ꎻ 升级改造中转站有 １０ 座开工ꎬ 其中完工的有 ６
座ꎮ 升级改造公厕有 １００ 间开工改造ꎬ 已完成改造工作的有 ７５ 间ꎻ 新建公厕有 １０ 座

开工建设ꎬ 其中已完成建设的 ２ 座ꎮ 二是建设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建设三期填埋区扩

容工程ꎬ ２０１６ 年完工ꎬ 确保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１００％ꎮ 四是建设市区粪

便无害化处理车间ꎮ 投入 ８００ 多万元建设日处理量为 ３００ 吨的市区粪便无害化处理车

间ꎬ 该项工程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开始筹建ꎬ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动工兴建ꎬ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份竣工ꎬ
并投入运行ꎮ 五是垃圾处理场渗滤液系统工程ꎮ 今年 ３ 月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渗滤液系

统工程基本完成ꎬ 已通过环保局试运行审批ꎬ 即可投入使用ꎮ 六是增加机械设备ꎮ 投

入资金 ２３００ 多万元ꎬ 购置道路清扫车 ２０ 辆、 道路清洗车 ７ 辆、 小型垃圾收集车 ３８
辆、 抽粪车 ８ 辆ꎬ 大大增加了市区主次干道的机械清扫面积和垃圾清运能力ꎮ 投入

９７５ 万元购置了 １６０ 个垃圾斗、 ２１７０ 个垃圾桶和 ６２１２ 个果皮箱ꎬ 减少了乱丢乱扔垃

圾现象ꎬ 有效提高市区道路的保洁水平ꎮ
５ 园林绿化维护管理情况ꎮ 一是严格按照 «湛江市城市园林绿地养护管理考评

办法»ꎬ 按照园林绿化苗木生长规律ꎬ 定期对园林基层单位的维护管理进行检查ꎬ 每

季度举行一次绿化维护检查及整改复查ꎬ 日常还进行不定期的抽查ꎮ 以此ꎬ 督导各基

层单位养护好园区植物、 维护好园区设施、 及时清除卫生死角ꎬ 保持整洁、 优美、 干

净的园区环境ꎮ 二是按照规划ꎬ 积极推进对三岭山森林公园及控制区和周边环境综合

整治及生态恢复工程、 滨湖公园 (一期) 工程的建设ꎬ ２０１４ 年市区绿地增加 ２２８ 万

平方米ꎬ 使建成区绿地面积达 ３８５５ 公顷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１２ ８１ 平方米ꎬ 绿化覆

盖率 ４１ ２％ꎮ 三是按照 “创模” 工作要求ꎬ 认真对公园、 绿地、 苗圃和市区主次干

道绿化带的病媒生物防治基本资料收集、 统计整理工作ꎬ 并组织实施对病媒生物防治

工作ꎮ
６ 积极开展市容环境卫生检查评比ꎮ 为加强对市区、 城中村和城乡结全部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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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ꎬ 根据 «湛江市市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考核评比办法 (试
行) » 和市区市容环卫考评方案、 实施细则以及考评标准ꎬ 本局牵头组织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份开始开展对城区市容环卫管理双月考评ꎬ 实行日巡查、 周暗检、 月排名和双月

大检查的考评机制ꎬ 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ꎬ 督促各区落实

整改ꎬ 至目前为止共发出市容环卫限期整改通知书 １３５ 份ꎬ 整治卫生死角 ９０ 多处ꎬ
确保市区、 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环境卫生干净清洁ꎮ 四、 加强创模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按市创模办资料收集整理的要求ꎬ 本局创模办根据各创模工作组的工作职责ꎬ 制

定创模资料收集整理分工责任表ꎬ 明确工作内容和责任人ꎬ 按照每项工作开展进度情

况ꎬ 逐步完成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ꎮ

第六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文明城市ꎬ 是一项民心工程ꎬ 有利于提高城市文化素质、 文明程度ꎬ 凝聚城

市精神ꎻ 有利于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ꎻ 有利于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和吸引力ꎮ ２０１１
年湛江市委市政府作出 “五城同创”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国家

生态园林城市、 国家低碳发展示范市、 全国文明城市) 决策部署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 湛

江市成功取得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ꎬ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序幕全面拉开ꎻ ３ 月ꎬ
被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正式命名为 “国家卫生城市”ꎬ 成为粤西首个获此殊荣的

城市ꎬ 成功打响 “五城同创” 第一炮ꎮ
湛江创文ꎬ 是大建设、 大发展ꎬ 成为大惠民的过程ꎬ 使湛江市区进入多年来最干

净、 最有序、 最舒适的时期ꎬ 湛江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获得更多幸福感ꎮ 作为湛江

市城市管理主管部门ꎬ 更要当好五城同创 “主力军”ꎬ 展示城市管理新形象ꎮ

一、 创建管理机构

２０１１ 年ꎬ 成立湛江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领导小组ꎬ 下设办公室ꎮ

二、 创建工作

２００３ 年湛江已获广东省文明城市称号ꎬ ２００５ 年获得国家园林城市称号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ꎬ 召开 “五城同创” 暨创卫迎检冲刺动员会ꎬ 吹响全市 “五城同创” 新号

角ꎬ 为增强湛江人的幸福感给力ꎬ 湛江发力 “五城同创”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获得 “国家卫

生城市” 称号ꎬ 同年 ２ 月成功取得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ꎬ 余下 “三城同创” 有

序推进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 湛江市正式确立 １０ 个市级创文示范点ꎬ 力争通过示范点的建设、

宣传和推广ꎬ 起到示范带动作用ꎬ 加快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ꎬ 确保湛江市如期

实现创文目标ꎮ 湛江市启动创文示范点建设ꎬ 以点带面ꎬ 分步推进ꎬ 让各地各单位学

有榜样ꎬ 做有标杆ꎮ 各示范点的创建工作成熟后ꎬ 将由市创文办统一挂牌ꎬ 并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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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单位前往观摩学习ꎮ

经过各区各单位推报ꎬ 结合以往文明创建先进典型综合研究ꎬ 市文明办共甄选出

十类共 １１ 个基础较好、 具有代表性的示范点: 社区类的霞山区海滨街道海宁社区ꎬ
农村类的麻章区麻章镇黄外社区ꎬ 机关 (事业) 类的市行政服务中心ꎬ 企业类的湛

江港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ꎬ 医院类的湛江中心人民医院ꎬ 学校类的湛江市第八小

学、 坡头区一中ꎬ 公园广场类的赤坎区寸金桥公园ꎬ 酒店类的湛江海滨宾馆ꎬ 景区类

的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ꎬ 网吧类的开发区新时空网吧ꎮ 各示范点责任单位要高度重

视ꎬ 集中力量推进创建工作ꎬ 高标准完成示范点的创建ꎬ 力争发挥示范作用ꎬ 以此掀

起全市创文工作新高潮ꎮ

　 金海岸观海长廊

三、 创建管理

“锲而不舍ꎬ 金石可镂ꎮ”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 湛江市委市政府把 “五城同创” 作为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建设美丽湛江的具体实践ꎬ 作为一项民心工程、 凝聚力工

程、 竞争力工程大力推进ꎮ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取得圆满成功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ꎬ 湛江市委九届十三次全会

明确把 “创卫” 作为 “五城同创” 第一场硬仗ꎮ 一系列城市顽疾被迅速整治: 投入 ３
亿多元开展 “港湾清障” 行动ꎬ 历时半年完成 １８５ ５ 平方千米海域的清障ꎬ 打造

“不见渔排塞港湾ꎬ 但见一片海蓝蓝” 的胜景ꎻ 投资 ９９３０ 万元整治赤坎水库ꎬ 使脏

臭的赤坎水库摇身变为美丽的瑞云湖公园ꎻ 投资 ５ ６２ 亿元对市区 ３９ 条全长 ５６ １３ 千

米的河渠实施综合整治ꎬ 特别是

完成北桥河和南柳河综合整治ꎬ
河岸鲜花盛开ꎬ 河水清澈见底ꎻ
筹集 １ １ 亿元ꎬ 对全市 ４５ 个农贸

市场开展升级改造ꎬ 市民去市场

不仅逛得舒心ꎬ 还买得放心ꎻ 对

市区交通秩序进行新一轮铁腕整

治ꎬ 严查冲红灯、 逆行、 不按车

道行驶、 乱鸣喇叭、 超员超载、
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六大陋习ꎻ
新建疏港大道、 奋勇大道、 滨湖

大道、 新湖大道等ꎻ 扩建人民大

道、 海滨大道、 社坛路等ꎬ 改造

路灯等配套设施ꎬ 交通乱象得到

根本性扭转ꎻ 在国内率先推出

“阳光厨房” “食品安全示范厨

房” 创建工程ꎬ 对餐饮单位厨房

食品原料的清洗ꎬ 使用餐饮具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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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保洁、 食品烹调制作加工、 废弃油脂回收处理等重点环节实时监控ꎬ 现已推广到全

市 ３０００ 多家餐饮企业ꎻ 市区两级财政投入工作经费近 ６０００ 万元ꎬ 开展生猪养殖污染

防治专项整治攻坚战ꎬ 共清理生猪养殖场 (户) 近 ２０００ 多个ꎬ 实现市区生猪养殖场

(户) １００％清理完毕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 湛江市被正式命名为 “国家卫生城市”ꎮ
国家卫生城市技术评估组专家一致认为ꎬ 湛江高度重视爱国卫生和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工作ꎬ 不遗余力地推进 “创卫” 工作ꎬ 使城市面貌发生明显变化ꎬ 城市品位显著提

升ꎬ 人居环境显著改善ꎬ 各项技术指标基本达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要求ꎮ
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工作有效推进ꎮ 紧紧围绕创模指标ꎬ 稳步推进 “六大工

程”:
１ 蓝天保护工程ꎬ 实施 «湛江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ꎬ 加强

机动车污染防治、 工业废气污染治理、 城市扬尘污染整治和油气回收综合治理工作ꎬ
强化重点行业污染减排ꎬ ２０１５ 年湛江市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位居全省第二ꎬ 据

«２０１６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ꎬ ２０１６ 年湛江 ＰＭ２ ５ (细颗粒物) 平均浓度常年保持

在 １０~１５ 之间ꎬ 空气质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环保重点城市前三位ꎮ
２ 碧水重现工程: 推进鹤地水库环境综合整治工作ꎬ 实现跨行政区域流域污染

治理机制的新突破ꎻ 进一步加强赤坎水库等周边及其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工业企业环境

监管ꎬ 水质稳定改善ꎻ 南柳河、 绿塘河等市区河渠周边生态环境大大改善ꎮ
３ 固体废弃物治理工程: 完成生活垃圾焚烧厂和医疗垃圾焚烧处理厂建设工程ꎬ

市生活垃圾处理场三期填埋区和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厂改造工程建成投入运行ꎬ 全市

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得到有效利用ꎬ ２０１６ 年污水处理率达 ８５％ꎮ
４ 绿化提升工程: 完成滨湖公园一期建设工程ꎬ ２０１６ 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４５ ８％ꎮ
５ 宁静再造工程: 完成市区交通主干道 “白改黑” 工程ꎬ 降低交通噪声影响ꎻ

工业企业、 建筑工地和重型汽车噪声污染防治得到加强ꎮ
６ 城乡整治工程: 通过深入实施 «创建生态文明区城镇村五年计划»ꎬ 城乡面貌

发生巨大变化ꎮ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步伐不断加快ꎮ 编制 «湛江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实施方案» «湛江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指标任务分解表» 等文件ꎬ 围绕上述任

务要求ꎬ ２０１５ 年安排 １１４８９ 万元用于园林绿化养护管理ꎬ 积极推进山岭绿化ꎬ 全市

森林覆盖率 ４０ ５５％ꎬ 城区绿化覆盖率 ４４ ４％ꎬ 村屯绿化覆盖率 ３１ ９％ꎬ 绿色通道绿

化率 ９６ ８％ꎮ 市区绿地面积 １００７ ４ 公顷ꎬ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１２ ２ 平方米ꎮ 为更好地

开展 “生态创园” 工作ꎬ 是年 ６ 月ꎬ 邀请住建部专家讨论湛江市园林绿化现状及评

估项目的初步成果ꎬ 对生态创园下一步工作进行指导ꎮ
创建国家低碳发展示范城市工作扎实有效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湛江市严格按照国家、 省

有关节能减排工作要求ꎬ 以低碳发展为战略导向ꎬ 强化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监管ꎬ 推

广应用清洁能源ꎬ 加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ꎬ 节能减排成效显著ꎬ 在全省年度

考核中名列前茅ꎮ 为进一步推进创建工作ꎬ 编制 «湛江市创建低碳发展试点市重点

工作任务分解表»ꎬ 主要结合产业园区建设、 产业结构调整ꎬ 继续开展节能和环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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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ꎻ 加快推广应用清洁能源ꎬ 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ꎻ 积极践行循环城市、 脚印城

市和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ꎬ 加快打造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生态型海湾城市ꎮ ２０１６ꎬ
湛江市有 １４ 家重点企业列入省碳排放核查范围ꎬ 有 ２ 家企业列入省碳排放信息报告

范围ꎮ 制定全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ꎬ 组织编制 «湛江市创建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市规

划» «湛江市创建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市工作实施方案» «湛江市创建国家低碳城市试

点市工作重点行动和工作任务分工» 等相关工作ꎮ 同时ꎬ 积极落实国家碳排放总量

控制和强度下降目标任务ꎬ 分区域、 分行业逐步建立湛江市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
控” 工作机制ꎬ 倒逼企业经济转型低碳ꎮ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进入快车道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湛江市通过唱响 “创建文明城市ꎬ 共

建美好家园” 一个主题、 围绕 “提高城市文明程度、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 两条主线ꎬ
积极开展各项创建活动ꎮ 特别是ꎬ 通过开展文明餐桌、 文明旅游、 文明交通、 网络文

明四大行动以及创文志愿骑行等活动ꎬ 提升市民对 “创文” 的知晓度、 参与度和支

持率ꎻ 通过强化政务公开、 完善便民服务、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

革、 建设教育强市、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完善治安管理模式、 优化政务环境等 “八
个环境”ꎬ 让百姓充分享受创建成果ꎬ 形成 “人人支持创建、 人人参与创建” 的浓厚

氛围ꎬ 建成各类 “道德讲堂” 百余所ꎬ 受众超过 １０ 万人次ꎻ 共有志愿组织 ２５０ 个ꎬ
志愿服务项目 １７６ 个ꎬ 成立湛江市首个爱心驿站———寸金公园爱心驿站ꎻ 开展文明县

城、 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如火如荼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ꎬ 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ꎬ 对创文工作进行再动

员、 再部署、 再落实ꎮ 湛江市取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资格以来ꎬ 创文队伍充实ꎬ
环境整治优化ꎬ 道德建设成效明显ꎬ 创建机制更加完善ꎮ 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

是责任意识有待增强ꎮ 思想上存在 “上热下冷” 现象ꎮ 市里对创文工作高度重视ꎬ
但各区创文队伍力量还有待加强ꎬ 有些牵头单位没有发挥好牵头和协调作用ꎬ 部分责

任单位存在等靠观望思想ꎬ 工作责任落实不力等现象ꎮ 二是对测评体系标准把握还不

够准ꎮ ２０１５ 年湛江市在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中得分为 ６５ ６９ꎬ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测评得分 ７４ ０５ꎬ 两项得分在全国参评地级城市中均排名靠后ꎮ 三是创建难点弱点

较多ꎮ 从硬件来看ꎬ 现有基础设施差距较大ꎮ 小街小巷路面还存在坑洼现象ꎬ 装灯

率、 亮灯率、 排水设施等还未达标ꎻ 部分社区办公场地不足ꎬ 文明创建工作无法落地

等ꎻ 四是督办问责还不到位ꎮ 对工作不认真、 不积极的单位和个人ꎬ 督办问责还不够

严格ꎮ 为此ꎬ 要抓联动ꎬ 凝聚强大合力ꎻ 要抓典型ꎬ 强化示范带动ꎻ 要抓宣传ꎬ 形成

浓厚氛围ꎻ 要抓好考评ꎬ 确保工作实效ꎮ
“五城同创成效显著ꎬ 城市面貌大大改变ꎬ 如今一幢幢现代化高楼拔地而起、 星

级酒店密布、 写字楼鳞次栉比ꎬ 成为北部湾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和现代化新兴港口工业

城市ꎬ “海上丝路” 战略支点城市风采再现华灯初上ꎬ 开车走在市区路上ꎬ 灯光

璀璨ꎬ 热闹非凡ꎮ 特别是近年来湛江市重视扩容提质ꎬ 大力推进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ꎬ 合理分配路权ꎬ 使人、 车各行其道ꎬ 交通顺畅ꎮ 三百里港湾全面清障ꎬ “一湾两

岸” 变得非常漂亮ꎬ 生态型海湾城市魅力彰显ꎬ 长达 １０ 多千米的广州湾大道临海而

建ꎬ 成为贯穿湛江主城区一条海景大道ꎬ 改写了湛江 “海滨路不见海” 历史ꎬ 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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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公园、 霞山金海岸观海长廊、 渔港公园、 中澳友谊花园、 赤坎金沙湾观海长廊、 水

上运动俱乐部等多个著名景点串联起来ꎬ 形成一条集观光、 旅游、 休闲、 交通于一体

独具湛江特色的旅游观光带ꎬ 吸引游人来此吹着海风漫步ꎬ 遥望对岸军港ꎬ 享受悠闲

惬意的时光ꎮ
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ꎬ 一批新建道路亮相湛江城市版图ꎬ 先后完成椹川大道、 海

滨大道、 中山一路、 跃进路、 北桥路、 百园路、 湾南路、 军民大道等 １０ 多条道路

“白改黑” 升级改造工程ꎻ 新建湖光快线、 体育北路、 体育南路、 百金路、 北站路、
海丰路、 政通路、 源珠路等ꎬ 新改扩建康强路、 南方路、 静宁路等 “瓶颈” 路、 “断
头” 路ꎬ 形成纵向贯通、 横向包络、 四通八达的城市路网ꎬ 将市区中心打造成 １５ 至

２０ 分钟的生活圈ꎬ 并对三帆雕塑、 海滨宾馆门前、 人大大楼门前等多个路口进行渠

化改造ꎬ 有效破解市区主要交通路口堵车难题ꎮ 在城市供水方面ꎬ 随着 “引鹤入湛”
工程的完善ꎬ 结束了水源厂以 “地下水为主” 的历史ꎬ 拥有 １３ 间自来水厂ꎬ 日供水

能力 ４４ 万立方米ꎬ 供水服务区域面积 １００ 平方千米ꎬ 覆盖整个湛江市区及东海岛部

分近郊农村ꎬ 服务人口约 １００ 万人ꎻ 在城市排水方面ꎬ 拥有 ４ 间污水处理厂ꎬ 日污水

处理能力 ３８ 万立方米ꎬ 实现活生活污水处理后排放ꎻ 在城市公用事业方面ꎬ 城市气

化从无到有ꎬ 湛江成为全国首个批量使用 ＬＮＧ 环保公交车的城市ꎬ 拥有天然气储备

站 ６ 座、 汽车加气站 ５ 座ꎬ 敷设管网 ６００ 余千米ꎬ 现有居民用户 １０ 余万户ꎬ 工商企

业用户 ４８０ 余家ꎬ 各类天然气汽车 (包括公共汽车、 出租车等) 近 ３０００ 辆ꎬ 现有最

大储气能力达 １００ 多万立方ꎬ 日供气能力达到 ４０ 万立方ꎬ 年供气规模约 １ 亿方ꎬ 其

经营区域包括湛江市区及东海岛、 廉江、 雷州、 阳西ꎮ 在城市环境方面ꎬ 积极打造

“海绵城市” “循环城市” 和 “脚印城市”ꎬ 湛江空气质量长年稳居广东省前三位ꎬ 领

“鲜” 全国大部分重点城市ꎬ 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最适合洗肺城市”ꎬ 生活在这座蓝

色海洋城市的人们ꎬ 拥有着令国人无比羡慕的绿色生活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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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的起源ꎬ 与环卫有关ꎮ 民间早有 “黎明起ꎬ 扫净舍宇” 的良好习惯ꎮ 秦法

中还有 “弃灰与道者刑” 的法律ꎮ 清末ꎬ 赤坎开始由警察机构管理街道清洁工作ꎮ
民国 １３ 年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公布 «广州湾市政管理条例»ꎬ 标志湛江城管工作已

具雏形ꎮ 改革开放后ꎬ 湛江针对城市出现 “六乱” (乱搭乱建、 乱贴乱画、 乱堆乱

倒、 乱吐乱扔、 乱挖乱占、 乱摆摊设点) 现象ꎬ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ꎬ 成立城管监察

队伍ꎬ 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ꎬ 包括市容环境卫生、 城市规划管理 (无证违法建设处

罚)、 工商行政管理 (无照经营处罚)、 市政管理、 公用事业管理、 城市节水管理、
园林绿化管理、 环境保护管理、 施工现场管理 (含拆迁工地管理) 等方面ꎮ

第一节　 队伍建设

一、 城管执法队伍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ꎬ 霞山区成立 “三整顿” (交通秩序、 饮食市场、 环境卫生)
领导小组ꎬ 由工商、 公安、 卫生、 城建、 交通等部门派人组成办公室ꎬ 负责全区

“三整顿” 工作ꎮ １９８４ 年ꎬ 区政府撒销霞山 “三整顿” 领导小组ꎬ 成立霞山区市容管

理指挥部ꎬ 并成立市容督察队ꎬ 配备人员 ５５ 人ꎮ 随着城区扩展和人口增多ꎬ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 区政府对现行市容卫生管现体制进行改革ꎬ 实行 “以块块为主、 条块结

合、 块块监督、 条条保证” 的管理方法ꎬ 各街道办事处分别成立市容管理分指挥部

和督察分队ꎬ 实行以块块为主的管理办法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市城建局组建 “市政巡逻队”ꎬ 从基层抽调人员ꎬ 配备两辆三轮摩托

车ꎬ 后市财政拨款购买一辆工具车ꎬ 昼夜分班巡逻ꎬ 重点开展对市区道路、 路灯、 沙

进盖、 绿化等公用设施巡查工作ꎬ 发现问题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处理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１ 月ꎬ 成立湛江市公安局第二治安大队ꎬ 由市公安局和市城建总指挥部

办公室双重管理ꎬ 以市容管理为主ꎬ 兼顾社会治安ꎬ 霞山、 赤坎分别设立中队ꎮ 建设

部 (９０) 建城字第 ３７２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建管理监察工作的通知» 下发之后ꎬ
１９９２ 年市城市建设管理总指挥部办公室更名为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市城管

办)ꎬ 负责城管执法协调、 监督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ꎬ 市公安局第二治安大队改编为市城

市建设管理监察大队 (市城监大队)ꎬ 正科级ꎬ 移交市城管办管辖ꎮ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ꎬ 市

城监大队整体划转市建委管辖ꎬ 同时从市城监大队分出一个城管中队ꎬ 保留 ２０ 名人

员ꎬ 组建市城市管理执法中队ꎬ 副科级ꎬ 继续归市城管办领导ꎮ 由于两支队伍行使几

乎同样的职权ꎬ 加上当时霞山区设立的临时执法队伍ꎬ 城市管理形成多头执法局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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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城管工作的混乱ꎬ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ꎬ 根据机构改革方案ꎬ 市城监大队与市城管中

队合并ꎬ 成立市城市建设管理监察支队ꎬ 整体划转市城管办领导ꎮ 霞山设立第一大队

和第二大队ꎬ 以人民大道为界ꎬ 分片管理ꎮ 同时ꎬ 为进一步理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体

制ꎬ 发挥区政府和街道办在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作用ꎬ 市委、 市政府决定实行 “二
级政府、 三级管理” 体制 (二级政府指市、 区政府ꎬ 三级管理指市、 区、 街道三

级)ꎬ 将市城监队伍下放给各区政府管理ꎬ 由区政府全面行使市容环境卫生、 城建管

理监察执法等方面的责权ꎮ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ꎬ 霞山区政府授权区建设局另行组建一支城

监队伍———霞山区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监督队ꎮ 该监督队为全民所有制股级事业单位ꎬ
事业编制 ２０ 名ꎮ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６ 日ꎬ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复ꎬ 在湛江市开展城市管理相对集中

行政处罚权工作ꎬ 组建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ꎬ 同时加挂市城管办牌子ꎬ 将市城监

支队划转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ꎬ 各区设立分局ꎬ 为市局派出机构ꎮ

湛江市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变更情况表

发展阶段 开始时间 体制调整 城管执法模式及主要内容

第 一 阶 段

８０ 年代

１９８７ １１ 第一次

组建市公安局第二治安大队ꎬ 人事编制隶属市公安局ꎬ
日常工作隶属市城管办指挥ꎬ 各区设中队ꎬ 主要业务工

作是市容管理ꎬ 同时也根据市公安局调度参与社会治安

管理ꎻ 各区政府同时组建区城建指挥部办公室ꎬ 自行招

聘一批临时工ꎬ 成立执法队ꎬ 负责对小街小巷的执法管

理ꎬ 以罚款养队伍ꎮ

１９９３ １２ 第二次
市公安局第二治安大队改组为市城监大队ꎬ 由市公安局

移交给市城管办管理ꎬ 为市城管办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ꎮ

第 二 阶 段

９０ 年代

１９９５ ４ 第三次

市城监大队由市城管办划归市建委管理ꎮ 保留 ２０ 人组建

市城管中队ꎬ 副科级事业编制ꎬ 仍由市城管办管理ꎬ 负

责检查、 监督、 考核各区和市城监大队的执法管理工作ꎮ
城监大队受市建委委托对违反市容管理规定的违章行为

进行处罚ꎮ

１９９８ １１ 第四次

将由原市建委管理的市城监大队与市城管办管理的市城

管中队合并ꎬ 组建市城监支队ꎬ 正科级事业编制ꎬ 隶属

市城管办领导ꎬ 下设赤坎、 霞山、 坡头、 麻章、 开发区、
东海 ６ 个大队和 １ 个综合大队ꎬ 其中麻章、 东海、 开发区

大队人财物由区政府 (管委会) 领导ꎬ 业务接受市城监

支队协调、 指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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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阶 段

２０００ 年后

２００４ ４ 第五次

成立湛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ꎬ 是广东省第一个由国

务院授权、 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

权的机构ꎮ 这次调整ꎬ 改变过去城管城监靠授权执法ꎬ
存在执法主体不明、 执法职责范围不清、 执法行为不规

范的尴尬状况ꎬ 确立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法律地位ꎬ
规范行政执法的管理体系ꎬ 较好解决多头执法、 职能交

叉、 重复执法、 执法扰民等弊端ꎬ 是湛江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工作的一次重大改革ꎮ

２０１１ ５ 第六次

根据市委、 市政府的决定ꎬ 实行城管执法体制改革ꎬ 执

法热心下移ꎬ 各区城管执法分局移交给区管理ꎬ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起ꎬ 各区城管执法分局人财物移交给区直接领导和

管理ꎬ 市城管执法局主要负责对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工作的检查、 协调、 督察和考核ꎬ 但分局人员编制仍属

市城管执法局编制ꎬ 以市城管执法局名义执法ꎮ

２０１７ 第七次
根据中发 〔２０１５〕 ３７ 号和粤发 〔２０１６〕 ２４ 号文件要求ꎬ
城管执法职能最终回归城市管理ꎮ

２０１２ 年湛江市城市管理执法体制实行执法重心下移后ꎬ 各分局移交辖区所在政

府管理ꎬ 市局主要负责计划、 检查、 考核、 督察、 协调工作ꎬ 日常执法管理工作由辖

区政府负责组织领导ꎮ 至此ꎬ 市城管执法体制由计划经济时期协调型到现在相对集中

行政处罚权ꎬ 历经三个阶段 ６ 次调整ꎮ 至 ２０１６ 年止ꎬ 湛江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拥有直

属、 赤坎、 霞山、 坡头、 麻章、 南三、 奋勇、 火车南站广场等 ８ 个分局和一个机动大

队ꎬ 共有在编执法人员 ３４６ 名ꎬ 同时负责对经开区执法分局进行业务指导ꎮ 另外ꎬ 协

管员 ３５０ 人ꎬ 正式在编行政执法人员 ２７７ 人ꎬ 协管工勤人员 ６９ 人ꎬ 其中具有学历的

研究生 ６ 人、 本科 １６８ 人、 大专 １４１ 人ꎬ 高中 ２９ 人ꎬ 中专 ２ 人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 遵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

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发 〔２０１５〕 ３７ 号) 和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粤发 〔２０１６〕 ２４ 号)
的文件精神ꎬ 整合市政公用、 市容环卫、 园林绿化、 城管执法等 “３＋１” 职能ꎬ 并按

照支队、 大队、 中队的建制模式建设执法队伍ꎬ 不折不扣地完成体制改革机构设置任

务ꎬ 是本市城市管理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ꎬ 标志着湛江市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

革进入一个新阶段ꎬ 在经历七次调整后ꎬ 城管执法职能最终回归城市管理ꎮ



５４１　　

第
八
章
　
城
管
执
法

二、 专项治理和局部整治

霞山区开展市容整顿管理始于 １９７３ 年底ꎮ 是年ꎬ 主要是整顿城区环境卫生、 市

场秩序ꎮ １９８４ 年ꎬ 除市容卫生ꎬ 增加违章建筑、 车辆乱停放等 “脏、 乱、 差” 管理

职能ꎬ 以及协助卫生防疫部门对食品卫生管理ꎮ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 实行以块块为主

的管理办法ꎬ 加大对城区 “脏、 乱、 差” 现象的整治ꎮ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ꎬ 霞山区城市市

容环境卫生监督队成立ꎮ 该监督队除了担负起辖区内市容坏境生和门前 “三包” 监

察管理ꎬ 还开展防风抢险、 修路迁坟、 征地拆迁等专项整治ꎮ 同时ꎬ 全区实行 “领
导负责一条责任衔” 的做法ꎬ 每周末各责任单位组织干部职工到责任街 (区) 进行清

洁整治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湛江市区开展创建省级卫生城市活动ꎮ 是年 ４ 月至 １１ 月ꎬ 霞山区先后

８ 次组织发动全区军民采取分片包干、 重点突击等方式ꎬ 整治市容环境卫生ꎬ 期间清

除卫生死角及蝇类滋生地 ４００ 多处ꎬ 拆除违章抢建的工棚、 窝棚、 档口 ３３０ 间ꎬ 灭鼠

２ ５ 万只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ꎬ 市委市政府决定开展 “还路于民ꎬ 还绿于民” 的专

项拆违行动ꎬ 由市城管办负责组织实施ꎬ 第一炮从霞山区市委宿舍沿街门店开始ꎬ 先

拆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 央企国企的沿街违章建筑、 临时建筑ꎬ 全市掀起 “拆违建

绿” 热潮ꎬ 共拆除各类违章建筑 (构筑) 物 ３６ ４８ 万平方米ꎮ
【查处 “两违” 专项整治行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湛江市开展为

期一年的查处 “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 专项整治行动ꎮ 成立由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

中丙任组长ꎬ 市直相关职能部门和各区主要领导为组员的市查处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

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ꎬ 下设办公室ꎻ 各区相应成立查处 “两违” 工作机构ꎮ 经摸

底调查ꎬ 市区存量违法建设总数为 １３２３０ 宗ꎬ 占地面积 １６０ 公顷ꎬ 总建筑面积 ７９２ 公

顷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全市累计拆除违法建设 ９０８ 宗ꎬ 面积 ２４ ３３ 公顷ꎬ 其

中市区拆除 ３６７ 宗ꎬ 面积 １０ ８８ 公顷ꎬ 县 (市) 拆 ５４１ 宗ꎬ 面积 １３ ４５ 公顷ꎬ 通过

“以拆促控” 的方法ꎬ 全市新增违法建设保持 “零增量”ꎮ 为配合整治行动ꎬ 依法经

相关程序审批ꎬ ２０１６ 年底出台 «湛江市城市规划区村民建房管理办法 (试行) »
«湛江市城市规划区内居民建设住宅规划管理规定 (试行) » 和 «湛江市人民政府关

于市区中心城区违法建筑分类处理方案» 等治违、 控违规章制度ꎬ 依法依规组织实

施 “两违” 整治工作ꎬ 规范村民建房报建手续和程序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６ 月ꎬ 继续开展查处 “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 专项整治行动ꎮ 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全市累计拆除违法建设 １９２０ 宗ꎬ 面积 ６９ ９９ 公顷ꎬ 累计控停违法建设

９３２ 宗ꎬ 同时规范城区新建住房报建程序ꎬ 从源头上有效遏制违法建设增长ꎮ

第二节　 市容管理

市容环境ꎬ 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集中体现和综合反映ꎬ 关系到对外开放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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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ꎬ 也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方面ꎮ 市容环境脏乱差现象作为城市发展过

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ꎮ
为做好市容管理工作ꎬ 按照 “规范审批、 重心下移、 简化手续、 方便市民” 的

要求ꎬ 转变行政职能ꎬ 改革审批制度ꎬ 将本系统行政审批事项由 ２０ 项缩减为 ８ 项ꎬ
并在湛江市行政服务中心建立行政审批大厅ꎬ 集中办理本系统行政审批事项ꎬ 体现为

民、 便民的原则ꎬ 达到以人为本的目的ꎮ
保留 ８ 项行政审批项目如下:
０１ 临时占用道路审批

０２ 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０３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 设施上悬挂、 张贴宣传品审批

０４ 占有城市绿地和砍伐、 迁移城市树木审批

０５ 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资质审批

０６ 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资质年审

０７ 减免垃圾处理费审批

０８ 减免垃圾处理费年审

一、 市容管理

市容管理ꎬ 是城市政府的市容行政主管部门依靠市容监督队伍和社会参与ꎬ 依法

对城市的建筑外貌、 景观灯光、 户外广告设置和生产运输等整洁、 规范进行的管理活

动ꎬ 是城市综合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也是衡量城市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之

一ꎮ
市容管理的主要对象ꎬ 是城市容貌ꎬ 城市容貌是城市形象的重要标志之一ꎮ 城市

容貌管理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保持建筑物的整洁和美观ꎻ
２ 在市政府规定的街道两侧建筑物阳台和窗外ꎬ 不得堆放、 吊挂有碍市容的物

品ꎻ
３ 主要街道两侧的建筑物ꎬ 应选用栅栏、 绿篱等作为分界ꎻ
４ 在城市中设置户外广告、 标语牌、 画廊、 橱窗等ꎬ 应当内容健康ꎬ 外形美观ꎬ

并保持整洁ꎻ
５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ꎬ 搭建建筑物ꎮ 因建设

等特殊需要ꎬ 堆放物料ꎬ 临时搭建建筑物等ꎬ 须经市容行政部门批准ꎻ
６ 在市区运行的交通运输工具ꎬ 应保持外形完好和整洁ꎻ
７ 城市的施工现场应保持整洁ꎻ
８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城市的建筑物、 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 刻画等ꎮ
为了管理城市容貌ꎬ 从 ２００６ 年起ꎬ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围绕城市管理工作的

中心任务ꎬ 积极探索和实践市容管理的新路子ꎬ 加大综合执法力度ꎬ 整治市区市容环

境秩序ꎬ 收到显著效果ꎮ 各年度市容管理情况如下:



５４３　　

第
八
章
　
城
管
执
法

２００６ 年ꎬ 查处违法建设ꎬ 全年共立案查处各类违法违章案件 １４０５０ 宗ꎬ 其中一

般案件 ３６３３ 宗ꎬ 简易案件 １０４１７ 宗ꎬ 罚没款 １５０ 多万元ꎮ 整治违法占道经营 ２ ６ 万

档次、 夜间大排挡 ３７４２ 档次ꎻ 查处违法建筑 １８１８ 起 (含 １５８２ 宗乱搭建)ꎬ 抓好霞山

创新路阻碍污水管网建设的房屋拆迁工作ꎬ 全年拆除违章建筑近 ３ 公顷ꎻ 查处破坏园

林绿化行为 ４６ 起、 违法挖掘道路行为 ５３ 起、 噪音污染 １３５ 起、 淤泥污染道路 ９７ 宗、
违规经营燃气点 ３０ 个ꎻ 开展市区摩托车修理档专项整治ꎬ 整治非法经营洗车场 ８０
处、 违规摩托车修理档 ５２ 个ꎻ 查处较大型的违法户外广告 １４１ 宗ꎮ 完成人大、 政协

议案、 提案 １２ 件ꎬ 被市府办、 市人办、 市政协办评为办理人大、 政协议案和提案先

进单位ꎮ 创新管理体制ꎬ 组建第一支女子中队到一线进行执法ꎬ 女子中队被团市委、
市建设职工政研会评为 “湛江市建设行业青年文明号”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围绕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和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总体部署ꎬ 积极

开展 “城乡清洁工程” 活动为ꎬ 加大城市管理执法力度ꎬ 维护市区良好的市容秩序ꎮ
全年共处理各类违法违章案件 １１ 万多起ꎬ 其中立案进行行政处罚的有 １５２８４ 宗 (一
般程序案件 ５１９７ 宗ꎬ 简易程序案件 １００８７ 宗)ꎬ 出动执法人员 １２９７５８ 人次ꎬ 执法车

辆 ２５９８１ 车次ꎬ 出动宣传车 ２４７ 辆次ꎬ 发出整改通知书 １６８３２ 份ꎬ 整治违法占道经营

１３ ５ 万多起 (次)ꎻ 拆除乱搭建乱拉挂 ８１４１ 宗 ２３ ５ 万平方米ꎻ 拆除违法建筑 ６０６ 宗

２３１３３ 平方米ꎻ 查处垃圾淤泥污染道路案件 １２６ 宗ꎻ 查处环境噪音污染案件 ２３１ 宗ꎻ
查处违法挖掘道路案件 ４９ 宗ꎻ 查处破坏园林绿化行为 ３３ 起ꎻ 取缔燃气黑点 ８ 个ꎬ 查

扣非法燃气瓶 １８１ 个ꎻ 清理无证汽车场 ３５ 档ꎮ 全年罚没款 ７２８ ４ 万元ꎮ 建成城管投

诉热线指挥中心ꎬ 办理市民来电、 来访、 来信投诉 １６２３ 件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以迎省第五届 “山洽会” 为契机ꎬ 提升履行规划、 工商、 环保、 市政

园林等 “６＋１” 职责能力ꎬ 强化市容整治ꎬ 开展违法建设、 非法小广告、 施工工地夜

间噪音扰民、 夜间大排档、 大型户外广告、 和废品收购站、 摩托车维修档、 洗车档等

专项清理整治活动ꎮ 全年整治了跨门槛经营行为 １３５７１ 宗次ꎬ 取缔了流动摊贩占道经

营 ３２８０３ 宗次ꎬ 拆除乱搭建 ８６１ 宗 １８５９４ 平方米ꎬ 清理乱拉挂 ３８６４ 宗ꎬ 拆除和规范

门店广告牌、 招牌 １６６０ 块 ９４０８ 平方米ꎻ 查处违规大型户外广告牌 ６７ 块ꎬ 其中立案

处罚 ４９ 块ꎬ 依法拆除 １８ 块大型广告牌ꎻ 拆除违法建筑 ２５０ 宗面积 ３３０００ 多平方米ꎮ
保障市重点建设项目ꎬ 组织东海岛湛江钢铁基地征地范围内拆违大行动ꎬ 拆除违法建

筑 １２７２０ 平方米、 围墙 ３３０１ 米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以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为目标ꎬ 以加强市容整

治工作和查处违法建设为重点ꎬ 积极开展 “城乡清洁工程风暴行动”ꎬ 不断加大综合

执法力度ꎬ 大力开展对城市 “六乱” 专项整治工作ꎬ 拆除违法建筑保障市重点建设

项目顺利实施ꎮ 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１５ 万多人次ꎬ 执法车辆 ３ 万多辆次ꎬ 清理乱摆

卖 １８ 万多宗次ꎬ 整治违法大排挡 ７１９１ 档次ꎬ 查处 (拆除) 违法设置广告牌、 招牌

２２７９ 块ꎬ 查处噪声污染案件 １４６ 宗ꎬ 查处非法经营燃气案件 ９６ 宗ꎬ 暂扣燃气瓶 １６８７
个ꎬ 拆除违法建筑 １８２５ 多宗ꎬ 拆除面积 ３７ 万多平方米 (含 １３ 次组织拆除影响我市

重点项目工程施工的违法建设)ꎬ 拆除违法搭建 ７２６ 宗ꎬ 约 １０ ７ 万平方米ꎮ 受理群众

投诉 ２１７１ 件ꎬ 办结 ２１６９ 件ꎬ 办结率 ９９ ９％ꎬ 使群众的投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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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ꎬ 以改善城市环境、 提升城市品位为目标ꎬ 在加快推进城市建设、 维护

市容环境整洁、 保障重点项目的顺利进行等方面做出大量艰苦卓越的工作ꎮ 一年来ꎬ
共出动执法人员 １２９７５８ 人次ꎬ 执法车辆 ２５９８１ 车次ꎬ 查处各类违法违章案件达 ８ 万

多宗ꎬ 立案进行行政处罚的有 １７１２０ 宗ꎬ (一般程序案件 ５６４１ 宗ꎬ 简易程序案件 ９６４１
宗)ꎬ 警告处理的案件 ４ ６ 万多宗ꎬ 发出违法违章行为整改通知书 １６８３２ 份ꎬ 整治违

法占道经营 １３ ５ 万多起 (次)ꎻ 拆除了一大批影响市容的违章户外广告牌ꎻ 牵头组

织全市各市直单位共出动人员 ５０６２６ 人次打扫卫生ꎬ 自查整治卫生死角 ３９１ 处ꎻ 组织

各区拆除违法建设 ２４ ３９ 万平方米ꎬ 其中拆除影响我市重点项目工程施工的违法建设

１５ ６６ 万平方米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围绕 “创建和谐城管、 提升城市形象” 工作目标ꎬ 大力开展 “六乱”

整治工作ꎮ 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５０２３９ 人次ꎬ 出动执法车辆 １０７１８ 车次ꎬ 处理各种投

诉件 １０１０ 宗ꎬ 罚没款 ６２０８９５ 元ꎬ 拆除广告牌 ２５ 块ꎬ 拆除违法建设面积 １１９７８ 平方

米ꎬ 检查燃气经营门店 ３２６ 档次ꎬ 查处非法经营燃气黑点 １６ 个ꎬ 暂扣燃气钢瓶 ６４
个ꎮ 检查建筑工地和噪声污染点 ２６４ 个次ꎬ 处理 ９８ 个ꎮ 直属分局党支部被市直工委

评为先进党支部ꎬ 三名同志受到市直工委表彰ꎮ
２０１２ 年ꎬ 深入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和城市环境综合治理ꎬ 打击违法建筑ꎬ 整

治市区 “六乱” 工作ꎮ 全年开展各类专项整治行动 ７６５ 次ꎬ 累计出动城管执法人员

１２９６００ 人次ꎬ 执法车辆 ３０６２０ 车次ꎬ 清理占道乱摆卖、 跨门槛经营 ８１９８２ 宗次ꎬ 乱拉

挂 ８５９６ 宗ꎬ 拆除乱搭建 ２８７７ 宗、 面积 ４ ７８ 公顷ꎬ 清理乱张贴乱涂写 ２９９４８０ 余张

(条、 处)ꎬ 整治乱挖掘、 乱堆放 １９１８ 宗ꎬ 清理拆除各类违法设置户外广告牌、 招牌

５３０２ 宗、 面积 ２ ６８ 公顷ꎬ 清理卫生死角 ３９１ 处ꎬ 清理垃圾杂物 ４９８ 车ꎻ 暂扣占道经

营三轮车 １３５ 辆ꎬ 三轮摩托车电动车 １４６ 辆ꎬ 铁架铁柜 ７７５ 个ꎻ 查处违法建设 ３６１
宗ꎬ 组织、 协调实施拆除违法建设行动 ２１８ 次ꎬ 拆除违法建筑 ２４０ 宗、 面积 ２ ２７ 公

顷ꎻ 拆除乱搭建 ８８７ 宗、 面积 ３５０１５ 平方米ꎻ 整治摩托车维修点污染环境 ２４６ 档ꎻ 检

查燃气经营门店 １４６ 档ꎬ 扣押不合格燃气钢瓶 １９８ 个ꎻ 查处噪音污染 １２８ 宗ꎻ 处理解

决市容管理投诉案件 ５７４ 宗ꎬ 组织选点开设 ２０ 个临时钟点市场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ꎬ 紧抓 “创卫” 工作中 “六乱” 整治为重

点ꎬ 开展各项整治工作ꎮ 全年出动城管执法人员 ２３２０６６ 人次ꎬ 执法车辆 ５２７４５ 车次ꎬ
清理占道乱摆卖、 跨门槛经营 １０６２０５ 宗次ꎬ 乱拉挂 ６０１５ 宗ꎬ 拆除 ６４３４ 宗面积 １３ ６２
公顷ꎬ 清理乱张贴乱涂写约 ７６１４５６ 余张 (条、 处)ꎬ 清理乱挖掘、 乱堆放 １５２２ 宗ꎬ
清理拆除各类违法户外广告招牌 ２２８２ 宗ꎬ 面积 １ ６８ 公顷ꎬ 联合交警部门查扣运载水

果流动乱摆卖的电动三轮车、 人力三轮车 ６６０ 辆ꎮ 创新执法方式ꎬ 建立 “徒步执法工

作制度”ꎬ 被市直工委授予 “机关党建创新奖” 称号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以 “创卫” 工作为目标ꎬ 全力开展市容环境 “六乱” 整治和查控违建

工作ꎬ 先后被评为湛江市创卫标兵单位、 湛江市交通整治工作先进单位ꎮ 全年出动城

管执法人员 １９２５１４ 人次ꎬ 执法车辆 ３８６８３ 车次ꎬ 清理占道乱摆卖、 跨门槛经营 １６８１４
宗次ꎬ 乱拉挂 ３８５６ 宗ꎬ 拆除乱搭建 ７５２ 宗、 面积 ３ ８８ 公顷ꎬ 清理乱张贴乱涂写约

１５４８３９ 余张 (条、 处)ꎬ 清理乱挖掘、 乱堆放 １９１７ 宗ꎬ 清理拆除各类违法户外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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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 １７７５ 宗ꎬ 面积 １ ８２ 公顷ꎮ 查处污染道路的违章泥头车 ３５０ 宗ꎬ 行政处罚 １５ ６
万元ꎮ 配合交警部门组织开展交通整治联合执法行动ꎬ 查处影响交通秩序的 “六乱”
行为 ４１０６ 宗ꎬ 督促教育违章停放的摩托车、 电动车、 自行车 １８７１２ 辆次ꎬ 暂扣违规

停放的电动车 ７２ 辆ꎬ 清理堆占人行道影响交通的石礅、 石块共 １１０ 车ꎮ 组织开展市

容秩序管理双月考评ꎬ 发出 «督察通知书» ４３ 份ꎬ 督促办理市民热线诉求 １９６９ 件ꎬ
工单回复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围绕 “五城同创” 目标ꎬ 在巩固创卫成果的基础上ꎬ 结合城市建设精

细化管理工作的开展ꎬ 抓好市容秩序管理工作ꎬ 全力保障广东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残

运会、 中国 “海博会”、 中国 “水博会”、 海洋周等一系列国家和省、 市重大活动顺

利完成ꎮ 全年出动城管执法人员 １９９３４７ 人次ꎬ 执法车辆 ３２２１４ 车次ꎬ 清理占道乱摆

卖、 跨门坎经营 ３５８７８ 宗次ꎬ 乱拉挂 ５７４７ 宗ꎬ 拆除乱搭建 １７９８ 宗、 面积 ９ ４８ 公顷ꎬ
清理乱张贴乱涂写约 ６９８５０ 余张 (条、 处)ꎬ 查处乱挖掘 １６２ 宗、 乱堆放 ９０５８ 宗ꎬ 清

理拆除各类违法户外广告牌、 招牌 ２４２９ 宗ꎬ 面积 ５ ６３ 公顷ꎻ 查处焚烧垃圾行为 ８８
宗、 工地噪音行为 ３８９ 宗、 社会生活噪音行为 ５００ 宗ꎬ 查处破坏城市绿化案件 １３ 宗ꎻ
查处违法建设 １２０２ 宗次ꎬ 拆除面积 １１ ３５ 公顷ꎮ 全年行政处罚罚款 １２９ ６３ 万元ꎮ 受

理各类城市管理投诉案件 ３０４３ 件ꎬ 办理率和办结率均为 １００ ﹪ꎬ 在 １２３４５ 市民热线

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１５ 年市民热线工作效能考评中排名第一ꎮ 组织执法人员全力投入

“彩虹” 台风抗灾复产工作ꎬ 用 ５ 天时间加班加点清理倒伏树木ꎬ 拆除全市被台风吹

倒、 存在安全隐患的广告牌、 招牌和设施 ２１１２ 宗ꎬ 拆除面积 １ ３１ 公顷ꎬ 清理大型立

牌 ８ 块ꎬ 清理各类路障 ６６３ 车ꎬ 清除灾痕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严格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ꎬ 开展市容环境专项整治、 “护航高考、 中

考” 专项整治行动、 车载水果摊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 农贸市场及周边秩序整治、
夜间大排档违章经营整治、 乱搭乱建整治、 占道维修整治等行动ꎬ 解决一大批市民反

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ꎮ 全年出动城管执法人员 ２２ ３６ 万人次ꎬ 执法车辆 ３ ２ 万车

次ꎬ 清理占道乱摆卖、 跨门槛经营 ３１４７６ 宗次ꎬ 清除乱拉挂 ５００３ 宗ꎬ 拆除乱搭建 ４４１
宗、 面积 ２３８６６ 平方米ꎬ 清理乱张贴乱涂写 １２３４６３ 张 (条、 处)ꎬ 清理乱挖掘 ２５６
宗ꎬ 乱堆放 ８０３８ 宗ꎬ 清理拆除各类违法设置户外广告牌 ７１１ 宗ꎬ 拆除面积 ９７８５ 万平

方米ꎬ 暂扣违章经营工具三轮车、 摩托车、 人力水果车等 ４３６ 辆ꎬ 市容秩序 “六乱”
现象得到有效整治ꎮ 在解决民生访求问题方面ꎬ ２０１６ 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共办

理市民热线诉求 ３０６２ 件ꎬ 是全市 １２３４５ 市民投诉热线工单承办最多的单位ꎬ 工单回

复率 １００％ꎬ 满意率 ９２ ６％ꎬ 在湛江市市民热线考核单位中考核成绩名列第一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 湛江市开展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ꎬ 按照工作要求ꎬ 充分发挥市查

违办的作用ꎬ 组织开展违法建设治理工作ꎬ 开展市区违法建设摸底调查工作ꎬ 摸清底

数ꎻ 建立四级控违巡查队伍ꎬ 严控新增违法建设ꎻ 重拳出击ꎬ 拆除一批违法建设ꎬ 保

持高压态势ꎬ 遏制违法建设行为ꎬ 全市累计拆除违法建设 ９０８ 宗ꎬ 面积 ２４ ３３ 万平方

米ꎬ 其中市区拆除 ３６７ 宗ꎬ 面积 １０ ８８ 公顷ꎬ 县 (市) 拆除 ５４１ 宗ꎬ 面积 １３ ４５ 公

顷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ꎬ 严格依法行政ꎬ 加强市容环境 “六乱” 整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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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 扎实推进 “五城同创”
活动ꎬ 突出解决一大批市

民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

题ꎮ 全年出动城管执法人

员 ２８ ０９ 万人次ꎬ 执法车

辆 １ ６ 万车次ꎬ 清理占道

乱摆卖、 跨门槛经营 ２１７８２
宗次ꎬ 清 除 乱 拉 挂 ４８３０
宗ꎬ 拆除乱搭建 ３３５ 宗、
面积 １ ６９ 公顷ꎬ 清理乱张

贴乱涂写 １００９２６ 张 (条、
处)ꎬ 清理乱挖掘 １２０ 宗ꎬ
乱堆放 ６０６０ 宗ꎬ 清理拆除各类违法设置户外广告牌 ３６８ 宗ꎬ 拆除面积 ０ ３９ 公顷ꎬ 暂

扣违章经营车辆等 ６２９ 辆ꎬ 市容秩序 “六乱” 现象得到有效整治ꎮ 在解决民生访求

问题方面ꎬ ２０１７ 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共办理市民热线诉求 ６７３７ 件ꎬ 是全市

１２３４５ 市民投诉热线工单承办最多的单位ꎬ 工单回复率 １００％ꎬ 满意率 ９０ ８％ꎬ 在湛

江市市民热线考核单位中考核成绩名列第一ꎮ 自 ２０１６ 年开展查处 “违法用地和违法

建设” 专项整治行动以来ꎬ 全市累计拆除违法建设 １９２０ 宗ꎬ 面积 ６９ ９９ 公顷ꎬ 累计

控停违法建设 ９３２ 宗ꎻ 根据工作部署ꎬ 起草 «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区中心城区违法

建筑分类处理方案»ꎬ 并报市委市政府审议通过印发实施ꎬ 为依法持续开展整治 “两
违” 专项行动提供良好的政策基础ꎮ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大力强化城市管理队

伍 “强转树” 建设ꎬ 有效整合市政公用、 市容环卫、 园林绿化、 城管执法等职能ꎬ
更好地推动实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ꎬ 被住建部评为全国城市管理执法 “强转树” 活

动先进单位ꎮ
城市现代化要求市民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 卫生意识、 环境意识ꎮ 由于

湛江经济发展不平衡ꎬ 人口流动加快ꎬ 城市人口构成日益复杂ꎮ 一部分居民、 农民工

在没有找到固定工作时ꎬ 往往在街头上以各种低层次的生产方式谋生ꎬ 例如加工、 维

修、 开小餐馆和客运、 做小生意、 摆摊点等ꎬ 这些经营活动与违章违规常常仅隔一步

之遥ꎬ 可谓市容违规违章现象的 “温床”ꎮ 这部分人ꎬ 多以追逐个人经济利益为出发

点ꎬ 当加强市容管理与这些个人私利出现矛盾时ꎬ 往往容易引发群体性冲突ꎬ 这给市

容管理执法带来很大困难ꎮ
因此ꎬ 城市管理 “以人为本” 方向虽然明确ꎬ 但真正实施起来往往举步维艰ꎮ

市容管理具有动态性、 复杂性、 群体性的特点ꎬ 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解决市容管理

反复性大、 涉及面广的有效措施ꎮ
１ 市容管理必须制订科学的规划ꎮ 从管理科学的角度讲ꎬ 市容管理也应作为一

项系统工程上升到理性的高度ꎮ 以往的市容管理虽然有规范的工作计划ꎬ 但重点是抓

一些冒尖的问题ꎬ 哪儿乱了抓哪ꎬ 管理手段主要依靠开展几项集中整治活动ꎬ 结果市

容环境好一段时间ꎬ 坏一段时间ꎬ 反反复复ꎬ 了无止境ꎮ 因此ꎬ 必须深入研究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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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发展的整体布局ꎬ 结合城市规划、 建设的目标ꎬ 将市容管理中一些科学的、 长远的

设想纳入整体规划目标ꎮ 市容规划应该包括: 优化的城市道路结构、 良好的垃圾处理

设施、 科学合理的市场体系、 美化的城市空间景观、 完善的公益服务设施等ꎮ 通过实

施规划来保证城市基础设施的完整性、 协调性ꎬ 从源头上避免市容管理中常常遇到

“先污染后治理” 现象发生ꎮ
２ 市容管理必须标准化ꎮ ２００７ 年国家在市容管理方面主要有两个标准: «城市容

貌标准» 和 «全国卫生城市检查标准»ꎮ 市容管理中必须按以上两个规范性文件ꎬ 并

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目标ꎬ 整治一个项目就规范一个项目ꎬ 将市容

管理项目细化ꎬ 并将管理的标准作为 “硬指标” 象经济建设项目一样ꎬ 统一纳入目

标责任管理体系中ꎬ 严格考核ꎬ 奖惩兑现ꎬ 以取得实实在在的管理效果ꎮ
３ 市容管理必须走法制化的道路ꎮ 依法治市是市容管理的方向ꎮ 只有走法制化

的道路ꎬ 市容管理才能跟上城市快速发展的步伐ꎮ 一是加强宣传和教育ꎮ 通过各种方

式ꎬ 广泛宣传市容管理的规章、 规定ꎬ 让市容管理规定家喻户晓ꎬ 人人自觉规范自己

的行为ꎻ 二是强化执法力度ꎮ 尤其对一些重点难点问题ꎬ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ꎬ 加大处

罚力度ꎬ 使之不敢轻易触犯条例和规章ꎻ 三是要规范管理ꎮ 通过制定严格的管理制

度ꎬ 对违规违章行为进行约束ꎬ 做到管有依据、 罚有力度、 惩有程序ꎮ
４ 市容管理必须长效化ꎮ 市容管理涉及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ꎬ 与城市居民的各

种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ꎬ 因此必须采取立体化的管理ꎮ 第一ꎬ 对城区空间进行全

方位管理ꎮ 对沿街店面、 路面、 桥面、 建筑物立面等进行全方位管理ꎬ 制止乱设广

告、 乱贴乱画、 乱停乱放、 乱摆摊点等行为的发生ꎮ 第二ꎬ 在时间上实行全程管理ꎮ
把握住阶段性、 及时性、 经常性三个环节ꎬ 进行不间断地管理ꎬ 避免在市容管理中在

时间上的空档ꎬ 使市容始终处于严格的监管之下ꎬ 尤其是对一些重点、 易发地段必须

在时间上保持连惯性ꎮ 第三ꎬ 实行规范的长效管理ꎮ 根据市容管理中动态性强的特

点ꎬ 在城区的主次干道两侧、 窗口地段和公共场所实行严格的定人、 定时、 定岗、 定

责的 “四定” 管理ꎬ 随时处置一些违规违法行为ꎬ 促进人们逐步达到自觉维护正常

市容秩序的目的ꎮ

二、 市容管理中的行政监督

市容管理的行政监督ꎬ 由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行使主体职权ꎮ 其职权依据:
(一)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国务院第 １０４ 次常务

会议通过ꎬ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１０１ 号发布ꎬ 自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１ 日起施行) 其中:
第九条ꎬ 城市中的建筑物和设施ꎬ 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城市容貌标准ꎮ 对外开放

城市、 风景旅游城市和有条件的其他城市ꎬ 可以结合本地具体情况ꎬ 制定严于国家规

定的城市容貌标准ꎻ 建制镇可以参照国家规定的城市容貌标准执行ꎮ
第十四条ꎬ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 桥梁、 广场、 地下通道及其

他公共场所摆摊设点、 销售或者加工制作商品ꎮ 经依法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或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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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公共场所从事经营或者举办活动的ꎬ 应当按照批准的时间、 地点和要求进行ꎮ 临街

商场、 门店的经营者不得超出门、 窗外墙摆摊经营、 作业或者展示商品ꎮ
第十七条ꎬ 户外广告应当统一规划ꎬ 并按照规定的要求和期限设置ꎮ 机关、 团

体、 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个体工商户的名称、 字号、 标志等牌匾的设置ꎬ 应当符合城市

容貌标准ꎮ 户外广告、 牌匾、 灯箱、 画廊、 标语、 宣传栏等户外设施的设置人应当加

强设施的日常管理ꎬ 保持外形美观、 安全牢固及功能完好ꎮ 画面污损、 字体残缺、 灯

光显示不完整等影响市容的ꎬ 应当及时维修或者更换ꎮ
(二) «湛江市城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湛江市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ꎬ 经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批准ꎬ 以公告第 ８ 号发布ꎬ 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施行) 其中 :
第十六条ꎬ 城市建 (构) 筑物、 道路、 园林绿化、 公共设施、 广告标识、 照明、

公共场所、 城市水域、 居住区等的容貌建设与管理ꎬ 应当符合城市容貌标准ꎮ
第十七条ꎬ 现有建 (构) 筑物应当保持外形完好、 整洁ꎬ 符合街景要求ꎮ
新建、 扩建、 改建的建 (构) 筑物的造型、 装饰等应当与所在区域环境相协调ꎬ

阳台、 护栏、 防盗窗 (门)、 空调外机等设施宜统一规范设置ꎮ
主要街道的临街建 (构) 筑物的阳台和窗外ꎬ 不得堆放、 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ꎮ
第二十八条ꎬ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 人行天桥、 人行地下通道

以及其他公共场所摆摊设点、 堆放物料、 搭建建 (构) 筑物或者其他设施ꎮ
经依法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 广场等公共场所的ꎬ 应当保持公共场所整洁有

序ꎬ 占用人在使用结束后应当及时清除产生的垃圾等废弃物ꎮ
第二十九条ꎬ 临街商业、 饮食业等行业的经营者不得超出门、 窗、 外墙进行店外

经营、 作业或者展示商品ꎮ
市容管理ꎬ 除了行政监督检查ꎬ 实施街景整治、 门前三包等管理措施外ꎬ 还要建

立社会监督约束机制ꎬ 实施环境卫生监督、 园林绿化监督、 市政道路监督等ꎬ 通过新

闻媒体广泛宣传ꎬ 对一些文明行为进行褒扬ꎬ 对一些损害市容的行为进行曝光ꎬ 形成

具有社会舆论压力的氛围ꎬ 使人们遵守规章规定ꎬ 自觉融入维护城市容面貌行列ꎮ 市

容管理靠少数人不行ꎬ 靠少数部门也不行ꎬ 必须牢固确立全员参与的管理思想ꎮ 要通

过爱家乡、 爱环境、 讲文明的宣传ꎬ 教育和动员广大城市居民参与市容管理活动ꎬ 使

市民群众自觉地维护城市的整洁ꎬ 避免违规违章和 “二次污染” 行为的发生ꎮ 要通

过理顺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管理关系ꎬ 理顺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管理关系ꎬ 明确界定管理

责任ꎬ 促进大家都来参与市容管理ꎬ 形成管理的合力ꎬ 以消除管理区域上空白点ꎬ 消

除管理责任上不落实的现象ꎮ

三、 户外广告管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ꎬ 湛江户外广告多是小作坊、 小业主自己手工制作ꎬ 材料多是木

板、 油毡布ꎬ 基本上没有统一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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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９７９ 年广告业恢复ꎬ 到 １９８７ 年国家 «广告管理条例» 颁布执行ꎬ 是中国广告

业恢复、 争论、 探索的一个阶段ꎮ １９７９ 年春ꎬ 北京西单出现广告墙ꎬ 正式体现当时

中国改革的路径方向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ꎬ 市政府以湛府 〔２００６〕 ６８ 号文颁发 «湛江市城市规划区户外广告

设置管理办法»ꎬ 其中

第四条 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是湛江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行政主管部门ꎬ 负责户

外广告设施设置的规划审批工作ꎮ 户外广告设置占用城市道路、 绿地等公共场所的ꎬ
审批前应征求市市政园林主管部门的意见ꎮ

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户外广告的监督管理机关ꎬ 负责户外广告内容的审查登记

和监督管理工作ꎮ
市人民政府授权的户外广告设施经营单位负责户外商业广告设置使用权的出让工

作ꎮ
市市政园林、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公安、 交通、 公路、 安全生产等有关主管部门

按照各自的职责ꎬ 依法对户外广告设置进行监督管理ꎮ
市市政园林局依法设置城市亮化与户外广告科ꎬ 负责市区户外广告进行审批和统

一管理ꎮ 为整治市区户外广告环境ꎬ 进行优化提质改造ꎬ 经征求市规划局意见后ꎬ
２０１５ 年完成市区八条主干道户外广告详细规划ꎬ 并报市政府审批实施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全市共受理申请审批广告 １３０ 块 (外墙、 落地、 ＬＥＤ、 店招)ꎬ 共审批

户外广告 １０９ 块 (Ｔ 型广告牌审批 ４６ 块、 落地 １４ 块、 ＬＥＤ ６ 块、 墙体 ２９ 块、 店招

１４ 块)ꎮ
城市户外广告ꎬ 不仅是作为商业商品宣传用途ꎬ 对城市立面起到美化作用ꎮ 合理

利用户外广告ꎬ 增添商业繁荣气息ꎬ 提升城市形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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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０　　 第三节　 行政执法与督察

一、 法制建设

根据国家、 省颁布的一系列城市建设管理法规要求ꎬ 市政府结合湛江城市建设管

理的实际ꎬ 颁布相应管理规定ꎮ
１ «湛江市市区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颁布实施ꎮ
２ «湛江市城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３ «湛江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２００４ 年颁布实施ꎬ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修

编ꎮ
４ «湛江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 ２００５ 年颁布实施ꎬ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修

编ꎮ
５ «湛江市城市规划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颁布实施ꎮ
６ «湛江市中心城区城市景观照明设施管理规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颁布实施ꎮ
７ «湛江市城市公园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 颁布实施ꎮ
８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制定 «关于印发<湛江市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制定

地方性法规工作计划>的通知» (湛常办 〔２０１５〕 １６５ 号)ꎮ

湛江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职权依据一览表

类别 序号 名称 颁布机关及施行时间

法律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ꎬ 自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 日

施行

行政法规

１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国务院颁布ꎬ 自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１ 日施行

２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国务院颁布ꎬ 自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施行

３ 城市绿化条例 国务院颁布ꎬ 自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１ 日起施行

４ «城市供水条例» 国务院颁布ꎬ 自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施行

地方性法规

１ 广东省城市垃圾管理条例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颁布ꎬ 自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
日施行

２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颁布ꎬ 自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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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

１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建设部颁布ꎬ 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施行

２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建设部颁布ꎬ 自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 日施行

３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

办法
建设部颁布ꎬ 自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施行

４ 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 建设部颁布ꎬ 自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施行

５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建设部颁布ꎬ 自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６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 建设部颁布ꎬ 自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 日起施行

省政府规章
１

广东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规定
省政府颁布ꎬ 自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１ 日施行

２ «广东省城市供水管理规定» 省政府颁布ꎬ 自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１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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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制教育

依法治理城市ꎬ 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具体实践ꎬ 是优化社会法治环境、 促进地

方法治建设、 提高各项事业法治化管理水平的重要载体ꎮ
立足于湛江市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ꎬ 结合湛江实际ꎬ 要从完善地方法律规范体

系、 加快法治政府建设、 推进法制教育进程、 全面开展普法教育等方面作为切入点ꎬ
总结湛江城管法制教育的经验ꎬ 为湛江城市建设管理进行依法治市打下良好基础ꎮ

(一) 城管法制教育的重要意义

１ 强化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ꎬ 把法制教育工作作为加强城市管理的重要环节ꎮ
一是坚持不懈地开展思想教育ꎮ 通过组织法制教育培训和学习ꎬ 强化各部门各基层单

位特别是主要领导对法制教育工作的认识ꎬ 增强做好法制教育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ꎮ 二是持之以恒地开展宣传教育ꎮ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ꎬ 对法制教育工作开展

多种形式的舆论宣传ꎬ 形成正确看待法制教育工作、 全面推进阳光政务的舆论氛围ꎮ
三是坚持经常地开展普法教育ꎮ 普及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ꎬ 促使各部门各基层单位

特别是主要领导ꎬ 将信息公开工作放在法律层面看待ꎬ 自觉维护和遵从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应有的权威与尊严ꎮ
２ 创新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ꎬ 确保法制教育工作全面、 深入、 持久、 高质量开

展ꎮ 一是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制教育工作制度ꎮ 在信息公开实践中ꎬ 充实、 调整和完善

现有制度ꎬ 增强相关制度的科学性、 前瞻性、 针对性、 连续性和有效性ꎬ 不断总结工

作中的经验教训ꎬ 探索新时期信息公开工作的规律ꎬ 以制度的不断充实完善来规范、
校正各部门的信息公开行为ꎮ 二是不断探索适合我市实际的激励和制约机制ꎮ 社会管

理形势的日趋严峻ꎬ 要求行政权力更加阳光、 更加透明、 更加健康ꎬ 需要尽早形成一

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作为法制教育工作的保障ꎮ 三是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

政府信息公开经验ꎮ 把眼光放远ꎬ 把眼界放宽ꎬ 加强借鉴和引进工作ꎬ 通过有效的借

鉴与我市实际相结合ꎬ 走有自己特色的政府信息公开道路ꎮ
３ 持续密切关注相关的网络消息ꎬ 营造法制教育的良好环境ꎮ 国内一些民生问

题引发的争论ꎬ 最初都始于网上的知名社区和论坛ꎬ 针对这些社会管理问题突出的实

际ꎬ 需要未雨绸缪ꎬ 防微杜渐ꎬ 责成专业机构关注出现在城市管理、 或对本市城市管

理有借鉴意义的相关倾向性、 苗头性问题ꎬ 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确认、 分析、 研究和处

理ꎮ 该公布的及时公布ꎬ 该辟谣的辟谣ꎬ 没有问题也要打好预防针ꎬ 提前做好准备ꎬ
努力营造一个公众认可、 信任的政府信息公开环境ꎮ

４ 继续完善创新政府信息公开渠道ꎬ 编织高效、 快捷的政府信息公开网络ꎮ 党

和政府高度重视 “法制教育”ꎬ 要把思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ꎬ 对法制教育工作的反应

速度、 响应能力、 处理态度提出新的、 更高要求ꎮ 随着三网融合时代的到来ꎬ 新媒体

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与潮流ꎬ 从湛江市媒体发展实际看ꎬ 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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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６　　
打造全新的法制教育网络ꎬ 在巩固和发挥网络、 电视栏目、 电话、 报纸等载体公开的

基础上ꎬ 利用湛江市数字电视起步早、 普及率高的优势ꎬ 深入挖掘数字电视的信息交

流互动平台功能ꎬ 让需要公开的信息直接走向电视用户终端ꎬ 让各层次、 各阶段的受

众群都能在第一时间了解政府信息ꎬ 实现信息公开最大化ꎮ 同时ꎬ 在遇有重大事件发

生时ꎬ 应将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落到实处ꎬ 推到前台ꎬ 增加信息公开的权威性和严肃

性ꎮ 努力形成点线面立体交叉、 有机结合的信息公开网络ꎬ 确保法制教育工作服务于

民ꎬ 造福于民ꎮ

(二) 城管法制教育培训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ꎬ 提升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能力

和水平ꎬ 根据湛江实际ꎬ 特制定本方案ꎮ
１ 总体目标

提高城管行政执法人员政治信念和理论水平ꎬ 自觉遵守并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

策、 法律法规ꎻ 执法人员的文明执法、 规范执法、 公平执法的能力进一步提高ꎬ 使广

大人民群众对执法的满意度明显上升ꎮ
２ 培训范围

全局行政执法人员ꎮ
３ 培训原则

为了适应新形势需要ꎬ 打造一支正规化、 专业化、 职业化的城管执法队伍ꎬ 提升

全市城管执法人员执法办案和综合能力ꎬ 不定期邀请法律专家、 高校教授讲课ꎮ 平常

以自学为主、 集中辅导为辅的原则实施ꎬ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ꎬ 着力解决执法队伍中存

在的纪律意识不强、 办案水平不高、 执法方法简单等突出问题ꎬ 不断提高广大干部职

工特别是行政执法人员适应新形势下城管行政执法工作能力ꎮ
４ 培训方式

日常业务知识学习由各科室、 大队根据具体情况集中安排ꎬ 原则上每周不少于一

次ꎻ 全局执法人员集中培训每月一次ꎬ 时间在每月月末ꎮ
５ 培训内容

(１) 国务院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

处罚权工作的决定» 和广东省 «关于贯彻实施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

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 的通知» 等有关城管执法的政策文件和规范性文件ꎮ
(２) 行政法基本知识以及 «行政处罚法» «行政许可法» «行政复议法» «行政

诉讼法» «行政强制法» 以及 «道路交通安全法» «城乡规划法» 等常用法律知识及

相关司法解释ꎮ
(３) 国务院关于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ꎬ 国家建设部关于 «城市建筑

垃圾管理规定»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和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等常用法规及

城管执法基础常识、 执法技巧等ꎮ
６ 考核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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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将对日常业务知识学习进行抽查ꎬ 并纳入对科室、 大队的年度目标考核ꎻ 对

集中培训进行考核ꎬ 纳入全年评先评优ꎮ
７ 组织领导

成立培训工作领导小组ꎬ 负责整个培训工作的安排部署、 监督落实、 考试考核、
后勤保障、 宣传等工作ꎮ 领导小组由局党组书记、 局长任组长ꎬ 党组成员、 副局长、
纪检组长、 机关党委书记为副组长ꎬ 各科室、 大队负责人为成员ꎬ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ꎬ 由兼任办公室主任ꎮ

第四节　 数字化城管中心

一、 网站建设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ꎬ 国家对于城市环境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重视ꎬ 大力加强智

慧城市建设、 鼓励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政务管理和政务服务水平ꎮ 在市委市政府的指

导下ꎬ 本局积极开展城市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根据市政府法制教育要求

和实际工作情况ꎬ 完成网站开发建设ꎬ 网站内容包括新闻动态、 政务公开、 政务服

务、 政民交流等四大方面内容ꎮ

二、 数字化城市管理建设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ꎬ 国内首先出现北京市东城区提出网格化管理的城市管理理念ꎻ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ꎬ 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正式上线运行ꎻ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ꎬ “东城

区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在城市管理中取得了突出成效ꎬ 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
国信办、 中央编办、 国家科技部和建设部的高度评价ꎬ 并被建设部确认为 “数字化

城市管理新模式”ꎬ 组织在全国城市推广ꎮ 当月公布首批南京鼓楼、 杭州等十个试点

城市 (城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湛江市数字化城市管理首次被提出ꎬ 并且成立 “１２３１９ 城建服务” 热

线ꎮ 在广东省构建宜居城市的 “十二五规划” 里ꎬ 要求全省地级以上城市要在 ２０１３
年底前建成数字城管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数字城管正式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ꎬ 提出要加快城

市管理信息化水平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建成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更是市政府工作报告督办事

项ꎬ 和市政府向市民承诺事项之一ꎬ 要求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建成试运行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ꎬ 湛江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建设正式动工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ꎬ 湛江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正式上线试运行ꎬ 标志着湛

江市城市管理步入数字化、 信息化、 智能化时代ꎮ 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开展ꎬ 理清各城

市管理部门的职能ꎬ 明确每个城市管理问题的处置单位、 处置时限和处置标准ꎬ 进一

步提高了城市管理工作效率ꎬ 降低城市管理成本ꎬ 实现城市管理问题 “第一时间发

现、 第一时间派遣、 第一时间处置、 第一时间反馈” 的工作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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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随手拍】 是提供给湛江市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一款手机应用软件ꎬ 实现

“多方参与ꎬ 人人参与” 的主导理念ꎮ 城市管理问题存在反复性大、 涉及面广的特

点ꎬ 以往单靠个别部门的突击行动ꎬ 不能彻底根治ꎬ 使得城市管理工作非常被动ꎬ 同

时也无法带动市民的积极性ꎬ 数字城管的引入ꎬ 多种途径为市民提供服务ꎬ 真正意义

上实现工作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ꎮ
湛江 “市民随手拍”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底开始试运行ꎬ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数字化城市

管理办公室共受理城市管理各类问题和投诉近 ９ 万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９ ９％ꎮ 其中ꎬ 通过

“湛江随手拍” 受理市民反映问题 １６２８ 宗ꎬ 已处理 １６２８ 宗ꎬ 处置完成率 １００％ꎬ 湛江

城市精细化管理得到显著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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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人物与荣誉

湛江自古人文荟萃ꎬ 名人辈出ꎮ 在湛江城市建设史上ꎬ 曾经集聚、 培养和涌现一

大批优秀人才ꎬ 为湛江的城市建设、 管理和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ꎮ 他

们不仅在国内外享有声誉ꎬ 更为湛江城市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ꎮ 杰出人物的涌现ꎬ 对

于推动湛江城市发展、 社会进步起到重要作用ꎬ 而良好的地理环境又进一步吸引、 聚

集并产生更多的人才ꎮ
人物篇ꎬ 主要收录事迹发生在民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 ２０１７ 年城市建设方

面的杰出人物ꎬ 或出生湛江ꎬ 或寓居湛江ꎬ 或工作湛江ꎬ 或成名湛江ꎬ 或墓葬湛江ꎬ
均与湛江有着不解之缘ꎮ

第一节　 人物传略

一、 杰出人物

【广州湾著名建筑师———梁日新】

梁日新ꎬ １９１０ 年出生ꎬ 是广州湾著名建筑商ꎬ 南华大酒店、 南天大酒店、 李汉

魂祖居等广州湾时期代表性建筑物的设计者和承建者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梁日新入读法华学校ꎬ 主要攻读法文ꎮ 毕业后ꎬ 他跟安南籍广

州湾 “师爷” 范昂学习建筑工程技术ꎬ 他精灵和勤奋ꎬ 很快学会建筑绘图设计ꎮ 在

其大哥梁伯纲的带领下ꎬ 兄弟四人创办广州湾建隆建筑公司ꎬ 梁日新任经理ꎮ 据

«民国时期湛江市营造厂情况表» 第 ７４５ 页所记载ꎬ 当时广州湾有建筑行业共 ３０ 多

家ꎬ 而 “建隆” 公司为甲级营造厂ꎬ 资本为国币 ３５０００ 万元ꎬ 财力和技术水平为广

州湾首屈一指ꎮ
１９３７ 年 “七七事变”ꎬ 抗日战争爆发后ꎬ 上海、 广州、 香港等港口城市相继沦

陷ꎬ 大批商贾文人逃难广州湾ꎬ 大量游资也聚集至此ꎬ 促使当地经济兴旺ꎮ 梁日新抓

住有利时机ꎬ 发挥其掌握法文和建筑技术的专长ꎬ 包揽建筑工程ꎮ 他先后主持设计和

承建的工程项目有: 南华大酒店、 南天大酒店、 中国戏院、 百乐殿电影院、 建设旅

店、 西营长桥码头扩建、 东堤路八角肉菜市场、 西厅飞机场扩建、 育婴堂、 麻章海关

楼、 吴川海关楼、 梅菉麻袋厂、 李汉魂祖居等建筑工程ꎬ 还有西营—铺仔—志满—赤

坎沿线公路的桥梁、 海边街青石路等市政工程这些著名建筑中西结合ꎬ 外形别

致ꎬ 风格独特ꎬ 在广州湾时期声名懋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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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ꎬ 南华大酒店ꎬ 位于中山二路ꎬ 建于 １９３７ 年ꎬ 这里原是一口池塘ꎬ 光是地基

打木桩工程ꎬ 就花了一年时间ꎬ １９３９ 年建成ꎬ 楼高 ４ 层ꎬ 呈梯形平面ꎬ 总面积 ３４６６
平方米ꎬ 内有花园ꎬ 集餐饮、 娱乐、 旅业于一体ꎬ 其中西结合的建筑艺术令人赞叹不

已ꎬ 成为当时赤坎地标性建筑ꎬ 使赤坎城区市政建设重心移到这一带ꎬ “六国酒楼”
“南桥” 及 “中南” 等国货公司在其周围拔地而起ꎮ

如ꎬ 雷州海关楼ꎬ 位于寸金路ꎬ 建于 １９３７ 年ꎬ 他同时设计雷州关税务司公馆、
麻章支关屋宇及宿舍数幢ꎬ 整个设计中西合璧ꎬ 雷州关 “认为满意”ꎬ 英籍雷州关税

务司司长克赉乐一任ꎬ 就亲笔给梁日新签发证明书ꎬ 对他的设计和施工给予认可ꎮ 该

证明书原件已由梁日新之子梁爱棠捐赠给湛江市档案局永久收藏ꎮ
梁日新设计的民居建筑也卓有建树ꎮ 如ꎬ 潮汕商人陈树德赤坎幸福路 ８８ 号民宅

与 “聚德” 住宅楼ꎬ 是他于 １９３８ 年请梁日新设计的 “姐妹楼”ꎬ 该楼占地 ２００ 平方

米ꎬ 三层别墅ꎬ 欧式风格ꎬ 楼梯设在中部直上二、 三楼ꎮ 又如ꎬ “霞村” 住宅楼ꎬ 位

于中山一路 １６ 号ꎬ 广州湾师爷林质甫于 １９３９ 年请梁日新设计ꎬ 占地 ２５２ 平方米ꎬ 中

西结合ꎬ 三层混砖结构ꎬ 并设计 ２４５ 平方米庭院大花园ꎮ
梁日新热心帮助乡里ꎮ 南海籍商人梁均泉经营祥顺隆苏杭百货公司ꎬ 需要政府批

文才能进口纺织品ꎬ 找到梁日新请求帮忙ꎮ 梁日新二话不说ꎬ 即为他办到进口批文ꎮ
后来ꎬ 他又与梁均泉合股开办百乐殿戏院ꎮ 同行中ꎬ 有的公司一时因设备或材料供应

不上ꎬ 求助梁日新ꎬ 他都慷慨支援ꎬ 因此ꎬ 他受到同行称赞ꎬ 在广州湾建筑界享有良

好声誉ꎮ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ꎬ 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ꎮ 日本与法国签订共同防御印度支

那协定ꎬ 日军派遣监视团进驻广州湾ꎬ 企图切断中国物资运输线ꎬ 造成广州湾经济瘫

痪ꎮ 广州湾商会召开会员大会ꎬ 商讨解救办法ꎬ 会上推荐梁日新等人为市民代表ꎬ 出

面向法国当局请愿ꎮ 梁日新义不容辞承担责任ꎬ 但由于当局阻挠ꎬ 多次交涉未果ꎮ 于

是梁日新冒着生命危险ꎬ 与 １５ 名商界知名人士共谋对策ꎬ 斗智斗勇ꎬ 让各承运商昼

伏夜出ꎬ 避开日军监视团ꎬ 将抗日物资偷运出寸金桥华界ꎬ 再转桂林、 重庆ꎬ 为抗战

后方物资抢运作出贡献ꎬ 此事持续到日军占领广州湾ꎮ
梁日新的祖、 父两代行医ꎬ 在坡头墟开设 “杏林春” 药铺ꎮ 他幼年时耳濡目染ꎬ

也掌握一些药品经营ꎬ 他继承祖业ꎬ 搞建筑之外兼营医药ꎬ 在海边街开设 “普济药

房”ꎬ １９４０ 年又在中山二路开办 “新亚药房”ꎬ 由于他头脑灵活、 待客诚恳ꎬ 生意做

得红红火火ꎮ 之后ꎬ 他北上广州ꎬ 在太平南路又开一间 “新中国药房”ꎬ 药品销售生

意得心应手ꎮ
１９４７ 年ꎬ 梁日新移居香港ꎬ 初衷不改ꎬ 重操旧业ꎬ 在同文街开设顺利建筑公司ꎬ

设计和建造佛教黄风翎黄焯菴中、 小学ꎬ 基协中学、 蒙民伟中学、 基智中学、 何福堂

书院等 １０ 多所中小学校舍ꎬ 一幢幢雄伟的楼舍ꎬ 彰显梁日新渊博的建筑学问ꎬ 令人

赞美其厚积智德ꎮ 如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他设计和施工的基智中学、 信义中学、 何福

堂书院等由于设计合理、 质量好ꎬ 至今这些校舍仍在使用ꎮ 位于香港屯门的何福堂书

院是屯门第一所中学ꎬ 也是屯门区校舍最大规模的学校ꎮ 这些校舍至今仍受到香港同

胞的称赞ꎮ 梁日新是香港建筑界杰出人物之一ꎬ 也是湛江籍香港同胞的姣姣者ꎮ



５６１　　

第
九
章
　
人
物
与
荣
誉

梁日新退休后ꎬ １９７５ 年移民加拿大安度晚年ꎬ １９９３ 年逝世ꎬ 享年 ８３ 岁ꎮ 他是广

州湾著名建筑设计师ꎬ 抗战时期以超人智慧和勇气ꎬ 做了大量利国益民的事情ꎬ 其业

绩入编 ２０１４ 年 «湛江文史系列丛书» 中的 «乡贤文化» 一书ꎮ (陈敬中 谭启滔)

【新中国初期建筑师———薛茂芬】

湛江市人大大楼、 阳春石碌铜矿厂、 海丰苑 (深圳第一座高层) 三大工程项目ꎬ
曾被誉为湛江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ꎮ 而提起 “这三大工程”ꎬ 人们总会为出自

薛茂芬之手的杰作赞叹和感慨! １９５７ 年他对湛江建筑业抒发己见ꎬ 遂被错划为右派ꎬ
后虽平反复职ꎬ 但政治生涯几起几落的薛茂芬ꎬ 几十年悲喜人生ꎬ 却鲜为人知ꎮ

薛茂芬 １９３２ 年 ８ 月出生ꎬ 广东兴宁县宁新公社横湖大队人ꎮ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毕业于

广东兴宁高级工业学校土木科ꎮ 毕业后ꎬ 他进入解放军闽粤赣边纵支队工作ꎮ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ꎬ 薛茂芬等一批年轻工程技术干部被省里抽调援建湛江港口、 铁路和机场等重

大工程设ꎮ
１９５６ 年ꎬ 薛茂芬到湛江不久就参加建设市人委大楼 (今市人大大楼) 工程ꎬ 这

是 ５０ 年代湛江市区规模最大建筑项目ꎬ 楼高 ５ 层ꎬ 每层 ２４ ４ 米ꎬ 正面宽 ６２ 米ꎬ 侧

面长度 ３９ ８４ 米ꎬ 工程建筑面积 ９１００ 平方米ꎬ 建筑整体呈 “凹” 字造形ꎬ 设有 １２０
多间大小办公室和一个会议厅ꎬ 另有地下室和卫生间多套ꎬ 总投资 ７０ 多万元ꎮ 市里

成立大楼工程筹建处ꎬ 薛茂芬担任湛江市建筑工程公司工区主任、 技术员ꎬ 负责设计

和施工管理ꎮ 设计人员昼夜绘图ꎬ 手工作业ꎬ 他组织技术人员审图ꎬ 编制预算ꎬ 安排

施工队进场ꎮ 工地上ꎬ 每天参加施工人数 ２５０ 多人ꎬ 当时没有升降设备ꎬ 只有一台搅

拌机和一台卷扬机ꎬ 搬运钢筋、 砖石材料ꎬ 全靠人工攀爬棚架ꎬ 肩挑手抬ꎮ 薛茂芬与

同伴们钻研ꎬ 采用棚工搭设的木井架ꎬ 解决建筑材料垂直运输难题ꎬ 提高工效ꎬ 整个

工程仅用一年半时间竣工ꎬ 耗用钢筋 ４００ 多吨ꎬ 水泥 １８７０ 多吨ꎬ 碎石 ３７００ 多立方ꎬ
石米 １８０ 多吨ꎮ 该大楼的落成ꎬ 曾经是湛江人的骄傲ꎬ 雄踞湛江第一高楼宝座 ３０ 年!
同时ꎬ 也奠定湛江城市建设以 “放射式道路” 的发展格局ꎮ

当时ꎬ 年轻有魄力的薛茂芬ꎬ 技术和领导才能都得到上级领导肯定ꎮ 可惜ꎬ 他失

之于太直率ꎬ １９５７ 年大鸣大放没有必要卷入当时公司领导矛盾ꎮ 在单位一次会议上ꎬ
他慷慨激昂为湛江建筑业的发展提意见ꎬ 因言划右ꎬ １９６５ 年被下放到阳春石绿铜矿ꎮ

薛茂芬政治上罹难ꎬ 弟妹也受到牵连ꎮ 他再受打击ꎬ 非常痛苦绝望ꎮ 当年曾在文

工团工作ꎬ 多才多艺ꎬ 性格开朗的他ꎬ 因此一直到右派平反前都是心情忧郁和小心谨

慎ꎬ 生怕再被人整ꎮ 就是在这种磨难之下ꎬ 他也没有放弃对建筑事业的热爱和追求ꎬ
这种执着ꎬ 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ꎬ 他自学大学课程ꎬ 先后自修完高等数学、 理

论力学、 钢筋混凝土学等课程ꎬ 从而在建筑施工和结构力学等方面充实提高自己的理

论水平ꎮ
在阳春石绿铜矿开发建设过程中ꎬ 他的技术被派上用场ꎮ 该矿场属大中型矿山采

选冶电解联合企业ꎬ 工程规模大ꎬ 建设项目包括选矿厂、 冶炼厂、 机修厂、 电解铜

厂、 主厂房、 配套工程等项目ꎬ 总建筑面积 １５７９１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７０ 年动工ꎬ 由湛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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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筑公司 (今省八建) 派出施工队伍负责施工ꎬ 薛茂芬负责技术管理ꎮ 工程以大

会战方式ꎬ 实行建设、 设计、 施工三方配合ꎬ 集中优势进行突击ꎬ 有些工程临急时由

指挥部军代表带领设计和施工负责人到现场ꎬ 提出要求ꎬ 设计人员领会意图与施工人

员商量一下ꎬ 当场绘出草图ꎬ 限时竣工ꎮ 薛茂芬带领一批技术人员高度负责ꎬ 对图纸

和草图快速审查ꎬ 精细计算ꎬ 与老工人一起研究ꎬ 尽力避免错漏ꎬ 保证工程顺利进

行ꎮ 在会战中ꎬ 及时给甲方提出大量合理化建议ꎬ 其中修改 ６ 项工程项目节约一大笔

资金ꎮ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建成投产ꎮ 该工程被评为广东省优良工程ꎮ
１９８０ 年ꎬ 错划右派的薛茂芬被给予平反复职ꎮ １９８１ 年 ４ 月ꎬ 他被破格提拨为公

司副总经理 (兼第五工区主任)ꎮ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ꎬ 他带领施工队奔赴深圳ꎬ 全面负责

“海丰苑黄山阁” 大厦施工ꎮ 该楼 ３４ 层ꎬ 总高度 ９４ ５ 米ꎬ 建筑面积 １５４２８ 平方米ꎬ
是深圳市当年最高楼宇ꎬ 也是该公司第一次承接层数最高的大楼工程ꎮ 薛茂芬精心组

织施工ꎬ 加强施工质量监管ꎬ 外墙装模首次采用固定尺寸大钢模板技术ꎮ 利用一台意

大利产内爬塔吊ꎬ 一台西德产混凝土输送泵ꎬ 一台国产施工电梯ꎬ 一套混凝土搅拌

站ꎬ 采用机械与人工配合ꎬ 全力推进工程ꎬ 施工速度最快时达到一个月完成主体结构

１４ 个标准层ꎬ 施工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ꎮ 整座大楼仅用一年半时间竣工交付使用ꎬ
成为广东省全优工程ꎬ 作为当年深圳特区最高楼宇被载入 «深圳全纪录» 史册ꎬ 同

时也是湛江建筑史上第一次享誉省内外的建筑典范ꎮ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ꎬ 薛茂芬升任湛江市建筑联合总公司经理ꎬ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他又投入到

湛江民航机场扩建工程ꎬ 负责全面施工管理ꎬ 翌年 ３ 月底完工ꎬ 工程质量优良ꎮ 数十

年实践ꎬ 薛茂芬对建筑业的观察和研究ꎬ 对施工管理、 施工技术和业务水平有较深的

造诣ꎬ 能独立解决建筑专业复杂疑难问题ꎬ 创造多项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ꎮ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ꎬ 他不忘初心ꎬ 旧话重提ꎬ 结合自己数十年来从事建筑工作的心得体会ꎬ 撰写

«对发展湛江建筑业的几点意见» 一文ꎬ 刊发在 «湛江通讯» 第 ８ 期ꎬ 这个刊物属于

中共湛江市委政策研究室内部刊物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ꎬ 他被评为湛江市为数不多的 “建
筑高级工程师”ꎮ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ꎬ 他因积劳成疾不幸在湛江去世ꎬ 享年 ５７ 岁ꎮ 然而ꎬ
薛茂芬开启 “新湛江” 建设先河的种种努力ꎬ 营造的近代典型建筑至今仍在使用ꎬ
其所蕴含的文化底蕴与建筑艺术美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ꎬ 值得后人追忆和传承ꎮ

【新中国初期建筑设计师———李剑寒】

李剑寒与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有过一面之交ꎬ 寸金桥公园门楼、 湛江博物馆、 湛

江图书馆、 湛江国际海员俱乐部这些建国初期湛江的地标性建筑都是他的经典之

作ꎬ 也是湛江建筑史上的不朽之作ꎮ
李剑寒 １９１０ 年在台山出世ꎮ 早年由其伯父带到美国ꎬ 通过半工半读ꎬ 完成大学

建筑设计所规定的课程ꎬ 积累丰富的建筑设计经验ꎮ 学成后回国ꎬ 正值抗日战争期

间ꎬ 国内建筑业停滞ꎬ 所学本事没有用武之地ꎮ 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一个英文编译所

工作ꎬ 但初心不改ꎬ 仍念念不忘老本行ꎮ １９５５ 年ꎬ 受朋友邀请加入湛江专署建筑设

计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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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 年李剑寒设计湛江国际海员俱乐部 (今海湾宾馆)ꎬ 主体四层楼ꎬ 建筑面积

１１０００ 平方米ꎬ 设计非常人性化ꎬ 为人们提供合理、 适用的生活环境ꎬ 回归建筑和人

的本质ꎮ 该与現有的湛江外輪供应公司等建筑物和谐协调ꎬ 組成一个建筑群ꎬ 靠近湛

江港港区入口ꎮ 根据使用要求ꎬ 俱乐部的餐厅和交誼厅要为俱乐部本身和外輪供应公

司服务ꎬ 因此将餐厅和交誼厅安排在俱乐部的南端ꎮ 厨房布置在餐厅之南ꎬ 比較隐

蔽ꎬ 也不在餐厅的上风 (湛江主导风向为东风)ꎬ 厨房本身的通风良好ꎬ 可以改善炊

事人員的工作条件ꎮ 俱乐部与外轮供应公司之间用长廊联系ꎬ 廊的西面柱间设矮栏

杆ꎬ 东面砌粉墙ꎬ 开漏窗ꎬ 窗外植花草灌木ꎬ 既可遮蔽厨房ꎬ 又有园林风光ꎮ 俱乐部

朝向东西ꎬ 为了解决西斜日晒问题ꎬ 吸取湛江地区的传统手法ꎬ 采用阳台和挂落遮

阳ꎬ 斜阳将阳台和挂落的图案投射在粉墙上ꎬ 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ꎮ 俱乐部平面布局

紧凑ꎬ 按不同功能ꎬ 可分为文娱活动用房、 餐厅及招待所三部分ꎬ 互相之简既有方便

的联系ꎬ 又有一定的分隔ꎬ 招待所部份有独立出入口ꎬ 必要时可分区使用ꎮ 在体型粗

锻上ꎬ 主体为四层ꎬ 南北两侧为二三层ꎬ 主次之简凸与凹、 虚与实、 垂道与水平方面

都形成对比ꎮ 立面处理精巧筒洁ꎬ 朴素大方ꎮ 力求显示出南方的明朗通透的风格ꎮ 这

个设计方案ꎬ 被刊发在中国 «建筑学报» １９６２ 年第 １１ 期ꎮ
１９５８ 年他设计寸金桥公园 (旧称西山公园) 大门ꎬ 借鉴古代牌坊形式ꎬ 以粗大

方柱、 圆形柱础、 简洁的红砖装饰景墙组合ꎬ 构建成一个正门两侧对称小门ꎬ 形成丰

富的入口空间ꎬ 给人以厚重充满力量感的印象造型ꎬ 显得端庄典雅ꎬ 气派不凡ꎬ 至今

仍是跃进路的一大亮丽景点ꎮ
１９５９ 年ꎬ 李剑寒设计原工业展览馆 (今湛江市博物馆)ꎬ 建筑面积 ６０００ 平方米ꎬ

符合国情ꎬ 勇于创新ꎬ 因地制宜ꎬ 美观大方ꎬ 这就是李剑寒的建筑特点ꎮ 同年ꎬ 他设

计原农业展览馆 (曾作湛江图书馆ꎬ 今湛江文化馆)ꎬ 建筑面积 ３０００ 平方米ꎬ 同样

体现简约美观、 经济实用的特点ꎮ 当年ꎬ 这两个馆列为广东省内首批地级馆ꎮ
１９６１ 年ꎬ 李剑寒设计湖光阁 (今湖光岩望海楼) 两个方案ꎬ 呈报上级审批ꎮ 他

希望得到中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的指点ꎬ 没想到梁先生非常热情ꎬ 接到此方案后ꎬ
不厌其烦ꎬ 在百忙中抽时间给予详尽的修改ꎬ 图文并茂ꎬ 写了三千多字的回信ꎮ 梁思

成先生的这封信函ꎬ 让李剑寒感受到一位建筑大家一丝不苟、 认真敬业的精神ꎬ 他认

真阅读、 对照修改图纸ꎬ 并悉心保管ꎮ 退休后ꎬ 他将此信交湛江市建筑设计院原总工

程师陈德让ꎬ 反复叮嘱他要好好保存ꎮ 此信后来收录入梁思成的著作 «凝动的音乐»
一书中ꎬ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 １９９８ 年出版发行ꎮ

李剑寒的一生曲折起伏ꎮ １９５７ 年ꎬ 他因向同事说起ꎬ 怀念美国咖啡和西餐的味

道ꎬ 遂被打成右派ꎮ 后来因越南请求中国派遣建筑设计师援助建设ꎬ １９６２ 年组织临

时为他摘掉右派帽子ꎬ 把他派往越南ꎬ 帮助设计胡志明别墅和海宁省委办公楼等项

目ꎮ 退休后他迁回广州ꎬ 担任广州市政协委员ꎮ 在 １９８２ 年他去世前的几年ꎬ 他还为

广州警备司令部设计多座建筑ꎬ 其中警司礼堂还获广州市建筑设计奖ꎬ 还参与设计深

圳香蜜湖游乐场ꎮ 其妻黄彩娥ꎬ 养育一儿李伟彦ꎬ 曾是深圳特区第一任宣传部长ꎮ 儿

媳张文倩ꎬ 是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退休教授ꎬ 孙女李惠怡、 李广怡居住美国三藩市地

区ꎬ 均从事教育工作ꎮ 至于他在湛江和越南 ２０ 多年ꎬ 其间做了什么工作ꎬ 他很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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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寒去世 ３７ 年后ꎬ 他的后人多方联系ꎬ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得到广州王树勇、 湛江范

艺、 蔡坚明等热心人士的帮助下ꎬ 才从诸多历史文献资料中寻找到他曾参与设计湛江

多座著名建筑ꎮ
说到李剑寒书写湛江建筑创作历史的传奇ꎬ 陪同参观的湛江市建筑设计院长范艺

先生高度评介: “好的设计深深根植于热爱ꎬ 这些建筑物的精美程度ꎬ 远远超过当年

同类建筑的水平ꎬ 经过 ６０ 多年了ꎬ 如今看来并不落后”ꎮ (汤奔阳 李真如)

【高级园林设计师———叶侯荣】

叶侯荣是湛江最著名的园林建筑艺术空间设计师之一ꎬ 是湛江市政府特聘为建

筑、 园林专家组成员ꎮ
他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出生ꎬ 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良丰村人ꎮ １９５１ 年ꎬ 毕业于湛

江市工业学校 (后合并于华中工学院)ꎮ 同年七月ꎬ 由省文教厅分配到湛江市建设局

工作ꎮ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抽调湛江市建设委员会ꎬ 任资料组组长ꎬ １９５４ 年参与编制城市规

划工作ꎮ １９６４ 年调湛江市园林管理处工作ꎬ １９８４ 年任湛江市园林管理处副主任兼湛

江市园林规划设计室 (今湛江市城建设计院) 主任ꎬ １９９５ 年任湛江市城建设计院总

工程师ꎮ 曾任多届湛江市政协委员ꎬ 霞山区人民代表ꎬ 湛江市园林学会副理事长ꎮ
１９８４ 年至 ２００３ 年被湛江市政府聘任为湛江市公共建筑和高层建筑设计方案评审委

员ꎮ
长期从事园林规划设计工作ꎬ 由他设计的霞山花圃、 海滨公园部分园林小品案

例ꎬ 选编入同济大学建工系主编的 «公园规划与建筑图集» 教材ꎻ 他主持规划设计

的 «湛江市儿童公园» 方案ꎬ 选编入国家建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编的 «中
国新园林» 一书ꎬ 并记入 «中国百科全书» 建筑、 园林、 城市规划集ꎬ 还曾被编为

高等院校园林专业的必修教材ꎮ 他设计的部分园林建筑小品ꎬ 选编入华南理工大学建

工系主编的 «建筑小品实录» 第一集和第三集ꎻ 他主持测绘和设计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雷祖祠» 的古建筑修复工程ꎻ 参与设计的湛江海滨公园主入口 «时代广

场»ꎬ 荣获广东省 １９９７ 年优秀工程设计三等奖ꎻ 参与编制 «１９５５ 年 ~ １９６４ 年湛江市

城市发展 １０ 年建设总体规划» 和 «１９８４ 年~１９９５ 年湛江市建设总体规划的园林绿化

专项规划»ꎻ 主办编制 «１９８５ 年湛江市湖光岩总体规划»ꎬ 并获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ꎮ
主要设计成果有: 湛江市城建档案馆、 艺海影剧院、 人民大道南人行天桥、 徐闻

大剧院、 雷州天宁寺、 园明庵、 高三寺、 高州潘州公园、 雷州西湖公园、 三元塔公

园、 廉江人民公园、 湛江市寸金桥公园各景区的扩建工程、 南三伊甸园度假村、 雷州

乌石 «天成台度假村»、 廉江街心花园 «廉苑»、 湛江市 «友谊广场»、 南华广场、 湛

江市观海长廊第一期、 南油 «怡海园»、 徐闻 «贵生书院»、 遂溪街心花园 «琴湖»、
三岭山森林公园中心区 ２００ 公顷范围内的景区规划设计、 湛江狮子岭陵园中心区建筑

设计和绿化规划设计 (获湛江市优秀设计一等奖和省优秀设计三等奖)、 吴川市解放

广场规划设计、 赤坎区幸福小游园、 金康榕园、 麻章百乐园、 湛江著名旅游景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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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最南端 «徐闻灯楼角 (窖尾) 灯塔» 等ꎻ 还有参与 «海滨公园西北区» 设计、
«渔港公园» 设计荣获广东省优秀设计奖ꎮ

他的业绩ꎬ 被国家出版社入编的有中国人事出版社 «中国专家大辞典»、 人民日

报出版社 «中国专家人才库»、 中国国际交流出版、 社世界人物出版社 «世界优秀专

家人才名典»、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中国人才世纪献辞»、 广东省高级专家大辞典编委

会主编 «广东高级专家大辞典»、 中国纪录年鉴汇编委员会和中国纪录证书鉴证委员

会出版的 «中国纪录年鉴»ꎮ ２０１４ 年去世ꎬ 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湛江的园林事业! (尤
琼銮)

【湛江著名雕塑家———陈日钧】

人们很难想像ꎬ 陈日钧这位登上艺术殿堂雕塑师ꎬ 当年曾是坡头农村 “耕田

仔”ꎬ 他用执着的艺术追求谱写出辉煌的艺术人生ꎮ
他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出生于坡头镇山竹沟东村ꎬ 从霞山友谊广场 «友谊»、 花圃 «新

苗» 到寸金桥边 «生命»ꎬ 再到观海长廊 «戏蟹» 和 «驯鲨» 等雕塑作品ꎬ 均出自

陈日钧之手ꎬ 见证其艺术功底和魅力ꎮ 他创作的知名雕塑作品有上百件ꎬ 入选 «世
界雕塑全集» 作品 ３ 件ꎬ 入选 «中国雕塑名家» １１ 件ꎬ 入选 «中国当代雕塑» ６ 件ꎮ
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会员、 中国当代艺术协会终身副主席、 国家一级美术

师、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湛江市雕塑艺术委员会主任、 湛江市建筑与环境艺术评

委会委员ꎮ
１ 挑着两箩筐泥公仔参加美展

他 ２０ 岁前ꎬ 在坡头老家干农活ꎬ 平时ꎬ 他总喜欢画公仔和捏公仔ꎬ 画得多捏得

多了ꎬ 竟弄出一点小名堂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听说市里举办美术展览ꎬ 他找到主办方

提出参展ꎬ 负责人认为他是农村仔ꎬ 便打发他先画一个草图再来参评ꎮ 陈日钧干脆不

送草图ꎬ 构思一个 «女委员与老贫农» 主题ꎬ 做成泥塑公仔ꎬ 百多斤重ꎬ 他用两个

大箩筐挑着ꎬ 从坡头乘车到霞山ꎬ 一路颠簸ꎬ 终于泥塑作品入选并获得好评ꎬ 从此他

走上雕塑创作之路ꎮ １９７２ 年ꎬ 他考取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ꎬ 开始他正规的捏公仔、
雕公仔的艺术生涯ꎮ 在潘鹤、 刘正德、 李汉仪等大师指导下ꎬ 他如饥似渴地学习ꎬ 艺

术水平有质的提高ꎮ
１９７５ 年毕业后ꎬ 他申请到郊区文化馆工作ꎬ 负责宣传ꎬ 无法搞创作ꎬ 一呆就是 ７

年ꎬ 为了保持创作激情和不荒废自己所学ꎬ 他走到哪里都背着一个画夹进行写生ꎬ 被

人称为 “怪人”ꎮ １９８２ 年ꎬ 他调到市园林管理处ꎬ 正式接触城市雕塑ꎮ 古语云: 鱼和

熊掌不可兼得ꎮ 为了雕塑艺术ꎬ 他停薪留职ꎬ 全身心地投入到雕塑艺术追求中去ꎮ 几

十年来ꎬ 他锲而不舍地进行雕塑艺术创作ꎬ 以雕塑谋生ꎬ 硕果累累ꎬ 他的作品先后发

表和入选于 «世界雕塑全集» «中国当代雕塑» «中国雕塑名家» «中国当代艺圣»
«中国传奇人物» «广东省大事记» «湛江市建筑志» 等多部书刊ꎮ

２ 创作广场雕塑 «友谊»
他创作 «友谊» 雕塑ꎬ 座落在湛江港口门前的友谊广场ꎬ 是新中国成立后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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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一件广场雕塑ꎮ １９８４ 年ꎬ 市里公开征集雕塑稿件ꎬ 经 ５ 次评审ꎬ 选定陈日均的

作品入选ꎮ １９８６ 年 ５ 月 ３ 日建成ꎬ 雕像连座高 ７ ５ 米ꎬ 用玻璃钢制造ꎬ 作品表现亚、
非、 欧的三位女性人物聚合一起跳 “友谊之舞”ꎬ 通过彩带和牵手相连ꎬ 表现各国人

民团结和友谊牢不可破ꎬ 雕塑通透、 线条流畅、 造型完美ꎬ 被评为优良工程ꎮ 本来用

铸铜制作效果更好ꎬ 由于资金不足ꎬ 后改用玻璃钢来做ꎬ 花了 ３ ６ 万元ꎬ 附带其他费

用总共 １０ 万元ꎮ 当年ꎬ 很多外国海员刚踏上湛江这片土地ꎬ 都争相到 «友谊» 雕塑

前照相留影ꎮ
«友谊» 雕塑矗立在广场上数十年ꎬ 成为湛江的时代烙印ꎮ 你可别小看这件作

品ꎬ 它曾入选 １９８６ 年 «广东省大事记»ꎮ 此外ꎬ 他用铸铜、 花岗石和玻璃钢创作

«驯鲨» «戏蟹» «友谊» «姜太公» «甜蜜蜜» 等雕塑ꎬ 分别矗立在市区街头、 公园、
广场等地ꎬ 造型奇特ꎬ 充满艺术情调ꎬ 给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增添一份亮丽的风采ꎮ

３ 首创新型 ＧＲＣ 雕塑材料

上世纪 ８０ 年代ꎬ 陈日钧应邀创作湖光岩风景区门前的龙柱ꎮ 由于使用的是传统

材料ꎬ 这座 ３ 米长的雕塑ꎬ 需要动用 ２０ 多人才能搬运上车ꎮ 看到搬运工人们挥汗如

雨ꎬ 他陷入思考ꎬ 开始萌发雕塑材料的改革ꎮ 他把目光投到 ＧＲＣ (玻璃纤维增强混

凝土)ꎬ 通常应用于建筑行业ꎮ 他发现这种材料通过改进ꎬ 造型、 纹理、 质感与色彩

均可达到设计要求ꎬ 而且比传统材料更加轻便耐用、 节省成本ꎬ 创作表达更加细腻生

动ꎮ 他凭着自己的经验ꎬ 不断研究试验ꎬ 终于开发出一种专门应用于雕塑的新型

ＧＲＣ 材料ꎮ
１９８５ 年霞山花圃 «新苗» 雕塑ꎬ 他首次尝试运用 ＧＲＣ 材料ꎬ 获得成功ꎬ 这座雕

塑经历数十年风雨ꎬ 大家都以为那是钢筋水泥建成的ꎬ 事实上里面是空心的ꎬ 一根铁

丝都没用上ꎮ 霞山观海长廊 «驯鲨» «戏蟹» 雕塑ꎬ 活灵活现ꎬ 栩栩如生ꎬ 格外引人

注目ꎬ 也是运用 ＧＲＣ 雕塑创作典范ꎬ 屹立海边近 ２０ 年ꎬ 任凭海浪和风雨洗礼ꎬ 不需

要维护ꎬ 依然完好如初ꎮ 甚至在台风肆虐期间ꎬ 海边花岗岩栏杆纷纷倒下之时ꎬ 此雕

塑依然挺立ꎮ 据悉ꎬ 除了陈日钧ꎬ 全国至今还没有人在城市雕塑上使用 ＧＲＣ 材料ꎮ
４ 夕阳路上显风釆

陈日钧退休后ꎬ 仍然 “刀耕” 不辍ꎬ 致力创作更多艺术精品ꎮ 他租一间 ２００ 平

方米旧厂房仓库做工作室ꎬ 每天骑着电动车从住所出发ꎬ 穿过霞山繁华闹市ꎬ 来到位

于椹川大道工作室ꎬ 来回 ６ 千米ꎬ 不管刮风下雨、 严冬酷暑ꎬ 沉浸在雕塑艺术创作之

中ꎮ 有不少人请他做雕塑ꎬ 甚至直接请他出山合伙经营ꎬ 都被他婉拒ꎬ 他一心只想做

自己想做的事ꎬ 遇到喜欢的题材便倾注心血ꎬ 与金钱无关ꎮ 工作室里摆有上百件作

品ꎬ 写实的、 写意的、 人物的、 事件的ꎬ 林林总总ꎬ 或古朴凝重ꎬ 或粗犷大气ꎬ 或自

然洒脱ꎬ 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他在坡头镇文化站举办个人作品

展ꎬ 展出 ２１ 件代表作品ꎬ 其中有湛江人熟悉 «驯鲨» «戏蟹» 雕塑ꎬ 还有农村特色

«牛车» «妈哈哈» «红豆» 等作品ꎬ 给坡头镇新春文化活动增添风采ꎮ 正如友人送他

一首诗: “半生磨剑鬓成霜ꎬ 漫掩柴扉送夕阳ꎮ 荣辱功名身外事ꎬ 镂金琢玉献心香ꎮ”
除了雕塑ꎬ 他开始书法和中国画创作ꎬ 把 “读书、 养心、 达意” 的内心锤炼摆在首

位ꎬ 从多方面汲取养分ꎬ 提高自己艺术素质ꎮ 他创作国画 «面壁悟道的达摩» «青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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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谷的老冉» «举杯邀月的太白» «怒目捉鬼的钟馗» «伴虎恬坐的少女» «骑牛泅水

的牧童» 等ꎬ 也到达很高艺术造诣

【湛江著名雕塑家———简向东】

简向东ꎬ 是湛江市吴川籍民间艺人ꎬ 现为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 高级工艺美术

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雕塑学会会员、 广东省级非遗项目吴川泥塑代表性传

承人ꎮ
他从事雕塑专业 ４０ 年ꎬ 创作各种室内外雕塑 ３００ 多座ꎬ 这些雕塑分布于湛江、

广州、 杭州、 云南等地ꎮ 其中ꎬ 他于 １９８４ 年创作湛江市寸金桥公园的大型抗法历史

纪念雕塑 «一寸河山一寸金»ꎬ 该作品入选首届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览ꎬ 获文化

部颁发的参展纪念奖牌ꎬ 并被评为 “湛江八景” 之一ꎬ 命名为 “寸金浩气”ꎮ １９８６ 年

创作 «黄略人民抗法纪念像»、 １９８５ 至 １９８７ 年间为雷州西湖公园创作 «寇准» «苏
东坡» «西子姑娘» 等雕像ꎮ ２００３ 年创作寸金纪念广场抗法历史浮雕 «寸金史传»
和南桥公园 «天河水» 浮雕及 «晨运» «呼啦舞» 等城市雕塑ꎮ

２００４ 年为雷州陈瑸故居创作 «清官陈瑸» 雕像ꎮ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０７ 年间分别为吴川市陈兰彬故居创作 «首位驻美公使———陈兰彬»、

状元坊创作 «状元林召棠»、 张炎故居创作 «张炎将军» 等历史人物雕塑和江心岛创

作 «鉴永上元图» 浮雕ꎮ 此外ꎬ 他创作现代雕塑 «人龙腾奥运» 入选 ２００８ 奥林匹克

美术大会、 第三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 首届中国雕塑大展、 中国美术世界行———中

国当代美术精品展 (赴巴黎及法兰克福展出)ꎻ «乡村处处风光美» 入选第十一届全

国美展、 光华百年———世界华人庆世博美术大展ꎻ «风雨众肩挑» 入选 “５１２ 汶川

大地震抗灾周年” 全国雕塑展ꎮ 这些作品ꎬ 还获得首届广东雕塑大展最佳本土奖、
２００８ 首届网络国际城市雕塑设计大赛二等奖、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全国美展

优秀奖、 第二届中国雕塑大展中国雕塑佳作奖ꎮ 雕塑 «人龙舞» 和 «好人好报ꎬ 爱

心相传» 分别获得第九届、 第十届中国 (深圳) 国际文博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

奖银奖和金奖ꎮ

【湛江著名画家、 雕塑家———陈瑾】

１９６３ 年出生于湛江市ꎬ １９８７ 年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ꎬ 留校任副教授ꎮ 他擅长素

描ꎬ 画人体能从头到脚一笔准ꎬ 同行和学生钦佩他把握及控制形体的敏锐能力ꎬ 他的

素描几臻至境ꎬ 在高手如林的学院里广受赞誉ꎮ 他应求学者之需ꎬ 他出版素描专集

«高考档案» «陈瑾素描作品集» «名师素描集» 等素描专著ꎮ
他以素描在画界成名ꎬ 但他从不固步自封ꎬ 勇于跨越门槛ꎬ 开始在城市雕塑和油

画方面的创作ꎮ 或许ꎬ 湛江人不熟悉陈瑾这个名字ꎬ 却一定熟悉陈瑾的城市雕塑作

品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湛江申报国家园林城市ꎬ 开始新一轮的城市规划建设ꎬ 公开向全国征

集城市雕塑作品ꎮ 陈瑾在媒体上看到征稿启示ꎬ 那是自己的家乡在召唤ꎬ 他怀着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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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向家乡投去 ４０ 组应征稿件ꎬ 其中 ７ 组作品从全国众多应征稿件中脱颖而出ꎬ 获

得通过ꎮ 由此ꎬ 陈瑾的雕塑扮靓港城热闹的街区、 广场、 公园ꎮ 霞山步行街的 «Ｅ 时

代»、 渔港公园的 «海之恋»、 南国热带花园的 «花之恋»、 北桥公园的 «河之恋»
等雕塑都出自陈瑾的手ꎮ 对家乡爱得深切ꎬ 他创作灵感如喷泉磅礴而出ꎬ 他的作品总

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征服评委而成为唯一的选择ꎮ 这些年ꎬ 他的城市雕塑作品在广

州、 东莞、 湛江等地成为美丽风景引人注目ꎮ 雕塑作品 «Ｅ 时代» «海之恋» 入选庆

祝建国五十五周年广东省作品展ꎮ 走在湛江赤坎金沙湾观海长廊ꎬ 一座雕塑让你停住

脚步ꎮ 这座被命名为 “奥运女神” 的大型雕像ꎬ 雄踞在金沙湾海滨浴场ꎬ 一个女跳

水运动员张开双臂ꎬ 腾空跃起的英姿ꎬ 是为 ２００４ 年雅典奥运会金牌获得者———湛江

女跳水运动员劳丽诗造型ꎮ 奥运标志ꎬ 五环圣火ꎬ 灿然托起 Ｖ 型身姿凌空飞跃的劳

丽诗ꎮ 蓝天映衬ꎬ 湛江儿女实践奥运精神ꎬ 更高、 更快、 更强! 新颖的艺术构思ꎬ 完

美的艺术造型ꎬ “奥运女神” 成了湛江又一件标志性的城雕作品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４ 日ꎬ 广东美术家协会、 湛江美术家协会、 广州美术学院在湛江博

物馆联合举办陈瑾的 «故里他乡» 大型艺术展ꎮ 油画、 素描、 雕塑等近百幅 (座)
展品ꎬ 展现一个中年艺术家的创作成就和艺术追求ꎮ “这是湛江这些年来规模最大ꎬ
水平最高的个人油画作品展ꎮ” 观众对他画展中的 “广州湾往事系列” “故乡枇杷街

系列” 等故里篇的油画作品留下深刻印象ꎮ
陈瑾这一时期的画作在各地展览后ꎬ 作品分别被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岭南美术

馆、 宁波美术馆、 东莞可园博物馆、 湛江博物馆和东莞长安图书馆等多家美术馆收

藏ꎬ 并被选入国内权威的 «中国油画» «美术观察» «广州美术学院学报» 等报刊登

载ꎮ

二、 个人获奖荣誉

１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ꎬ 国家建设部表彰园林绿化先进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那生

荣获 “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优秀市长” 称号ꎮ
２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ꎬ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局长王强荣获 “全国城市园林绿化先进个人”

称号ꎮ
３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ꎬ 湛江市园林管理处吴建平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ꎮ
４ ２００９ 年ꎬ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副局长孔令培荣获全国绿化委员会颁发的 ２００８ 年

度 “全国绿化奖章”ꎮ
５ ２０１２ 年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副局长孔令培被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评为

第八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先进工作者ꎮ
６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谢秀容荣获 “全国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

号ꎮ
７ 湛江市园林建设公司陈丹荣获 “２０１５ 全国园林绿化优秀项目经理”ꎮ
８ 湛江市园林建设公司吴明达荣获 “２０１５ 全国园林绿化优秀项目经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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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集体荣誉

一、 国家级集体荣誉

１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７ 日ꎬ 湛江市获得全国 “花园城市” 称号ꎮ
２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８ 日ꎬ 湛江市获得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称号ꎮ
３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ꎬ 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上ꎬ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获现代自由式插花花艺铜奖和插花展区布展铜奖ꎮ
５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ꎬ 湛江市获得 “国家园林城市” 称号ꎮ
６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ꎬ 湛江市绿塘河湿地公园获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授予 “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 称号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负责申报)ꎮ
７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ꎬ 湛江市生态保护及城市绿化建设项目获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评为 ２００８ 年度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负责申报)ꎮ
８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ꎬ 湛江市获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杂志社、 中国房地产业杂

志社授予 “中国城乡建设范例城市” 称号ꎮ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负责项目申报)ꎮ
９ ２０１１ 年ꎬ 在重庆建设的 “湛江苑” 荣获第八届中国 (重庆) 国际园林博览会

的最高奖项———室外展园综合金奖ꎬ 囊括建筑小品大奖、 组织奖、 施工优秀奖ꎬ 植物

配置优秀奖和室内插花展铜奖等 ５ 项奖ꎮ 本市荣获特优建设奖和先进集体称号ꎮ
１０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湛江市获得国家卫生城市称号ꎮ

二、 省级和市级集体荣誉

(一) 综合荣誉情况

１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１ 日ꎬ 中共广东省委、 省人民政府批准湛江市为全省第一个 “全
面绿化达标市”ꎮ

２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开展 “市民身边的绿化” 项目ꎬ 获得湛

江市委市政府颁发 “湛江市 ２００７ 年度工作创新奖”ꎮ
３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被广东省建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评为 “广东省建设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ꎮ
４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标

兵单位ꎮ
５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防御超强台风 “威马

逊” 和救灾复产工作先进单位ꎮ
６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湛江市区交通秩序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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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园林工程获奖情况

１ ２００４ 年ꎬ 湛江市南桥公园绿化工程获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评为 “２００４ 年度广

东省风景园林优良样板工程”ꎮ
２ ２００６ 年ꎬ 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新疆举办的全国节约型园林绿化工作现

场会上ꎬ 湛江市 “坚持走低成本高效益的生态园林建设” 的经验向全国推广ꎮ
３ ２００６ 年ꎬ 湛江市机场路 １５ 米宽隔离带绿化工程获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评为

“２００６ 年度广东省风景园林优良样板工程”ꎮ
４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ꎬ 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广东省建设厅、 广东省文化厅等主办的

第九届中国 (中山小榄) 菊花展览会上ꎬ 湛江市市政园林局荣获展台布置、 百种菊、
插花艺术金奖共 ３ 个ꎬ 扎作菊、 嫁接大立菊银奖共 ２ 个ꎬ 品种菊铜奖共 ８ 个ꎮ

５ ２０１０ 年ꎬ 海湾大桥西岸桥头段整治工程 (湛江市中澳友谊花园建设工程) 获

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评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度广东省风景园林优良样板工程金奖ꎮ
６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ꎬ 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举办的 “广东省岭南特色规划与建

筑设计评优活动” 中ꎬ 湛江市渔港公园项目荣获岭南特色园林设计奖银奖ꎮ
７ ２０１２ 年ꎬ 文保片区环境综合治理 Ｂ 区绿化景观工程 (南国热带花园 Ｂ 区) 项

目获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评为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 “广东省风景园林优良样板工程金

奖”ꎮ
８ ２０１４ 年ꎬ 滨湖整治工程 (一期) Ｂ 区园道广场和小品、 绿化工程 (滨湖公园

建设工程) 获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评为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度 “广东省风景园林优良样板

工程金奖”ꎮ
９ 湛江市园林建设公司 «湛江市绿塘河整治 (二期) 工程» 荣获 “２０１５ 全国园

林绿化优质金奖工程”ꎮ
１０ 湛江市南国热带花园荣获 “２０１７ 年广东省宜居环境范例奖”ꎬ 成为湛江首个

获此殊荣的项目ꎮ
１１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南国热带花园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授予 “２０１７ 年广东省

宜居环境范例奖”ꎮ

(三) 市政工程获奖情况

１ 湛江市椹川大道北等十二条道路改造工程 ＢＴ 建设项目 (体育南路)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被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评定为 “２０１６ 年度广东省市政优良样板工程”ꎮ
２ 湛江市振兴路道路排水新建工程 ２０１６ 年年 １０ 月被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评定

为 “２０１６ 年度广东省市政优良样板工程”ꎮ
３ 湛江市乐山路改造工程 ＢＴ 建设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被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评定

为 “２０１７ 年度广东省市政优良样板工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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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湛江市椹川大道北等十二条道路改造工程 ＢＴ 建设项目 (海滨一路) ２０１７ 年

年 １０ 月被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评定为 “２０１７ 年年度广东省市政优良样板工程”ꎮ
５ 湛江市椹川大道北等十二条道路改造工程 ＢＴ 建设项目 (海滨二路) ２０１７ 年

年 １０ 月被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评定为 “２０１７ 年年度广东省市政优良样板工程”ꎮ
６ 湛江市椹川大道北等十二条道路改造工程 ＢＴ 建设项目 (体育北路) ２０１７ 年

年 １０ 月被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评定为 “２０１７ 年年度广东省市政优良样板工程”ꎮ
７ 湛江市海东快线工程 (原湛江官南公路工程)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被湛江市勘

察设计行业协会评定为 “２０１９ 年度湛江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市政项目一等奖”ꎮ
８ 湛江市东海岸观海长廊二期 (文化路) 工程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被湛江市勘察设计

行业协会评定为 “２０１９ 年度湛江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市政项目二等奖”ꎮ
９ 湛江市世贸人行天桥工程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被湛江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评定

为 “２０１９ 年度湛江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市政项目二等奖”ꎮ
１０ 湛江市百金路排水工程 (海滨大道至海丰路段)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被湛江

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评定为 “２０１９ 年度湛江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市政项目三等奖”ꎮ
１１ 湛江市新湖大道新建工程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被湛江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评

定为 “２０１９ 年度湛江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市政项目三等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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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本局机关名称变更事件辑录

(一)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ꎬ 成立湛江市人民政府建设局ꎬ 伦永谦为第一任局长ꎮ
(二) 改称湛江市城建局ꎮ 湛机编 〔１９９７〕 １１２ 号文 «关于印发市城建局职能配

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ꎬ 湛江市城市建设局改称湛江市城建局ꎬ 由副

处级升格为正处级ꎮ
(三) 改称湛江市公用事业局ꎮ 湛机编 〔２００２〕 ０３ 号 «关于印发湛江市公用事

业局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ꎬ 湛江市城建局改称湛江市公用事

业局ꎮ
(四) 改称湛江市市政园林局ꎮ 湛机编 〔２００３〕 ７２ 号 «关于市公用事业局更改

名称等问题的通知»ꎬ 湛江市公用事业局改称湛江市市政园林局ꎮ
(五) 改称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ꎮ 湛办发 〔２００９〕 １０ 号文 «转发省编委关于

印发湛江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粤机编 〔２００９〕 １８ 号»ꎬ 组建湛江市城市

综合管理局ꎮ
(六) 湛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职能设置ꎮ 湛机编 〔２０１０〕 ５１ 号文 «关于印发<湛

江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ꎬ 主要职责调整:
将原市市政园林局的职责和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划入市城市综合管理局ꎻ
将原市建设局实际承担的全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和 １２３１９ 热线的管理工作交给市城市综

合管理局ꎻ 加强市政设施、 园林绿化、 市容卫生、 灯光照明工程行业管理和质量监督

管理ꎻ 加强对城市管理的综合协调、 监督检查ꎻ 加强城市市容环卫专业化管理ꎬ 加强

市辖区市容环卫工作的绩效评估工作ꎻ 加快推进市政设施、 园林绿化建设市场化步

伐ꎬ 实行 “建管分离”ꎮ
(七) 改称湛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ꎮ 市政府办公室文件湛府办 〔２０１８〕 １９

号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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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湛江创建工作重要文件辑存

(一)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印发 «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实施方

案»ꎬ 湛府办 〔２００３〕 ５０ 号ꎮ
(二)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ꎬ 广东省建设厅 «关于推荐湛江市为国家园林城市的报告»ꎬ

粤建建厅 〔２００５〕 ６６ 号文ꎮ 全文如下:

广 东 省 建 设 厅 文 件

粤建建厅 〔２００５〕 ６６ 号文

国家建设部:
根据湛江市人民政府的申请ꎬ 我厅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组织专家ꎬ 按照建设部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颁布的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ꎬ 对湛江市申报国家园林城市进行了资格评

审ꎮ 评审组认为ꎬ 湛江市创建 “国家园林城市” 工作领导重视ꎬ 指导思想明确ꎻ 因

地制宜ꎬ 营造热带海滨园林城市特色ꎻ 措施得力ꎬ 成效显著ꎮ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

态环境建设ꎬ 全面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ꎬ 提出建设 “老百姓的城市”、 “老百姓的

公园”ꎬ 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ꎮ 创园工作做到了政府组织ꎬ 规划先行ꎬ 群众参

与ꎬ 部门共建ꎬ 打造 “南方港城、 南国风光” 的城市品牌ꎬ 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可持

续发展ꎮ 湛江市在创园活动中ꎬ 因地制宜地构建 “环、 线、 廊、 园、 林” 相结合的

城市绿地系统ꎻ 大量运用乡土树种和本地建材ꎬ 多渠道筹集资金ꎬ 以较低的成本营造

生态绿化景观ꎬ 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ꎮ 探索了一条经济欠发达地区创建国家园林城

市的路子ꎮ 这些经验ꎬ 对全省乃至全国同类城市具有良好的示范意义ꎮ
湛江市经过多年努力ꎬ 全市市容市貌、 环境质量明显改善ꎬ 赢得了经济效益、 社

会效益双丰收ꎮ 评审组经资料核对与现场考查后认为ꎬ 湛江市的建成区绿地率、 绿化

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主要指标均已达到了国家园林城市标准ꎮ
根据建设部颁布的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ꎬ 评审组对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综

合评分为 ９６ 分ꎮ 评审组一致认为ꎬ 湛江市具备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资格ꎬ 同意推

荐参加建设部国家园林城市考核ꎮ
我厅同意评审组的意见ꎮ 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建设部颁

发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ꎬ 同意推荐湛江市为国家园林城市ꎮ 现将湛江市申报国家园

林城市资料上报ꎬ 请建设部组织考核ꎮ
附: 广东省创园资格评审组 «关于湛江市申报国家园林城市的资格评审意见»

二○○五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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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ꎬ 国家建设部 «关于命名国家园林城市的决定»ꎬ 建城

〔２００６] １４ 号文ꎮ 全文如下:

建 设 部 文 件

建城 〔２００６〕 １４ 号文

关于命名国家园林城市的决定

各省、 自治区建设斤ꎬ 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园林局ꎬ 深圳市城管局ꎬ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建设局ꎬ 解放军总后营房部ꎬ 武汉市、 郑州市、 邯郸市、 廊坊市、 长治市、 晋城

市、 包头市、 伊春市、 日照市、 淄博市、 寿光市、 新泰市、 胶南市、 徐州市、 镇江

市、 吴江市、 宜兴市、 安庆市、 嘉兴市、 泉州市、 漳州市、 许昌市、 南阳市、 宜昌

市、 岳阳市、 湛江市、 安宁市、 遵义市、 乐山市、 宝鸡市、 库尔勒市人民政府:
根据建设部 «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审办法» 和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ꎬ 由有关

城市人民政府申请ꎬ 经有关省、 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推荐ꎬ 建设部组织了评审工作ꎮ
在此基础上ꎬ 经我部研究ꎬ 决定二 ＯＯ 五年命名武汉市、 郑州市、 邯郸市、 廊坊市、
长治市、 晋城市、 包头市、 伊春市、 日照市、 淄博市、 寿光市、 新泰市、 胶南市、 徐

州市、 镇江市、 吴江市、 宜兴市、 安庆市、 嘉兴市、 泉州市、 漳州市、 许昌市、 南阳

市、 宜昌市、 岳阳市、 湛江市、 安宁市、 遵义市、 乐山市、 宝鸡市、 库尔勒市等 ３１
个城市为 “国家园林城市” 希望被命名的城市ꎬ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

五中全会精神ꎬ 总结创建 “国家园林城市” 活动的经验ꎬ 继续落实科学发展观ꎬ 加

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ꎬ 为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作出更大贡献ꎮ

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四) ２００６ 年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印发 «湛江市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实施方

案»ꎬ 湛府办 〔２００６〕 ４０ 号ꎮ
(五)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编制 «湛江市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规划»ꎮ
(六)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印发 «湛江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方

案的通知»ꎬ 湛府办 〔２００９〕 ２１ 号文ꎮ
(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制定 «湛江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方案»

和 «湛江市 “五城同创” 工作问责暂行办法»ꎮ
(八) 全国爱卫会 «关于命名国家卫生城市 (区) 的决定» 全爱卫发 〔２０１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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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ꎬ 全文如下:

全 国 爱 卫 会 文 件

全爱卫发 〔２０１５〕 ２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爱卫会:
近年来ꎬ 各地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ꎬ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ꎬ 积极推进卫生

创建活动ꎬ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ꎬ 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ꎬ 大力改善环境卫生面貌ꎬ
不断强化卫生防病基础ꎬ 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和文明卫生意识ꎬ 打造了一批整

洁、 有序、 健康、 宜居的现代城市ꎬ 促进了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ꎮ
经山西省等 ２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爱卫会推荐ꎬ 按照 «国家卫生城市考核命

名和监督管理办法 (２０１１ 版) »ꎬ 全国爱卫办组织专家对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周期申报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 (区) 的城市 (区) 进行了资料初审、 暗访、 技术评估和综合评审ꎬ 并

进行了社会公示ꎮ 根据评审结果ꎬ 全国爱卫会决定ꎬ 命名山西省孝义市等 ７３ 个城市

(区) 为国家卫生城市 (区) (名单见附件)ꎮ
希望被命名城市 (区) 珍惜荣誉ꎬ 再接再厉ꎬ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进一

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ꎬ 推进爱国卫生工作全面深入开展ꎬ 建立健全城

市卫生长效管理机制ꎬ 着力解决影响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ꎬ 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

促进活动ꎬ 把卫生创建成果巩固好、 发展好ꎬ 促进城市建设与人的健康协调发展ꎬ 为

打造健康中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ꎮ

附件: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周期国家卫生城市 (区) 名单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

附件: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周期国家卫生城市 (区) 名单

山西省: 孝义市、 介休市、 原平市、 侯马市

黑龙江省: 黑河市、 海林市

上海市: 闸北区、 宝山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江苏省: 靖江市、 启东市、 宿迁市、 泰兴市、 兴化市、
扬中市、 盐城市、 东台市、 徐州市

浙江省: 平湖市、 温州市、 丽水市、 台州市、 东阳市

江西省: 吉安市

山东省: 诸城市、 肥城市、 曲阜市、 新泰市、 章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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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永城市、 平顶山市、 信阳市、 开封市

湖北省: 咸宁市、 仙桃市、 武汉市、 襄阳市

湖南省: 娄底市、 益阳市、 永州市、 郴州市、 资兴市

广东省: 湛江市、 云浮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市、 柳州市

海南省: 琼海市

重庆市: 大渡口区、 南岸区、 万盛地区、 九龙坡区、 合川区

四川省: 德阳市、 广元市、 西昌市

贵州省: 仁怀市、 凯里市

云南省: 蒙自市、 开远市、 普洱市、 丽江市、 曲靖市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 林芝地区

陕西省: 汉中市、 安康市、 铜川市、 榆林市、 华阴市

甘肃省: 敦煌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奎屯市

(九) «湛江市凯恩斯友谊花园合作造园备忘录»
为切实推进 “湛江市凯恩斯友谊花园” 合作项目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湛江市政

府代表与凯恩斯市政府代表成员在湛江举行专题会谈ꎮ 双方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ꎬ 就

共同关心的造园问题展开充分讨论ꎬ 并达成以下共识:
１、 关于公园的名称与合作原则

双方代表一致同意ꎬ 拟将湛凯两市合作营造的主题公园命名为 “湛江市凯恩斯

友谊花园”ꎬ 待报两市政府批准后最终确定ꎮ
双方将本着互助友好、 相互学习、 相互促进的原则ꎬ 精诚合作ꎬ 共同努力ꎬ 把凯

恩斯友谊花园建设成为能充分体现澳大利亚及凯恩斯市园林文化特色的主题公园ꎬ 成

为湛江市与凯恩斯市人民友好交往的标志以及中国游客了解澳大利亚景观、 民俗与文

化的一个窗口ꎮ
２、 关于工作团队的组成

双方同意ꎬ 分三个层次组织该合作项目的工作团队ꎮ 第一个层次ꎬ 由双方市长、
部门领导组成最高领导层ꎬ 协调各方面工作ꎻ 第二个层次ꎬ 由中澳双方的专家和设计

机构人员等组成设计工作团队ꎬ 在双方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ꎻ 第三个层次ꎬ 由双方

政府派出人员组成建设现场管理班子ꎬ 负责建设过程的管理ꎮ
３、 关于合作项目的性质

双方确认ꎬ 该建设项目的性质是能兼顾为湛江市民和旅游者服务的专类公园ꎬ 由

湛江市政府为主投资建设和管理ꎮ 园内的部分景点和服务项目可采取适当收费的经营

模式ꎮ 在项目前期工作中ꎬ 由凯恩斯市政府组织专家提供规划设计方案并承担澳方的

相应费用ꎮ 其余的花园建设工程设计、 施工和管理工作ꎬ 均由中方组织专业单位在澳

方专家的指导下开展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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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关于主题公园的景观内容

花园内宜选择一些澳洲的热带植物、 土著文化、 民俗建筑等特色景观和少量野生

动物ꎬ 结合湛江本地的火山地貌、 红土文化、 滨海景观等内容ꎬ 营造出一个以澳洲特

色为主的热带海滨主题公园ꎮ
５、 关于造园工作的时间计划

双方同意ꎬ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完成该项目概念规划ꎮ 具体方案拟在湛江市政府潘那生

副市长率团考察凯恩斯市时确定ꎻ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份完成公园总体规划和初步设计ꎬ 力

争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底动工建设ꎬ 计划在 ２００６ 年底公园的主要景点能基本完工ꎮ
６、 本备忘录是中澳双方启动该项目的基本工作依据ꎮ 有关重大问题的具体执行

决策ꎬ 均需由双方政府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协商作出ꎮ

签名: 　 　 　 　 　 　 签名:
　 湛江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凯恩斯市市长助理

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三、 湛江市公园展出野生动物名录

湛江寸金桥公园动物园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扩建ꎬ 投入资金近 ２０００ 万元ꎬ 对原动物

园进行全面升级改造ꎬ 新建海狮表演、 杂技表演、 动物表演为一体的综合表演场、 以

海洋动物组成的五彩斑斓的海洋馆、 狮虎生态园、 猴山、 水禽等场馆设施ꎬ 新添动物

品种ꎬ 由原来的 １５ 种不到 １００ 只动物增至到 １００ 余种、 近 ５００ 头 (只) 动物ꎬ 其中

不乏有东北虎、 金钱豹、 非洲狮、 长颈鹿、 梅花鹿等珍稀动物ꎮ 展出的动物ꎬ 也增加

如黑猩猩、 斑马、 狒狒、 松鼠猴、 袋鼠、 小熊猫等观赏性强和珍贵的动物ꎮ
湛江儿童公园设置小动物园ꎬ 圈养猕猴、 鹦鹉、 驼鸟、 乌龟多种小动物等ꎬ 供儿

童观赏ꎮ

四、 湛江八景演绎

蓝天ꎬ 白云ꎬ 碧海ꎬ 帆影ꎬ 绿树ꎬ 红花湛江市位于祖国大陆最南端ꎬ 是一座

热带海港城市ꎬ 历来以环境优美而著称ꎮ １９５９ 年湛江就获得花园城市的称号ꎬ 后来

又获得许多赞誉ꎮ 邓小平同志说 “北有青岛ꎬ 南有湛江”ꎬ 湛江因而得名 “南方的青

岛”ꎮ 周恩来总理称赞湛江 “房子建在树林中ꎬ 既幽静ꎬ 又雅致”ꎬ 像个 “小巴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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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元帅赞美湛江 “冬犹暖ꎬ 秋如夏ꎬ 凉风动ꎬ 炎氛化”ꎬ 是 “东方日内瓦”ꎮ 冰心

大师ꎬ 艾青诗人在湛江分别留下 «湛江十日» «湛江ꎬ 夹竹桃» 等散文佳作ꎮ 世界第

三大联盟邮轮公司———丽星邮轮曾多次抵达湛江ꎮ 美丽的湛江ꎬ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ꎮ
２００１ 年评选湛江八景ꎬ 经过民意、 专家讨论ꎬ 报市政府批准公布ꎬ 介绍如下:

１ 【东海旭日】 东海岛在湛江市东南面ꎬ 它与南三岛共同构成湛江港的门户ꎮ 自

从 １９５８ 年修建跨海大堤之后ꎬ 东海岛变为半岛ꎮ 从市区出发ꎬ 驱车 ２３ 千米可到达岛

上的东山镇ꎬ 再往东走 ２０ 千米ꎬ 便到达 “东海岛省级旅游度假区”ꎮ
东海岛是中国第五大岛ꎬ 位于东海岛东面的 “龙海天” 是省级国际旅游度假区ꎬ

濒临南海ꎬ 碧波万顷ꎬ ５６ 里银沙ꎬ ５６ 里绿树ꎬ 景象万千ꎬ 气势磅礴ꎮ 每年夏季ꎬ 旅

游区内热带绿荫掩饰着数十幢异国情调的别墅宾馆ꎬ 游人如潮ꎬ 观海听涛ꎬ 冲浪玩

沙ꎬ 疗养度假ꎬ 商务会议ꎬ 实为中国一流海滨娱乐胜地ꎮ 世界旅游权威部门评比认

定ꎬ 龙海天沙滩长 ２８ 千米ꎬ 宽 １５０~３００ 米ꎬ 仅次于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ꎬ 是中国第

一长滩ꎬ 世界第二长滩ꎮ 东海岛人龙舞被誉为 “东方一绝”!
２ 【湖光镜月】 湖光岩ꎬ 位于湛江市西南 １８ 千米处ꎬ 湖面积 ２. ３ 平方千米ꎬ 是

省级名胜风景区ꎬ “湖光岩” 的名字为宋朝丞相李纲所命ꎮ 湖面水平如镜ꎬ 因而古称

“镜湖”ꎻ 水质清净ꎬ 出家人称湖水为 “圣水”ꎬ 又称 “净湖”ꎮ 湖水具有神奇的自我

净化功能ꎬ 整个湖面无蛇无蛙ꎬ 落叶无影无踪ꎬ 气温常年比湖外低 ３ 度ꎬ 龙鱼神龟出

没传说纷纭ꎮ
湖光岩是 １６ 万年前火山爆炸所形成的玛珥湖ꎬ 为中国玛珥湖的典型代表ꎬ 周边

山崖发育着极为罕见的火山地貌景观ꎬ 还有巧夺天工的奇岩、 古藤、 榕根ꎬ 湖边有一

片林带是高氧负离子区ꎬ 湖底的沉积物真实的记录了 １６ 万年以来古气候、 古环境的

变化情况ꎬ 蕴藏着地质、 生物、 历史等诸多方面的文化内涵ꎬ 被科学家们誉为 “天
然环境变迁年鉴”ꎬ 是中国玛珥湖研究的起始地和中德两国科学家在亚洲挑选并合作

研究的第一个玛珥湖ꎬ 与德国埃佛尔地区的玛珥湖结为中德姐妹湖ꎬ 被列入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编号: ４９７７２１７３〕ꎬ 国家科技部九五重大项目 〔编号: ４９８９４１７２〕 及

国际 “欧亚玛珥湖” 等一系列科研重点计划ꎮ
３ 【长廊观海】 观海长廊工程ꎬ 湛江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ꎬ 推进二次创业而实施

的环境工程之一ꎮ 共两条ꎬ 一条在霞山区东部海滨ꎬ 一条在赤坎区金沙湾海滨ꎬ 各具

特色!
金海岸观海长廊地处霞山东部海滨地带ꎬ 南起麻斜渡口与海滨公园相邻ꎬ 北至海

洋路和海洋公园相接ꎬ 全长 ２. ５ 千米ꎬ 总面积 １９ 公顷ꎬ 分南、 中、 北三个区ꎬ 南区

窄长ꎬ 有月亮岛、 紫荆广场ꎻ 中区宽广ꎬ 分东西两面ꎬ 东面冠名 “观海台”ꎬ 有园道

通绕ꎬ 西面是 “大草坪” 广场ꎬ 北有海螺广场ꎻ 各区以曲直有致ꎬ 大小不同的园道

贯通ꎬ 功能各异的活动空间遥相呼应ꎬ 品种繁多的植物分布有序ꎬ 层次分明ꎮ 观海长

廊集休闲、 娱乐、 游憩、 观赏于一体ꎬ 充分体现湛江热带海滨城市独特风貌和现代化

城市意蕴鲜明的人文特色ꎮ
金沙湾观海长廊位于赤坎沙湾东部地带ꎬ 东临麻斜海ꎬ 西靠观海路ꎬ 北起军民大

道ꎬ 南至体育南路及规划的救捞码头ꎬ 是湛江市实施 “一湾两岸” 西海岸景观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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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组成部分ꎬ 全长 ２. １ 千米、 宽 ６７ 米ꎬ 总占地面积 １２. ６ 公顷ꎬ 自西向东分为人

文景观展示区、 沙滩亲水活动区、 中心广场景区、 生态之旅景区ꎮ ２００９ 年底开工ꎬ
建有观海路 ９００ 米、 园道 １０００ 米、 绿化广场占地 ６ 公顷等ꎬ 植物种类近 １００ 种ꎬ 以

棕榈科植物和常绿植物为主景树ꎬ 适当搭配落叶、 针叶树种ꎬ 做到乔、 灌、 草结合ꎮ
红色的红叶草ꎬ 黄色的假花生ꎬ 绿色的草坪等大色块植物带纵横交错ꎻ 凤凰木、 木

棉、 大花紫薇等大型开花乔木组合首次亮相同类园林ꎬ 全面展示海滨风情公园为

港城人民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和休闲的好去处ꎮ
４ 【寸金浩气】 寸金桥坐落在赤坎区西侧ꎬ 始建于 １９２５ 年ꎬ 原为遂溪麻章区绅

民捐建ꎮ 桥名蕴含中华国土寸土寸金ꎬ 不容外敌侵占之意ꎬ 以纪念 １８９８ 年当地人民

抗法斗争ꎮ
１９５９ 年ꎬ 重修寸金桥ꎬ 为水泥铺面单孔石桥ꎬ 长 １９ 米ꎬ 宽 １２ 米ꎬ 两侧各立栏

柱 １８ 根ꎬ 桥西头立碑一方ꎬ 记抗法斗争事迹始末ꎬ １９６４ 年国家领导人董必武为桥题

诗: “不甘俯首所瓜分ꎬ 抗法人民组义军ꎬ 黄略麻章皆创敌ꎬ 寸金桥头自由云”ꎮ 郭

沫若也有 “一寸河山一寸金” 的诗句ꎮ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ꎬ 扩建寸金桥ꎬ 长 ２４ 米ꎬ 宽 ２２ 米ꎬ 为水泥钢筋结构ꎬ 横跨月影湖ꎮ

桥两头分别竖碑一方ꎬ 碑上分别记载董必武 “寸金桥” 手迹和郭沫若 “一寸河山一

寸金” 诗句手迹ꎬ 寸金桥为湛江市文物保护单位ꎮ
５ 【硇洲古韵】 在中国南海边有一个硇洲岛ꎬ 岛上有一座经历百年风雨的的灯

塔ꎮ 此灯塔是世界仅有的二座水晶磨镜灯塔之一 (与英国伦敦灯塔齐名)ꎬ 也是世界

三大灯塔之一ꎮ
硇洲岛ꎬ 是国家级试点镇中唯一的海岛镇ꎬ 全岛陆地面积 ５６ 平方千米ꎬ 海岸线

长 ４３. ９８ 千米ꎬ 是湛江港的天然屏障ꎬ 风景秀丽ꎬ 一年四季气候宜人ꎮ 这里人杰地

灵ꎬ 物产丰富ꎬ 盛产闻名世界的硇洲鲍鱼、 龙虾等名贵水产ꎮ 此外ꎬ 宋皇井、 窦振彪

墓、 那晏海石滩、 东海头海底世界、 津前天后宫等人文历史景观及自然景观ꎬ 风情独

特ꎬ 美不胜收ꎮ
硇洲灯塔便是这岛上的一大景观ꎬ 建于 １８９８ 年ꎬ 位于海拔 ８１. ６ 米的马鞍山上ꎬ

高 ２３ 米ꎬ 底宽 ５ 米ꎬ 顶宽 ４ 米ꎬ 整个塔由麻石叠砌而成ꎮ 塔顶部是灯座室ꎬ 水晶磨

镜就是在这里以水平方向放射ꎬ 射程为 ２６ 海里ꎬ 一直是国家级航海标志ꎮ 现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ꎬ 它与伦敦和好望角灯塔一样ꎬ 饮誉世界ꎮ
６ 【南亚奇园】 又叫南亚热带植物园ꎬ 位于湖光岩畔ꎬ 创建于 １９５４ 年ꎬ 是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属下单位ꎬ 又是中国南亚热带作物重要科研基地ꎬ 也是广东省旅游定

点单位和湛江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ꎮ 收集栽培热带植物 １０００ 多个品种ꎬ 包括能改

变味觉的神秘果ꎬ 特殊香味的百香果ꎬ 清甜香脆的毛叶枣ꎬ 奇香蜜甜的番荔枝ꎬ 美丽

脆甜的珍珠莲雾ꎬ “世界坚果之王” 的澳洲坚果ꎬ 以及 “热带果后” 山竹子等热带水

果珍品ꎮ 收集印度紫檀、 油楠、 印尼桂木、 雨树等世界名贵树木ꎬ 种植有胡椒、 咖

啡、 肉桂、 檀香、 依兰香等香料饮料植物ꎬ 还有世界最毒的植物之一———见血封喉ꎬ
捉虫植物猪笼草ꎬ 抗癌植物喜树ꎬ 名贵棕榈科植物 ８０ 多种ꎬ 以及形态各异的沙漠植

物和热带花卉 ４００ 多个品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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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景色迷人ꎬ 花果飘香ꎬ 集科研、 科普、 旅游于一体ꎬ 党和国家领导人朱

德、 邓小平、 郭沫若、 宋平等曾来视察ꎬ 许多国际友人、 专家学者和游客前来考察和

参观ꎬ 吸引省内外大批学生前来开展科普学习ꎬ 认识植物世界的多样性和奇妙性ꎮ 人

们在参观植物园的同时ꎬ 还可在果园采摘鲜果ꎬ 品尝咖啡、 果汁和各种植物香茶ꎬ 选

购热带水果特产ꎬ 也可以开展烧烤、 野炊、 垂钓、 度假等活动ꎮ
７ 【南三听涛】 坡头区南三岛ꎬ 自古以来便是水土肥美ꎬ 让候岛眷恋的一方净

土ꎬ 古称鹭洲岛ꎮ 海岸线长 ８３ 千米ꎬ 延绵曲折ꎬ 环绕着 １２３. ４ 平方千米的海岛陆

地ꎮ 其中ꎬ 最引人入胜的是东海岸———碧海银滩ꎬ 延绵 ２７ 千米ꎬ 海滩宽阔平缓ꎬ 沙

质洁白细柔ꎬ 宛若银龙ꎬ 缠恋着浩瀚的南海ꎬ 让洁净而富有灵性的波浪不断地冲刷ꎬ
显得格外怡情、 激奋和圣洁ꎮ

最令人满怀希望的是 “绿色长城”ꎮ 十里海滩十里林ꎬ 浓缩着新中国成立初期南

三岛儿女人定胜天ꎬ 建设家园的雄心壮志和光辉业绩ꎮ ４ 万亩防护林带ꎬ 绿海天成ꎬ
充满着生命的顽强意志ꎮ 林带、 林涛与大海、 波涛同相和应ꎬ 独具一番情景ꎬ 让人欣

然意气风发ꎮ 阳光、 沙滩、 大海、 森林自然景观以及人文历史景观久负盛名ꎬ 吸引着

无数中外游客慕名前来观赏ꎮ
８ 【港湾揽胜】 湛江港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雷州半岛ꎬ 素以 “天然深水良港” 著

称ꎬ 东接珠三角、 西临北部湾、 背靠大三南 (西南、 华南、 中南)ꎬ 面向东南亚ꎬ 处

于联接南北半球、 沟通太平洋、 印度洋的中心位置ꎬ 是中国大陆通往东南亚、 非洲、
欧洲和大洋洲海上航程最短的港口ꎬ 已与世界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航ꎮ

湛江港内港岸线长 ２４１ 千米ꎬ 为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的 ３ 倍ꎬ 其中有适于建深水

港的海岸线 ９７ 千米ꎮ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自行设计和建造的、 世界上少有的现代

化深水良港ꎬ 为中国沿海八大港口之一ꎬ 可辟为年吞吐量 １. ５ 亿吨以上的国际大港ꎮ
正朝着多层次、 多形式、 多功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港口的方向发展ꎮ

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湛江八景命名的通告

湛府通 (２００１) ８ 号

为颂扬我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就ꎬ 激励广大湛江市民爱我湛

江、 共建美好湛江的热情ꎬ 促进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发展ꎬ 我市在市区范围内开

展了一次群众性评景活动ꎮ 市评景委员会从社会各界推举众多的景点中筛选出 １２ 个

候选景点ꎬ 通过市民投票和市评景委员会全体委员无记名投票ꎬ 评选出湛江八景ꎬ 经

市公证处公证有效ꎬ 市人民政府十届 ２５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ꎮ 现将湛江八景分别命

名为: 湖光镜月 (湖光岩)、 东海旭日 (东海岛)、 长廊观海 (观海长廊)、 硇洲古韵

(硇洲岛)、 寸金浩气 (寸金桥)、 港湾揽胜 (湛江港湾)、 南亚奇园 (南亚植物园)、
南三听涛 (南三岛)ꎮ

特此通告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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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描写湛江城市景观的诗词、 散文和画作辑存

１ 【七子之歌】

作者: 闻一多

大型电视纪录片 «澳门岁月» 中那首朴素真挚、 深刻感人的主题歌ꎬ 引起观众

的强烈反响ꎬ 大家听了这首歌后不禁潸然泪下ꎬ 并把它看作迎接澳门回归的 “主题

曲”ꎮ 歌词如下:
合: 你可知 ｍａｃａｕ 不是我真名姓ꎬ
我离开你太久了ꎬ
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ꎬ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ꎬ
容: 你可知 ｍａｃａｕ 不是我真名姓ꎬ
我离开你太久了ꎬ
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ꎬ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ꎬ
合: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ꎬ
请叫儿的乳名:
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 母亲!
我要回来ꎬ
母亲! 母亲!
祝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合: 你可知 ｍａｃａｕ 不是我真名姓ꎬ
我离开你太久了ꎬ
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ꎬ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ꎬ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ꎬ
请叫儿的乳名:
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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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回来ꎬ
母亲! 母亲!
容: 你可知 ｍａｃａｕ 不是我真名姓ꎬ
我要回来ꎬ
回来 
合: 母亲! 母亲!
然而ꎬ 很多人并不知道ꎬ 这首歌的歌词并非为澳门回归而写的新作ꎬ 它是七十多

年前一首题为 «七子之歌» 的组诗中的第一篇ꎬ 其作者就是清华大学已故教授、 著

名爱国学者和诗人闻一多ꎮ 那是 ２０ 年代上半叶ꎬ 刚刚从清华学校毕业的闻一多远涉

重洋ꎬ 到美国留学ꎮ 从 １９２２ 年开始ꎬ 他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 柯泉科罗拉多大学

和纽约艺术学院学习美术ꎬ 同时继续用大量的精力从事几年前就开始的新诗创作和文

学研究ꎮ 独居异域他邦ꎬ 闻一多对祖国和家乡产生了深深的眷恋ꎻ 在西方 “文明”
社会中亲身体会到很多种族歧视的屈辱ꎬ 更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ꎮ 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ꎬ 闻一多写下了 «七子之歌» 等多篇爱国思乡之作ꎮ «七子之歌» 的全文是:
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ꎮ 七子自怨自艾ꎬ 冀以回其母心ꎮ 诗人作 «凯风» 以愍

之ꎮ 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ꎬ 先后丧失之土地ꎬ 失养于祖国ꎬ 受虐于异类ꎬ
臆其悲哀之情ꎬ 盖有甚于 «凯风» 之七子ꎬ 因择其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ꎬ 为作

歌各一章ꎬ 以抒其孤苦亡告ꎬ 眷怀祖国之哀忱ꎬ 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ꎮ 国疆崩丧ꎬ
积日既久ꎬ 国人视之漠然ꎮ 不见夫法兰西之 Ａｌｓａｃｅ－Ｌｏｒｒａｉｎｅ 耶? “精诚所至ꎬ 金石能

开”ꎮ 诚如斯ꎬ 中华 “七子” 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七子之歌» 澳门、 香港、 台湾、 威海卫、 广州湾、 九龙和旅大 (旅顺、 大连)ꎮ
澳门

你可知 “妈港” 不是我真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ꎬ 母亲!
虽然他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ꎬ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ꎮ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ꎬ 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ꎬ 我要回来ꎬ 母亲!
香港

我好比凤阙阶前守夜的黄豹ꎬ
母亲呀ꎬ 我身份虽微ꎬ 地位险要ꎮ
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身上ꎬ
啖着我的骨肉ꎬ 咽着我的脂膏ꎻ
母亲呀ꎬ 我哭泣号啕ꎬ 呼你不应ꎮ
母亲呀ꎬ 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
母亲ꎬ 我要回来ꎬ 母亲!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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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ꎬ
琉球是我的群弟ꎬ 我就是台湾ꎮ
我胸中还氤氲着郑氏的英魂ꎬ
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ꎮ
母亲ꎬ 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ꎬ
赐我个号令ꎬ 我还能背水一战ꎮ
母亲ꎬ 我要回来ꎬ 母亲!
威海卫

再让我看守着中华最古的海ꎬ
这边岸上原有圣人的丘陵在ꎮ
母亲ꎬ 莫忘了我是防海的健将ꎬ
我有一座刘公岛作我的盾牌ꎮ
快救我回来呀ꎬ 时期已经到了ꎮ
我背后葬的尽是圣人的遗骸!
母亲ꎬ 我要回来ꎬ 母亲!
广州湾 (今湛江市)
东海 (岛) 和硇洲 (岛) 是我的一双管钥ꎬ
我是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ꎮ 你为什么把我借给一个盗贼?
母亲呀ꎬ 你千万不该抛弃了我!
母亲ꎬ 让我快回到你的膝前来ꎬ
我要紧紧地拥抱着你的脚踝ꎮ
母亲ꎬ 我要回来ꎬ 母亲!
九龙

我的同胞兄香港在诉他的苦痛ꎬ
母亲呀ꎬ 可记得你的幼女九龙?
自从我下嫁给那镇海的魔王ꎬ
我何曾有一天不在泪涛汹涌!
母亲ꎬ 我天天数着归宁的吉日ꎬ
我只怕希望要变作一场空梦ꎮ
母亲! 我要回来ꎬ 母亲!
旅顺ꎬ 大连

我们是旅顺ꎬ 大连ꎬ 孪生的兄弟ꎮ
我们的命运应该如何的比拟?
两个强邻将我来回的蹴蹋ꎬ
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ꎮ
母亲ꎬ 归期到了ꎬ 快领我们回来ꎮ
你不知道儿们如何的想念你!
母亲! 我们要回来ꎬ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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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４　　 ２ 【湛江十日】

１９６１ 年底ꎬ 冰心女士到广东省湛江市采风ꎬ 小住 １０ 天ꎬ 先后到海岛、 农场、 水

库及建设工地ꎬ 与当地的干部群众广泛接触ꎬ 对湛江留下深刻难忘的良好印象ꎮ «湛
江十日» 从多方面赞美建国 １２ 年来ꎬ 发生在湛江大地的种种可喜变化ꎬ 以及湛江人

战天斗地的可贵精神ꎮ １９６３ 年 «人民日报» 刊登冰心女士的 «湛江十日»ꎬ 使许许多

多土生土长的广东湛江人民有幸再次聆听了这位文学大师热爱湛江的心声ꎮ
作者简介

冰心 (１９００ １０ ０５－１９９９ ０２ ２８)ꎬ 原名谢婉莹ꎬ 笔名冰心ꎬ 取 “一片冰心在玉

壶” 之意ꎮ 中国著名诗人、 作家、 小说家、 翻译家、 儿童文学家ꎮ
创作背景

１９６１ 年年底ꎬ 冰心大师来到了湛江ꎬ 美丽的湛江挽留住她的脚步ꎬ 她在湛江度

过了难忘的十天ꎮ 十天的行程匆忙而又极具情趣ꎬ 她快乐地穿行在这座新兴城市的街

头、 海滨、 码头感受着湛江一草一木的绝美ꎬ 并被湛江人勇于改变落后面貌的精

神所打动ꎬ 以致归去十个多月后ꎬ 依然发出 “这奇迹般美丽的城市ꎬ 就是在这种无

比热情和冲天干劲之下产生的” 的肺腑之言数十年后的今天ꎬ 文章中的风景已

老ꎬ 但用心欣赏ꎬ 依然让人十分亲切ꎬ 并因此心潮澎湃ꎮ
作品鉴赏

一九六一年底ꎬ 我在湛江度过了难忘的十天ꎬ 回来后就有出国的任务ꎬ 把我所要

写的 “湛江” 滑过去了ꎮ 这十几个月之中ꎬ 几番提笔ꎬ 总感到明日黄花ꎬ 不大好写ꎮ
湛江和祖国其他的地方一样ꎬ 你去过一次ꎬ 再来时已是万象更新ꎬ 那时撒下的种子ꎬ
已经遍地开花ꎬ 那时开着的花心现在已经累累结果ꎮ 追述过去ꎬ 不如瞻望将来ꎮ 但

是ꎬ 正因为是过去的经历ꎬ 有些人物ꎬ 有些山水ꎬ 在迷迷蒙的背景中ꎬ 却更加鲜明ꎬ
更加生动ꎮ 它们象闪闪发光的帆影ꎬ 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明灭! 这回忆ꎬ 往往把我重

新放在一种特别浓郁的色、 香、 味之中ꎬ 使我的心灵ꎬ 再来一阵温馨ꎬ 再起一番激

发ꎬ 就是这奇妙的感情ꎬ 逼得我今天又提起笔来ꎮ
湛江不象北京和南京ꎬ 也不象苏州和杭州ꎬ 它没有遍地的名胜古迹ꎬ 更没有壮丽

精雅的宫殿园林ꎬ 它在古代是蛮风瘴雨之乡ꎬ 当宋朝丧失了北部边疆的时候ꎬ 便把得

罪朝廷的人ꎬ 贬谪到这地方来ꎮ 著名诗人苏东坡ꎬ 便是其中之一ꎮ
新中国成立前的 ５０ 年中ꎬ 它是法帝国主义者所盘踞的 “广州湾”ꎬ 这里除了一

条法国人居住的街道以外ꎬ 只有低洼、 腥臭、 窄小的棚寮和草屋ꎮ 除了骑在人民头上

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之外ꎬ 就是饥饿贫困的人民ꎮ 但是这些饥饿贫困的人民ꎬ 五十

年来ꎬ 坚持着抗法斗争、 抗日斗争和解放斗争ꎬ 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ꎬ 冲

洗净了这颗祖国南海的明珠ꎬ 使它在快乐勇敢的人民手里ꎬ 发出晶莹的宝光!
１９６１ 年底我们从严冬的北京ꎬ 骤然来到浓绿扑人的湛江市ꎬ 一种温暖新奇的感

觉ꎬ 立刻把我们裹住了ꎮ 这宽阔平坦的大道ꎬ 大道两旁浓密的树荫ꎬ 树荫外整齐高大

的楼屋ꎬ 树荫下如锦的红花ꎬ 如茵的芳草ꎬ 还有那座好几里长的海滨公园ꎬ 连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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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矮矮的紫杜鹃花墙ꎬ 后面矗立着高大的椰林ꎬ 林外闪烁着蔚蓝的波光ꎬ 微风吹送着

一阵阵的海潮音ꎬ 这座新兴的海滨城市ꎬ 景物是何等地迷人呵!
在这里ꎬ 道路是人民开的ꎬ 楼屋是人民盖的ꎬ 花草树木是人民栽的几十万双

勤劳的手在 １２ 年之中ꎬ 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现代的城市ꎮ 当我看到这座城市的时节ꎬ
我的喜乐ꎬ 我的自豪ꎬ 并不在看到京、 宁、 苏、 杭的那些古代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宫殿

园林以下ꎮ 反过来ꎬ 我倒感到ꎬ 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ꎬ 尽力地兴建了那些宫殿园林ꎬ
却不能恣情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ꎬ 而在解放后的今天ꎬ 人民的点滴血汗ꎬ 都能用在自

己身上ꎬ 这奇迹般的美丽的城市ꎬ 就是在这种无比热情和冲天干劲之下产生的ꎮ
在这里ꎬ 最使人眼花缭乱的ꎬ 是树木花草ꎮ 树木里有风凰树、 相思树、 合欢树、

椰子树ꎬ 还有木麻黄ꎮ 这木麻黄树ꎬ 真值得大书特书! 这种树我从来没有见过ꎬ 连名

字也是我在翻译印度泰戈尔的小说的时候才接触到的ꎮ 我只知道它是一种热带的树ꎬ
从那篇小说里也看不出它的特征ꎬ 翻译过后也就丢开手ꎮ 没想到这次在祖国的南方ꎬ
看到了它的英雄本色! 它的形象既象松柏又象杨柳ꎮ 有松柏的刚健又有杨柳的婀娜ꎬ
直直的树干ꎬ 细细的叶子ꎬ 远远地看去ꎬ 总象笼住一团薄雾ꎮ

它不怕台风ꎬ 最爱海水ꎬ 离海越近它长得越快ꎮ 解放后ꎬ 翻身的湛江人民要在这

一片荒沙上建立起美丽的家园ꎬ 他们就利用这种树木的特长ꎬ 在沙岸上里三层外三层

地种起木麻黄树来ꎮ 这些小树ꎬ 一行行一排排地扎下根去ꎬ 聚起沙来ꎬ 在海波声中欣

欣向荣地成长ꎬ 步步为营地与海争地ꎮ 到如今ꎬ 这道绿色长城ꎬ 蜿蜒几百里ꎬ 把这座

花园城市围抱了起来ꎮ 当我们的车沿着这道长城飞驰而过的时候ꎬ 心里总会联想到从

前在国庆佳节ꎬ 从观礼台前雄赳赳气昂昂地整齐走过的人民解放军的队伍ꎮ 在气魄和

性格上ꎬ 他们和木麻黄树完全是一样的ꎮ
说到花草ꎬ 那真是绝美ꎬ 可以说是有花皆红ꎬ 无草不香ꎮ 这里的花ꎬ 不论是大

的ꎬ 小的ꎬ 单瓣的ꎬ 双瓣的ꎬ 垂丝的ꎬ 成串的几乎没有一种不是红的ꎮ 在浓绿的

密叶衬托之下ꎬ 光艳到不可逼视ꎮ 乍从严冬的北方到来的人ꎬ 忽然看到满眼的红光ꎬ
真是神摇目眩ꎬ 印象深得连睡梦也包围在一片红云之中! 这些花名ꎬ 有的是我们叫得

出来的ꎬ 如一品红ꎬ 垂丝牡丹ꎬ 夹竹桃但多半是初次听到的ꎬ 如炮仗花ꎬ 龙吐

珠ꎬ 一串红ꎬ 毛茸红等等ꎬ 有的花名连陪我们的主人也不知道ꎬ 他们只笑答: “横竖

是大红花呗!” 他们那种司空见惯满不在乎的神情ꎬ 真使人又羡又妒ꎮ 说到草ꎬ 所谓

“十步之内ꎬ 必有芳草” “天涯何处无芳草”ꎬ 才真是这里的写实ꎮ 我们随时俯下身

去ꎬ 捡起一片叶子ꎬ 在指头上捻着ꎬ 都会喷出扑鼻的香气ꎮ 哪怕是一片树叶ꎬ 如柠檬

桉ꎬ 闻着也是香的ꎮ 摘过树叶的手ꎬ 再去翻书ꎬ 第二天会发现书页上还有余香!
主人说ꎬ 可惜我们种树的日子还浅ꎬ 飞来的鸟儿还不多ꎮ 但是蝴蝶真是不少ꎬ 而

且种类还多ꎮ 我们常看见相思树上飞舞着一团一团的蝴蝶ꎮ 在文采光华的地方ꎬ 连蝴

蝶也不是粉白淡黄的! 这些蝴蝶翅翼的颜色ꎬ 就象虎皮一样ꎬ 黄黑斑斓ꎮ 它们不是成

双捉对地飞ꎬ 而是一群一群地上下舞扑ꎬ 和乳虎一般地活泼壮丽ꎮ 此外还有翠蓝色的

象孔雀翎一样的蝴蝶ꎬ 在红情绿意中闪出天鹅绒般的柔光ꎬ 这都是北方所看不到的ꎮ
其实ꎬ 花木也好ꎬ 草虫也好ꎬ 都不过是我的画图中的人物的陪衬ꎮ 这十几个月之

中我脑子里始终忘不了在湛江招待我们的主人ꎮ 他们是一群最可爱的人ꎬ 在抗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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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解放战争中ꎬ 一直从长白山、 大别山、 太行山ꎬ 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打到海

南岛ꎬ 最后他们 “解甲归农”ꎮ 他们在这里披荆斩棘ꎬ 开辟出几十万亩广阔平坦的田

园ꎬ 他们用木麻黄和其他高大的树ꎬ 种植出棋盘般的防风林带ꎬ 围护了农林作物ꎬ 改

良了环境ꎬ 调节了气候ꎮ 他们在这些标准林园里ꎬ 办着社会主义农业企业ꎬ 为祖国生

产了许许多多的物资财富ꎬ 加速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ꎮ 他们在对敌战争中是最勇敢

的战士ꎬ 在建设时期是最辛勤的劳动者ꎬ 在招待客人上又是最热情的主人ꎮ 他们热情

洋溢地把我们当作远别的亲人一般ꎬ 带领我们参观了他们开创出来的家园ꎬ 给我们介

绍了周围环境里过去和现在的一切ꎮ 他们白天陪我们参观ꎬ 晚上和我们畅谈ꎬ 我的耳

中还不时地响着激动的一段叙述ꎬ 热情的一声招呼在这些声音后面ꎬ 涌现出一个

个熟悉的人: 中年的ꎬ 年轻的、 豪爽的ꎬ 拘谨的ꎬ 泼辣的ꎬ 腼腆的这些形象和他

们背后的蓬勃浓郁的画景ꎬ 不断地一幅一幅向我展开
他们把我们从飞机场簇拥到霞山海滨招待所ꎮ 这是一个童话般美丽的地方ꎮ 我们

头一夜就兴奋得没有睡稳ꎬ 早晨一睁眼就赶紧起来ꎬ 走到窗前ꎬ 纵目外望: 十几座楼

房错落地隐现在繁花丛树之中ꎮ 在近处ꎬ 一丛翠竹旁边立着高出屋檐的一品红ꎬ 盘子

大的花朵ꎬ 就象红绒剪成的那么光润ꎮ 再远些ꎬ 矮的是大叶子的红桑ꎬ 稍高的是嫩绿

叶的玉兰花树ꎬ 最后面是树梢上堆着细小的黄花的相思树ꎮ 这一层层深浅浓淡的颜

色ꎬ 交融在一起ꎬ 鼻子里闻到沁入心腑的含笑花和玫瑰花香ꎬ 耳朵里听到树影外的海

潮摇荡的声音ꎮ 就在这种轻清愉快的气氛里ꎬ 我们开始了幸福的十天!
我们首先参观了他们农场里面的热带植物研究所ꎮ 在会客室中饱餐了他们种出来

的花生和香蕉ꎬ 痛饮了他们自己种出来的咖啡ꎬ 然后在种植园中巡礼ꎮ 这里真是祖国

的宝地ꎬ 从东亚各地引种过来的ꎬ 如油棕、 咖啡等经济作物ꎬ 都生长得很茂盛ꎮ 在我

们惊奇赞赏之下ꎬ 主人们不但往我们车上装了许多新从树上摘下的木瓜、 香蕉和甘

蔗ꎻ 还往我们手里和口袋里塞了许多珍奇的花果ꎬ 如九里香、 玉兰、 玫瑰茄、 乳茄、
番鬼荔枝等ꎬ 一路走着ꎬ 愈拿愈多ꎬ 压得我们胳臂都酸了ꎮ 第二次参观的是他们的湖

光农场的一部分ꎮ 在棋盘式的高大防风林里ꎬ 我们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幼小树苗ꎬ 安稳

地整齐站立在低暖的地方ꎬ 欣欣向荣地在茁长着ꎮ 我们参观了三鸟场和畜牧场ꎮ 牧鹅

的姑娘ꎬ 挤奶的女工ꎬ 养猪的老汉在清水池塘边ꎬ 和整洁的厩房里ꎬ 紧张而又悠

闲地工作着ꎮ 在鸡栏里我们看到一群火鸡ꎬ 垂下文采辉煌的双翅ꎬ 一只只彩船似地向

着我们稳稳地驶来ꎮ 猪圈里有日本猪和荷兰猪ꎬ 但是最好看的还是本地种的猪ꎬ 雪白

的背上ꎬ 堆着沿着浅灰色边的大黑花点ꎬ 这种猪是我在别处所没有见过的ꎮ
我们参观了雷州青年运河工程ꎬ 到了新建成的鹤地水库ꎮ 生长在北方的我ꎬ 从来

没有想到祖国极南端的雷州半岛会是个缺水的地方! 主人们笑着向我介绍: 雷州地

区ꎬ 平原地带多ꎬ 森林丛草少ꎬ 通过这地区的九洲河ꎬ 河床窄浅ꎬ 有雨就泛滥成灾ꎬ
不起灌溉的作用ꎮ １９５８ 年ꎬ 在党的领导下ꎬ 雷州十万人民ꎬ 特别是青年ꎬ 用了 １４ 个

月的工夫ꎬ 开出 １７４ 千米长的青年运河ꎮ 他们截断了九洲河ꎬ 建了水库ꎮ 在运河通过

的道上ꎬ 凸出的地方挖深了ꎬ 凹下的地方兴修起槽道ꎬ 引出一股潺潺清澈的河流ꎬ 来

灌溉雷州半岛的 ２５０ 万亩土地ꎮ 我们站在鹤地水库堤边上ꎬ 只觉得它微波粼粼ꎬ 远山

围抱ꎬ 和密云水库、 十三陵水库的面貌大同小异ꎬ 有如同胞姐妹ꎮ 倒是未到水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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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ꎬ 路上所看到的矗立的高大的槽道ꎬ 地上望去ꎬ 好似在江上仰望长江大桥一般ꎬ 十

分雄伟ꎬ 十分美丽ꎮ 将来这里桥上走车ꎬ 桥下行船ꎬ 这种奇观ꎬ 是密云水库和十三陵

水库所没有的ꎮ
去到水库的路上ꎬ 在赤坎地方ꎬ 经过一座很短的 “寸金桥”ꎬ 但是这座桥的意义

却不小ꎬ 它纪念了 １８９８ 年至 １８９９ 年间ꎬ 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法帝国主义者的英勇事

迹ꎮ 他们把祖国的一寸土地当作一寸金子那样地护惜ꎬ 他们据河苦战把法帝国主义者

的强占土地ꎬ 从一百几十里缩小到十几里! 我们下了车ꎬ 读了桥上的碑文ꎬ 在窄窄的

河边ꎬ 一棵很大的缅甸合欢树下ꎬ 徘徊瞻仰了许久ꎮ
南三联岛 (今湛江市南三岛) 之行ꎬ 也是使人永不忘怀的ꎮ 这天天气晴和ꎬ 我

们到了码头ꎬ 那里停着一艘登陆艇———登陆艇船头的栏杆ꎬ 放下来是跳板ꎬ 吊上去就

是船栏ꎮ 出动时ꎬ 迎着清新的海风ꎬ 归来时ꎬ 望着朦胧的落日ꎬ 在来去的航程中ꎬ 我

就没有离开栏杆一步! 真的ꎬ 从离开海滨生活起ꎬ 好久好久没有在小艇上作过乘风破

浪的海行了ꎮ
南三联岛本是十个孤岛ꎬ 解放前这里住着 ３ 万多农民和渔民ꎮ 这些人整年整月地

要和潮、 沙、 风、 旱四种自然敌人ꎬ 作殊死的搏斗ꎮ 再加上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罪

恶统治ꎬ 磨死的、 逃荒的、 已经所余无几了ꎮ 解放后ꎬ 党领导了岛上的居民清了土

匪ꎬ 反了恶霸ꎬ 一步一步地解决了饮水、 烧柴等等迫切的问题ꎮ 本来这些岛上的人

民ꎬ 要到湛江一趟ꎬ 至少要渡过七次海ꎬ 自从 １９５０ 年开始了联岛的工程以后ꎬ 人民

生活又大大地提高了ꎮ 他们不但填了海ꎬ 还种了树ꎬ 圈出田地ꎬ 盖起水堤ꎬ 把这几个

小岛ꎬ 链条般接在一起ꎮ 建设成一个树木葱茏ꎬ 庄稼遍地的水林我们站在船头

上ꎬ 听着这一段神话般的改造自然的奇迹ꎬ 四十分钟以后ꎬ 南三联岛就已青葱在望ꎮ
我们从东调岛湖村湾上岸ꎬ 已经有辆大车在滩头等着ꎮ 沿着一条平坦的大道ꎬ 经过好

几个鱼池、 盐田、 稻田和错落的新盖的民居ꎬ 直到东头灯塔岛的招待所ꎮ 这招待所的

一排楼房ꎬ 荫蔽在万木丛中ꎬ 我们从大路下车ꎬ 在沙地上走了几里路ꎬ 正觉得有些炎

热ꎬ 一进入这片木麻黄树的深林ꎬ 骤然感到凉透心脾ꎬ 在清鲜的空气中ꎬ 抬头相顾ꎬ
真是 “人面皆绿”ꎮ 原来这岛上从 １９４９ 年起ꎬ 就开始造林ꎬ 在离海七八步的沙滩上ꎬ
种上密密的木麻黄树ꎮ 这里的林带面积长 ６０ 华里ꎬ 宽 ５ 至 １０ 华里ꎬ 面积共有 １０ 万

亩ꎮ 这 １２ 年之中木麻黄树已葱郁成林ꎬ 海水也后退了有一百公尺ꎬ 就是这座木结构

的招待所楼房ꎬ 也是用木麻黄木建成的ꎮ 木麻黄树材又硬又苦ꎬ 蚂蚁不敢吃也啃不

动ꎬ 是最理想的建筑木材ꎮ 我们在这楼上听了公社吴书记的极其生动的报告ꎬ 吃了他

们自种的花生、 大米ꎬ 和他们自捕的鱼、 自养的鸡ꎮ 这个从前曾是荒岛上的人民的生

活ꎬ 和我们祖国的每个角落的人民一样ꎬ 也已经开始富裕起来了ꎮ
最后ꎬ 我还要谈一谈湛江的码头ꎮ 法帝国主义者占据湛江大港ꎬ 就为的是要抢到

一个从中国掠得物资的出口ꎬ 但是他们在这里只修了一个小小的栈桥码头ꎮ 解放后十

几年之中ꎬ 人民亲手建设起来的崭新的湛江港ꎬ 它就拥有现代化的起重运输和装卸设

备ꎬ 有宽大码头ꎬ 各种货物可以直接装上火车ꎮ 在这个清碧的海港里ꎬ 每天进出着几

十艘社会主义国家、 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轮ꎮ 在港区ꎬ 还有一座现代化

的海员俱乐部ꎬ 亲切地接待着来湛江作客的各国海员ꎮ 我们参观了里面的百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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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室、 餐厅、 舞场和各种文娱设备ꎮ 资本主义国家商船上的海员ꎬ 在新中国湛江大

港逗留时期中ꎬ 过的是愉快健康的生活ꎬ 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那些黑暗污秽的陈迹ꎬ 早

已一洗无余了ꎮ
我们在码头边登上一艘停在那里的名叫 “芍药” 的商轮ꎮ 这只船航行于广州和

湛江之间ꎮ 船长姓马ꎬ 是一位从海外归来的航海者ꎬ 和我们纵谈他自己归国前后的海

上生活ꎮ 这一段 “海客谈瀛”ꎬ 以愤懑开始ꎬ 以自豪结束ꎮ 这位船长ꎬ 和我所熟悉的

海上工作人员一样ꎬ 十分豪爽ꎬ 十分热情ꎮ 他坚决要留我们在船上吃饭ꎬ 但是我们知

道海员们在岸上的很短的时间ꎬ 是十分宝贵的ꎬ 结果只应邀和他们一同照了几张相

片ꎬ 就恋恋地道别了ꎮ
这以后ꎬ 我就匆匆地在 １９６１ 年的除夕ꎬ 独自飞回祖国的首都ꎮ 那几天正遇到寒

流ꎬ 下了飞机ꎬ 朔风凛冽ꎮ 一路进城ꎬ 西边是苍黄的田野ꎬ 和光裸的挺立的树行ꎬ 回

忆湛江飞机场上送行的人群ꎬ 和衬托着这些人物的青葱的背景ꎬ 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

的滋味! 十几度月圆过去了ꎬ 如今正是凤凰树开花的季节ꎬ 湛江的条条大道上ꎬ 也张

开了红罗的幔幕ꎬ 应该是我践约南行的时候了ꎮ 我还曾经应许我的 “解甲归农” 的

朋友们ꎬ 说我要象南飞的燕子ꎬ 一年一度地回来ꎮ 但是ꎬ 春天也罢ꎬ 秋天也罢ꎬ 我去

得了也罢ꎬ 去不了也罢ꎬ 当全国人民ꎬ 在党的 “以农业为基础ꎬ 以工业为主导” 的

号召下ꎬ 万众一心ꎬ 在自己的岗位上ꎬ 努力完成这伟大而艰巨的任务的时候ꎬ 我就想

到我的湛江朋友们正在这条战线的最前沿ꎬ 坚韧而乐观地战斗着ꎮ 让我的湛江回忆ꎬ
时时鼓舞推动着我ꎬ 使我在自己的林园里ꎬ 也做一个象他们一样的坚韧而乐观的劳动

者!
冰　 心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３ 【湛江ꎬ 夹竹桃】

创作于 １９７９ 年ꎬ 是文学大师艾青的散文名篇ꎮ 广东省湛江市早在 １９５９ 年就获得

“花园城市” 的称号ꎬ 作者自 １９６５ 年从朋友之口听说湛江和湛江的夹竹桃的美景ꎬ
不由得产生向往ꎮ 及至自己来到湛江ꎬ 自然对湛江的一切进行了解ꎬ 由此留下这部散

文名篇ꎮ
作品鉴赏

文章写于 １９７９ 年初夏ꎬ 当时十年动乱结束不久ꎬ 改革开放刚刚起步ꎬ 诗人用审

视的眼光阅读着广东湛江ꎬ 并最终道出了 “我的确看见了 ‘南方的青岛’ ‘中国的日

内瓦’ 的壮阔风光” 这样的的心声ꎮ 编者从字里行间读到了诗人的敏感以及对这座

滨海城市的亲切ꎮ 一样的亲切ꎬ 也曾发自文学大师冰心的内心ꎬ 她在 «湛江十日»
中以诗意的语言ꎬ 叙述着对湛江的赞美ꎮ 大师们不同时间发出的一样赞叹ꎬ 见证着湛

江与众不同的活力及其内在的富于创造性的人文精神ꎮ 多年后ꎬ 通过重读冰心 «湛
江十日»ꎬ 许多人内心曾掀起波澜ꎬ 至今余澜未消ꎮ 编发此稿ꎬ 旨在让更多人能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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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湛江、 看懂湛江ꎬ 体会到她的活力ꎬ 并以爱和行动投身到现代化新兴港口工业城

市的建设中来ꎮ
作品原文

一九六五年春ꎬ 中央农垦部在湛江召开 “全国农垦会议” 之后ꎬ 有一个朋友回

来说: “湛江真美ꎬ 水是蓝的ꎬ 街道整齐而且干净ꎬ 两边的林荫路上种的是夹竹桃ꎬ
我们去的时候正在开花ꎬ 叶子象竹叶ꎬ 花象杜鹃花ꎬ 几乎条条街上都有ꎬ 你想ꎬ 湛蓝

湛蓝的江水ꎬ 艳红艳红的夹竹桃”
林荫路种夹竹桃ꎬ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ꎮ 平常所见的夹竹桃都是种在大花盆里ꎬ 只

有一人高ꎮ 种在街上ꎬ 那该有多高ꎬ 而且花要比杜鹃大得多ꎬ 条条街上都种了夹竹

桃ꎬ 该有多美ꎮ
于是ꎬ 我的脑子里ꎬ 湛江和夹竹桃就连在一起ꎬ 再也分不开了ꎮ 我对湛江久久地

响往ꎮ
今年三月ꎬ 我终于有机会到湛江ꎬ 心里自然想亲眼看看夹竹桃构成的林荫路ꎮ
湛江港务局把我们安排在新盖而没有完工的、 五层高的 “霞山饭店”ꎮ
我走上 “霞山饭店” 的五楼ꎬ 马上在走廊的窗口向外看ꎬ 远方是蓝色的湛江ꎬ

近处的房顶有很多避雷针ꎬ 后来听说湛江所处的雷州半岛是以雷多而出名的ꎮ
我在窗口看了很久ꎬ 没有发现夹竹桃ꎮ
我到湛江当然不是为了看夹竹桃ꎬ 我的任务是访问湛江港ꎮ
港务局的副局长张仁恕同志来看我们ꎬ 点上一支烟谈起来ꎮ 他是从什么开会的地

方挤出时间来的ꎮ 他是个北方人ꎬ 对湛江赞不绝口: “咱们这儿可好啦ꎬ 也不用人工

造岛ꎬ 港深ꎬ 江面很宽ꎬ 贴着两岸设一百个泊位没有问题ꎮ 这儿也不用搞防波堤ꎮ 这

儿的水总是蓝蓝的ꎬ 下雨这样ꎬ 晴天也是这样ꎬ 是个清水港ꎬ 也是个深水港ꎬ 又是个

避风港ꎬ 冬天不冷ꎬ 夏天不热ꎮ 我是从 ‘三大火炉’ (南京、 武汉、 重庆) 来的ꎬ 这

儿可好多了ꎮ 这是中国大陆海岸线最南的港口ꎬ 进出口都方便ꎬ 从地图上看也是个好

地方ꎮ” 海员们反映: “湛江的水好喝ꎮ”
最后他把烟头拧死在烟灰缸里补充说: “湛江是个天然良港ꎮ 周总理来过ꎬ 他说

湛江是 ‘南方的青岛’ꎻ 陈毅将军也来过ꎬ 他说湛江是 ‘中国的日内瓦’ꎮ”
一个是 “南方的青岛”ꎬ 一个是 “中国的日内瓦”ꎬ 无非都是说湛江美得很ꎮ
在到 “海员俱乐部” 吃饭的路上ꎬ 人行道并不干净ꎬ 种的是菠萝蜜ꎬ 结的果子

很大ꎬ 但没有成熟ꎬ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ꎮ 另外还有棕榈ꎬ 却没有夹竹桃ꎮ
为了搜索湛江的历史影迹ꎬ 我们访问了两个老工人ꎮ 一个是湛江本地人郑南山ꎬ

已经五十九岁了ꎮ 另外一个是海康县人陈亚香ꎬ 也已五十一岁了ꎮ 除了他们之外ꎬ 还

有一个年轻的湛江人ꎬ 从空军转业的杨振洪ꎬ 他在港务局搞宣传工作ꎮ
谈话是散漫的ꎮ 象拆一件旧毛衣ꎬ 找到线头拉一段ꎬ 又得找线头———断断续续地

说着、 想着ꎮ 一开头就说: “从一八九八年法国人登陆到今天已八十一年了ꎮ”
“我们小的时候ꎬ 湛江只是一里多长的小码头ꎬ 只能停靠三十吨以下的木帆船栈

桥码头ꎬ 用驳船装卸货物ꎬ 由二百多个码头工人肩扛杠抬ꎮ 以 ‘寸金桥’ 为界ꎬ 划

为 ‘洋界’ (法国租界)、 ‘唐界’ (中国人地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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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口上的东山岛、 硇州岛都是法国人ꎮ 我们和法国人打过仗ꎬ 把他们赶过了

‘寸金桥’ꎮ”
“法国人在湛江开了一个 ‘万利公司’ꎬ 是赌钱的ꎬ 有大烟馆卖鸦片ꎬ 一船鸦片

可以赚回去几船金银ꎮ 法国每年从鸦片收入一百六十万元西贡币ꎮ”
“那时候ꎬ 总人口不到五万ꎬ 却有一千多娼妓ꎮ”
“日本人的 ‘三井’、 ‘三菱’ 也在湛江做买卖ꎮ”
“法国人、 日本人、 国民党ꎬ 一共统治湛江半个世纪ꎬ 只有一个发电厂、 一个火

柴厂、 一个手工织布厂、 一个制爆竹的小厂ꎮ”
“那时候湛江工人很苦:
一个杠、 两条绳ꎬ
流浪街头难活命”
“过去的旧码头ꎬ 就是现在的第一作业区ꎮ 那时都是甘蔗地、 地瓜田ꎬ 死人坟

地ꎬ 常有土匪出没ꎬ 下午五六点钟没有人敢到那边ꎮ”
“那边也是刑场ꎬ 尸首扔在沙滩上ꎮ 海面也常有浮尸ꎮ”
“湛江工人都是从四处逃荒来的ꎮ”
“海员有革命传统ꎮ 二十年代就有党的工作ꎮ 一九三九年成立广州湾第一个支

部ꎮ”
“一九五 Ｏ 年开始有了自己的引水员ꎮ”
“解放后盖了许多新楼ꎬ 修了马路ꎬ 在林荫路上种了夹竹桃、 棕榈、 菠萝蜜、 椰

子ꎬ 但是海南岛的椰子种在湛江不结果子ꎮ”
(注: 现在湛江的椰子树是可以结果的ꎬ 树龄有 １０ 多年了ꎬ 当时的椰子树年龄

小ꎬ 还不结果)
“那时候ꎬ 湛江的街道很干净ꎬ 夹竹桃开花ꎬ 就显得更漂亮了ꎮ”
“湛江人口增加到四十万ꎬ 它成了中国第七个大港ꎮ 有了化工厂、 机械厂、 农机

厂、 糖厂、 罐头厂十几万工人ꎮ 办了水产专科学院、 医学院、 气象中专ꎮ”
“现在最热闹的市区就是过去的尸骨狼藉的沙滩ꎮ”
郑南山是从放羊娃开始ꎬ 现在是全港的总调度员ꎻ 陈亚香现在是第一作业区办公

室副主任ꎬ 管龙门吊的修理技术指导ꎮ
港务局安排我们首先参观的是第一作业区ꎮ 我们坐小轮船到第一作业区ꎮ 这个码

头有五个泊位ꎬ 承担的是粮食、 化肥、 水泥以及杂货的进出口ꎮ 这个码头能停泊五万

吨级的货轮ꎬ 有五万平方米的仓库ꎮ 有十五台龙门吊ꎬ 工人三千二百多人ꎮ 年吞吐量

二百三十万吨到二百五十万吨ꎮ
湛江是一个与欧洲交往的港口ꎮ 一九六六年周总理批示: “把湛江港建成支援世

界革命的港口ꎮ”
建港中遇到最困难的时期是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ꎬ 许多工人都出去 “闹革

命” 了ꎬ 只有不走的部分继续上班ꎮ
引进技术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干扰不能使用ꎮ
磷矿码头是一九七 Ｏ 年设计的ꎬ 我们不同意工字型方案ꎬ 也没有看见计算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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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没有批ꎬ 总工程师没有签字就动工了ꎮ 不听总工程师的ꎬ 说是 “敢想、 敢

干”ꎬ 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ꎬ 结果梁断了ꎬ 为了加固耽误了两年的时间ꎮ 共损失六十

多万元ꎮ 这叫做什么 “设计单位把好关”ꎮ
桥吊与门吊之间也有反复ꎮ 门吊两边漏ꎬ 污染很厉害ꎮ
磷矿码头属第三作业区ꎮ
这个作业区受 “四人帮” 的干扰ꎬ 什么 “崇洋媚外” “贪大求洋”ꎬ 一顶顶帽子

飞来ꎬ 码头建好了ꎬ 上海承造的设备来不了ꎮ
“四人帮” 的 “要做码头的主人ꎬ 不做吨位的奴隶” 黑风吹来ꎬ 经常发生 “压

船” 现象ꎮ 磷矿运不出去ꎬ 影响农业生产ꎮ
一九七三年ꎬ 外轮来货积压太多ꎬ 周总理指示: “三年改变港口面貌”ꎮ 象一声

惊雷ꎬ 使大家振奋起来ꎬ 湛江港先后发展了第二、 第三作业区 (后一作业区在一九

七 Ｏ 年就已设计了)ꎮ
我们来到第二作业区ꎮ
码头上停泊着一艘二万三千吨级的希腊船ꎮ 这个码头也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货

轮ꎮ
我们走不多远ꎬ 停泊着一艘二万吨级的巴拿马 “色西拉” 号ꎮ
这个作业区有十九台龙门吊ꎬ 最大的一台是意大利造的ꎮ
小轮船把我送到油码头ꎮ
这儿有五万吨级的油码头和千吨级的供油码头ꎬ 还有长达一千五百米的原油码

头ꎮ
附近停泊着一艘七万吨级的大油船 “大庆” 号ꎮ
一艘巴拿马的 “雅伦” 号从海面驶过
这个作业区是转运石油的ꎬ 如果把港口加深ꎬ 可以容纳二百四十万吨ꎮ 年吞吐量

达七百六十万吨ꎮ
第三作业区原是一个岛ꎬ 现在用人力把它填成一个半岛ꎮ
这儿有十八台龙门吊ꎬ 去年达到了九百五十万吨吞吐量ꎮ
港务局的同志说: “按吞吐量说ꎬ 湛江是全国港口的第七位ꎮ 去年共停泊过十六

个国家的二百四十条船ꎬ 其中有日本、 索马里、 苏联、 希腊、 巴拿马、 英国、 荷兰、
瑞典、 法国、 利比里亚、 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 巴基斯坦

“外轮装卸是规定时间的ꎬ 有奖有罚ꎬ 装卸慢了ꎬ 每天要罚六七千元ꎮ 租船也一

样ꎮ
“去年本港上交利润二千一百五十三万元ꎮ”
今天ꎬ 江面上无风也无浪ꎬ 我们所定的小轮船直线来回走了十六海里ꎬ 回到了第

一作业区ꎬ 大家上岸ꎮ
我的确看见了 “南方的青岛” “中国的日内瓦” 的壮阔的风光ꎮ
但是ꎬ 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看见夹竹桃———红艳艳的夹竹桃ꎬ 作为林荫

道的夹竹桃ꎬ 它们是什么时候被什么人砍伐了的呢? 是什么人竟会仇视美呢?
我的心里一直很纳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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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 «艾青选集» )

作者简介

艾青ꎬ 原名蒋正涵ꎬ 号海澄ꎬ 曾用笔名莪加、 克阿、 林壁等ꎬ 浙江省金华人ꎮ 中

国现代诗人ꎮ 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诗的代表诗人之一ꎮ 主要作品有 «大堰河———我的

保姆» «艾青诗选»ꎮ

４ 【绿色长城】

关山月ꎬ 画家ꎬ １９７４ 年ꎬ 纸本设色ꎬ １４３ ２ｃｍ×２５２ｃｍꎬ 中国美术馆藏ꎮ 绿色长

城画作ꎬ 取材于湛江沿海防护林带ꎬ 是山水画创新的代表作品ꎬ 不仅表现的内容新ꎬ
是前所未有的题材ꎬ 而且笔墨更新ꎬ 在 ７０ 年代初颇具影响ꎮ 该画作现悬挂于北京人

民大会堂广东厅ꎮ
作品欣赏

画中一排排的防护林正经历狂风的袭击ꎬ 如一道绿色长城ꎬ 保护着农田ꎬ 防止

沙、 土流失ꎮ 画中树林的重复列置容易单调乏味ꎬ 画家平中求奇ꎬ 力避雷同ꎬ 加强了

背景的表现ꎬ 把枝干、 树叶进行了不同的处理ꎬ 使得画面宽阔深远ꎮ 这是一幅主题性

山水画ꎬ 它标志着山水画不仅有审美欣赏的功能ꎬ 也完全可以为政治服务ꎬ 为宣传党

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服务ꎮ
作者简介

关山月ꎬ １９１２ 年生 (１９１２—２０００)ꎬ 广东省阳江县人ꎬ 原名关泽霈ꎮ 早年在广州

春睡画院随高剑父学中国画ꎮ 代表作有为人民大会堂与傅抱石合作的 «江山如此多

娇»ꎬ 出版有 «关山月画集» «傅抱石、 关山月东北写生集» «关山月作品选集» 等ꎮ
解放前ꎬ 曾在国内多次举行个人画展、 写生画展ꎬ 出版了 «关山月纪游画集» 两辑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从事美术教育和创作ꎬ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ꎮ 曾任华南文艺学院教

授兼美术部副部长ꎬ 中南美专、 广州美院教授兼副校长、 副院长、 全国人大代表ꎬ 全

国美协常务理事ꎮ 曾任广东画院院长、 广州美院教授、 全国文联委员、 中国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 美协广州分会主席、 广东省文联副主席、 全国第五届人大主席团成员ꎮ

六、 湛江城市建设管理重要新闻稿辑存

１ 【木麻黄树ꎬ 是湛江人精神的象征】
新闻背景: ２００２ 年ꎬ 笔者参加湛江市古树名木调查ꎬ 发现一些沿海地区搞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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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成片毁掉木麻黄树林ꎬ 对如此胡乱 “作为”ꎬ 对如此愚蠢、 无知、 不负责任和急

功近利的行为痛心疾首ꎬ 为保护 “绿色长城” 奋而疾书ꎮ
“这木麻黄树ꎬ 真的值得大书特书!” 这是四十年前文学大师冰心发自内心的赞

叹ꎮ 她特别欣赏湛江的木麻黄树ꎬ 在渔岛岸边ꎬ 看到那刚毅而婀娜的木麻黄树ꎬ 就联

想到北京国庆佳节ꎬ “从观礼台前雄纠纠气昂昂地整齐走过的人民解放军的队伍ꎬ 在

气魄和性格上ꎬ 他们和木麻黄树完全是一样的ꎮ” 我们天天与木麻黄树擦身而过ꎬ 却

身在福中不知福ꎬ 能真正体味木麻黄树这种 “英雄本色” 的人不是很多ꎮ 究其原因ꎬ
主要是我们对木麻黄树的知识和湛江地理气候、 人文历史不太了解或了解不深的缘

故ꎮ
从地理气候来看ꎬ 世界上处在地球 “北回归线沙漠带上” 的陆地ꎬ 几乎没有一

块好地方: 撒哈拉大沙漠、 阿拉伯沙漠、 印度沙漠和墨西哥荒原ꎮ 湛江同属这一地

区ꎬ 至今在雷州、 徐闻沿海仍可找到仙人掌、 盐碱地等沙漠痕迹ꎮ 由于雷州半岛第四

纪滨海沙质沉积的广泛发育ꎬ 在全市海岸线布下了近千米的沙质海岸ꎮ 解放前ꎬ 湛江

基本无防风林ꎬ 雷州、 徐闻等沿海村庄经常受风沙侵袭ꎮ 南三、 东海、 硇洲等一带时

常风沙弥漫ꎬ 患砂眼病、 红眼病的村民就占 ９０％ꎻ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南三、 硇洲等地

因无防风林庇护ꎬ 风乍起ꎬ 沙子漫天飞舞ꎬ 一步步流动ꎬ 一点一点地吞噬着海岸ꎬ 每

年淹没耕地均超过百亩ꎬ 到处是 “三天烈日冒烟ꎬ 一场暴雨沙埋田” 的景象ꎮ
为抵御风沙侵袭ꎬ 解放十二年湛江人在这块蛮风瘴雨之地战天斗地ꎬ 大力营造沿

海防风林ꎬ 创造出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沙漠上的 “花园城市”ꎮ 在这里ꎬ 最使冰

心眼花缭乱的是 “红花绿树”ꎬ 最使她震撼心灵的是 “海岸卫士” ———在沙岸上种植

以木麻黄为主的近 ３５０ 万亩防护林ꎬ 为沿海万亩农田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长

城ꎮ 沿海防风林在降低风速、 抗御干旱、 调节气候、 保持水土、 防止风蚀和土地沙

化、 保护农田及果园经济作物和护岸保村免受风沙侵袭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ꎬ 不但

为保护雷州半岛的生态环境做出了贡献ꎬ 绵延的 “绿色屏障” 也成了湛江滨海景观

一道独特而又迷人的风景线ꎮ
今天看来ꎬ 如果没有广泛种植木麻黄ꎬ 恐怕湛江的历史将要被改写ꎮ 在当时的恶

劣环境下ꎬ 种树的困难程度难以想象ꎬ 山坡被太阳晒得煞白煞白的ꎬ 用锄头挖树坑ꎬ
竟溅起火星ꎮ 岸边小山似的沙丘也被太阳晒得滚烫滚烫的ꎬ 连鸡蛋都可烫熟ꎬ 渔民下

海深一脚浅一脚地闯过这道 “死亡线”ꎬ 脚被烫伤司空见惯ꎬ 最惨的是小孩晕死在沙

丘上ꎮ 这种连草都不长的鬼地方ꎬ 要把树苗种活谈何容易! 在这里ꎬ 只有木麻黄树才

能把根留住ꎬ 它直直的树干ꎬ 细细的叶子ꎬ 既有松柏的刚健又有杨柳的婀娜ꎬ “它不

怕台风ꎬ 最爱海水ꎬ 离海越近它长得越快”ꎮ 湛江人就是利用它的这种特性ꎬ 在沙岸

上里三层外三层地种起木麻黄树ꎮ 这些小树ꎬ “一行行一排排地扎下根去ꎬ 在海浪声

中欣欣向荣地成长”ꎮ 由于它 “步步为营地与海争地”ꎬ 不但使沿海不少陆岸向前延

伸了几十米ꎬ 还使一些原来荒废的农田得以复垦ꎮ 其实ꎬ 木麻黄不但是防风固沙的先

锋树种ꎬ 也是城市园林绿化的骨干树种ꎬ 从那时起市区到处都有它傲然挺拔的身影ꎬ
霞山松林 (今儿童公园) 的那片浓荫ꎬ 霞赤路、 海滨路蜿蜒十多千米长的绿色走廊ꎬ
以及木麻黄的凋落物几乎全被附近群众捡回家去当柴烧ꎮ 这些情景ꎬ 至今令老一辈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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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人难以忘怀ꎮ

如今ꎬ 当你从飞机的窗口俯视雷州半岛ꎬ 就会发现环绕半岛的郁郁葱葱的一圈

“长城”ꎮ 那就是湛江著名的沿海防风林ꎬ 它蜿蜒几百里ꎬ 形成莽莽苍苍的绿色长城ꎬ
把这座花园城市团团围抱起来ꎬ 给她以甘露的滋润ꎬ 以清风的抚慰ꎬ 以固沙的奇效ꎮ
这道由人类筑就起来的 “绿色长城”ꎬ 已经成了雷州半岛生生不息、 绿色长驻的生命

线ꎮ
读着冰心这如诗般的美文ꎬ 耳边就会响起当年老一辈湛江人 “不制服风沙ꎬ 就

让风沙把我埋掉” 的铿锵誓言ꎻ 就会想到他们挥镐舞锹ꎬ 奋战贫恶沙滩的动人场景ꎮ
在冰心的笔下ꎬ 木麻黄成为湛江的英雄树! 她托树言意ꎬ 热情褒扬赞赏的不正是湛江

人民勇敢无畏、 坚强不屈的伟大精神吗? (原载于 «湛江晚报» ２００４ 年 ０６ 月 １７ 日)
２ «湛江气候应属于北热带»
新闻背景: 这篇文章ꎬ 是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纠正湛江气候带的错误定性ꎬ 明确

提出湛江属于 “热带” 的北缘地区ꎬ 而不是 “亚热带”ꎮ
一直以来ꎬ 人们都把湛江称为 “亚热带” 地区ꎻ 还有一种说法是 “热带与亚热

带的过渡地带”ꎮ 在湛江专门成立一个 “中国南亚热带植物研究所”ꎬ 人们还以拥有

“亚热带风情” 特色为荣ꎮ 但是ꎬ 笔者查看湛江气象局编著的 «湛江气象实用手册»
(以下简称 «气象» ) 和最近完成的 «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纲要» (以下

简称 «总规» ) 这两本权威资料ꎬ 湛江气候应定性为: “北热带”ꎮ
中国气候带划分指标是采用中国气象局 １９７９ 年制定的标准ꎬ 即以日平均气温≥

１０℃的年总积温量来计算: ≥８０００℃以上为热带气候ꎮ 其中ꎬ 热带又分为南热带 (≥
１００００℃)ꎻ 中热带 (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ꎻ 北热带 (８０００ ~ ９０００℃)ꎮ 年积温量在 ３１００ ~
６５００℃为亚热带气候ꎬ 又分为南亚热带 ( ６５００ ~ ８０００℃)ꎻ 中亚热带 ( ５０００ ~
６５００℃)ꎻ 北亚热带 (４２５０ ~ ５３００℃)ꎮ 低于 ３１００℃ 以下ꎬ 分别是南温带、 中温带、
北温带ꎬ 以至寒带、 极地ꎮ

«气象» 第 ３ １ 节明确表述: “湛江各地气温≥１０℃的年总积温均达 ８１８０℃以上ꎬ
具有丰富的北热带热量资源ꎮ” «总规» 第一章第 １ ３ 节也明确表述: “湛江地处于北

回归线以南的低纬度地区ꎬ 属北热带湿润气候ꎬ 终年受热带海洋暖温气流活动的制

约ꎬ 北方大陆性冷气团的参与ꎬ 形成本区独特的气候特征ꎮ 这些特征表现为: 多风

害ꎬ 雷暴频繁ꎬ 旱季长ꎬ 雨量集中ꎬ 夏长冬短而温和ꎬ 夏无酷暑ꎬ 冬无严寒ꎬ 冰霜罕

见ꎮ”
上述分析表明ꎬ 湛江气候应该属于 “北热带”ꎬ 而不是 “亚热带” 或 “南亚热

带”ꎮ 以湛江为界ꎬ 南至海口 (８６８９℃) 都属于北热带ꎬ 北至广州 (７６４０℃) 才是南

亚热带ꎮ 气候带的准确划分ꎬ 对于指导经济建设、 生产发展、 城市规划、 交通运输、
物流集散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尤其是ꎬ 在中国亚热带地区北至秦岭、 巴蜀ꎬ 长江

流域以南ꎬ 面积在 １４０ 万平方千米以上ꎮ 但大陆上的热带地区ꎬ 仅有雷州半岛和云南

河谷ꎬ 面积不足 ３ 万平方千米ꎮ 而湛江就占了整个大陆热带面积的四成多 (占全国热

带面积 １０％)ꎬ 且在地理位置、 自然景观、 海陆配置方面为世界少有ꎬ 更是中国大陆

上不可多得的北热带地区ꎮ 丰富的热带气候资源ꎬ 为经济和生产建设提供许多有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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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ꎮ 湛江在发挥热带资源优势ꎬ 打造热带经济品牌ꎬ 做好 “热带湛江” 这篇文章ꎬ
前景广阔ꎬ 大有作为ꎮ (原载于 «湛江晚报»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头版)

３ 【用乡土植物造景ꎬ 用心灵赢得百姓———湛江市寸金桥公园补植增绿工程纪

实】
新闻背景: 湛江创园成功的经验之一ꎬ 是园林绿化建设走出一条 “低成本高效

率” 的路子ꎬ 其中ꎬ 湛江市寸金桥公园率先利用乡土植物补植增绿ꎬ “用最少的钱ꎬ
办成最好的事”ꎬ 市里将此经验总结推广ꎮ

不进入寸金桥公园ꎬ 不知它有多美: 蓝天白云之下ꎬ 星星点点的野花迎风摇拽ꎻ
清澈的仙溪河蜿蜒曲折ꎬ 形成了首尾相连的五个 “疏篱清浅竹影深” 的湖泊湿地ꎬ
鱼儿畅游ꎬ 鸟雀低飞ꎻ 起伏的地势是一片片苍翠的树林ꎬ 南洋杉苍劲挺拔ꎬ 大王椰亭

亭玉立
“寸金桥公园的生态系统之所以如此完好ꎬ 有山有水ꎬ 改革开放前在全省公园排

名第二ꎬ 足可与广州越秀公园比美ꎮ” 公园主任尤广才告诉我们ꎬ 由于寸金桥公园地

处市郊偏僻的鸡岭和西山一带ꎬ 开发强度一直不大———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ꎬ
保存了得天独厚的自然遗产ꎮ

然而ꎬ 我们在领略寸金桥公园优美风光的同时ꎬ 也隐约感到了发展经济的巨大压

力: 自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公园临街的寸金酒家和门店拆除并免费开放后ꎬ 公园经济效益收

入少得可怜ꎬ 而财政补贴的维护经费十分有限ꎬ 公园养护运作非常困难ꎮ 湛江市

“创园” 目标的提出ꎬ 给寸金桥公园这片处女地带来了无限生机ꎬ 但也使之面临艰难

的选择———是像许多地方那样ꎬ 伸手向政府要钱ꎬ 还是沉住气、 稳住神ꎬ 根据独特的

市情选择独特的办法ꎬ 走一条既不花钱或少花钱ꎬ 又能较快发展的新路?
“公园是赤坎老城区唯一的最大肺叶ꎬ 既是祖先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宝贵遗产ꎬ

也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氧吧ꎬ 不能在我们的手上自毁肺叶ꎮ” “环境是生产力ꎬ 是

资源ꎬ 是财富”ꎮ 公园领导班子经过深入讨论ꎬ 达成了这样的共识ꎮ
为了配合 “创园” 工作ꎬ 提高园景质量ꎬ 使相对原始的公园生态环境免遭破坏ꎬ

寸金桥公园领导班子和生产股的同志走遍了公园的每一个角落ꎬ 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

究ꎬ 仔细分析了存在问题ꎬ 提出 “因地制宜ꎬ 自力更生” 的方针ꎬ 采用乡土植物和

本地建材为主ꎬ 制定了低成本补植增绿工程方案ꎮ
———乡土植物唱主角ꎮ 今年开春ꎬ 公园组织了一支 ４０ 多人的队伍ꎬ 冒着绵绵春

雨到廉江、 东海岛等地挖簕古、 剑麻、 野芋、 哈蝼、 假牡丹等乡土植物ꎬ 一共挖了簕

古 １００３ 棵、 剑麻 １０４ 棵、 野芋 １７６９０ 棵、 哈蝼 ６４８０ 袋、 假牡丹 １９８ 棵ꎮ 当天挖掘ꎬ
当天运回公园栽种ꎬ 丰富了园林植物品种ꎬ 营造了多层次的植物群落ꎮ 由于这些植物

布置得错落有致ꎬ 形成幽野清新景观ꎬ 给游人一种置身在大自然的感受ꎮ 许多市民

说: “乡土植物好ꎬ 似有回到故乡的感觉ꎮ”
———本地建材造新景ꎮ 组织员工从别处工地捡回数十根废弃的椰子树ꎬ 切成长短

不一的树头、 树干ꎬ 利用椰子树的组织纤维从中挖开洞穴ꎬ 种植蕨类植物ꎬ 营造

“植物附生” 现象ꎬ 既是人造盆景ꎬ 但真假难分ꎬ 又让人赏心悦目ꎬ 开创了立体绿化

的新途径ꎮ 同时ꎬ 到市区各工地捡拾大量的黄腊石头ꎬ 形状大的用来铺设石台、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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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ꎬ 中形的用来铺设园道两边侧石ꎬ 小形的用来铺设小石径ꎬ 还大量采取生态环保且

廉价的本地红砖、 青石等ꎬ 一共用石铺路 ８８０ 平方米ꎬ 侧石 １４５０ 米ꎬ 围圈树头 １００
个ꎮ 这些石头成了公园一景ꎬ 增添了大自然的野趣ꎮ

———园丁汗水醉绿荫ꎮ 为了打造 “百姓公园”ꎬ 全体员工放弃半年多的双休日ꎻ
在迎省检期间ꎬ 大家加班加点ꎬ 园区全天清扫保洁ꎬ 一些员工在中午也抢着给新栽的

花草多淋水一次ꎻ 生产股长沈锐同志每天 ６ 点钟就上班ꎬ 提前做好当天的工作安排ꎻ
有对姐妹一同在公园内工作ꎬ 老父亲病危ꎬ 她们两人仍然坚守岗位ꎬ 没有请假回家照

顾近两年来ꎬ 寸金桥公园成功举办了第三届省港澳大型盆景展览会ꎬ 完成了污水

截流和月影湖淤泥清理工程ꎬ 实现市区公园春节大型花展评比三连冠ꎮ
近日ꎬ 徐少华市长召集全市园林、 景点领导参加的现场会ꎬ 充分肯定寸金桥公园

的做法ꎬ 提出所有园林单位要以艰苦创业的精神ꎬ 建设生态园林、 建设老百姓公园的

总体要求ꎬ 这使公园建设更加明确奋斗目标ꎮ “过两年你们再来ꎬ 寸金桥公园将变得

更美丽!” 好客的主人这样和我们告别ꎮ 他们的思路是: 在进一步扩大绿量的基础

上ꎬ 增加更多的植物色彩ꎬ 除观花乔木外ꎬ 增添彩叶树和灌木草本花卉ꎬ 营造 “桂
花十里香ꎬ 紫薇百日红” 的景观ꎮ 相信寸金桥公园这一梦想ꎬ 一定会变成美好的现

实ꎮ (原载于 «湛江晚报»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４ 【为民情怀无尽处———读徐少华市长 «愿夹竹桃为港城增绿添彩» 有感】
新闻背景: 湛江创园成功ꎬ 徐少华市长功不可抹ꎬ 他亲自过问园林建设ꎬ 提出每

年新增绿地 １００ 万平方米的目标ꎬ 要让市民步行 １５ 分钟内可到达公园绿地他写

下 «愿夹竹桃为港城增绿添彩» 一文ꎬ 尽是肺腑之言ꎬ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７ 日在 «湛江晚

报» 头版刊出ꎬ 许多读者感动得热泪盈眶ꎮ 当晚报社苏定华老总打电话给作者ꎬ 要

求连夜赶写一篇读后感ꎬ 用为呼应ꎬ 才写出此文ꎮ
“作为一名湛江的建设者ꎬ 我常常沉思自问ꎬ 该有多深的热爱ꎬ 才配对与湛江的

缘分ꎻ 该付出怎样的辛勤ꎬ 才无愧于湛江对我的激励!” 这是一篇用肺腑之言写出来

的佳作ꎬ 不仅真实抒发了一位 “平民市长” 的情怀ꎬ 更重要的是作者把热爱湛江的

感情与热爱共产主义事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ꎬ 表达了自己尽忠民族和人民ꎬ 尽忠共产

主义来报答湛江父老乡亲的决心ꎬ 读来不能不令人感动ꎬ 使我们对市长的领导魄力及

其民本施政理念表示了崇高敬意ꎮ
作为一市之长ꎬ 工作够忙了ꎬ 每天下班回家后还一丝不苟地看书读报ꎬ 从忧忧月

儿的 «心中美丽的湛江» 到冰心老人的 «湛江十日»ꎬ 从艾青大师的 «湛江ꎬ 夹竹

桃» 到 ４ 月 ２８ 日自己连夜赶写的 «愿夹竹桃为港城增绿添彩» 如果不是出于对

湛江真挚热爱的人ꎬ 那么他肯定是做不到ꎮ 正如他所期望的: 只要人人付出努力ꎬ 未

来 “湛江定是个百姓安居乐业、 殷实富贵的和谐家园”ꎮ
因为有真情在ꎬ 而真情又支撑着他的思维活跃在字里行间ꎬ 所以他的 «愿夹竹

桃为港城增绿添彩» 一气呵成ꎬ 而且对园林中的植物种类如数家珍般尾尾道来: “木
棉树ꎬ 凤凰花ꎻ 小叶桉ꎬ 大王椰ꎻ 垂叶榕ꎬ 紫荆花ꎻ 散尾葵ꎬ 美人蕉ꎻ 蟛蜞菊ꎬ 马樱

丹ꎻ 遍地金黄的地花生ꎬ 更有绿叶红花的夹竹桃” 真情流露而不显矜持ꎬ 有寄

托而不生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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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在探索、 实践富民强市的现代化的征程上ꎬ 既有昂首阔步、 令人骄傲的业

绩ꎻ 也有一时遭遇挫折、 陷入低迷的困惑ꎮ 但是ꎬ 与美丽相连ꎬ 始终是湛江不变的印

象和旋律ꎻ 创造美丽的港城ꎬ 始终是湛江人民心中的渴望与追求!” 这些诗意般的语

言ꎬ 富含哲理又充满坚定信念ꎬ 更是发自心底的呐喊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徐市长在文章里赞美夹竹桃、 凤凰花ꎬ 其实是借花寄情ꎬ 倾情表

达了建设一个 “老百姓的城市” 的心愿: 在实施中体现以民为本ꎬ “少建大广场ꎬ 多

建小公园”ꎬ 让市民出门见绿ꎻ 在建设中突出本土特色ꎬ 野花野草ꎬ 就地取材ꎬ 用小

钱办大事好事这种民本执政理念ꎬ 真实地反映了一位 “平民市长” 的情怀ꎬ 那

就是有高度责任感ꎬ 并能常怀一颗公仆心ꎮ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爱民如子的领航者ꎬ 数年间ꎬ 湛江人高举园林建设的旗

帜ꎬ 以惊人的毅力、 百折不挠的精神ꎬ 呕心沥血ꎬ 精心打造城市品牌ꎬ 从 “拆迁建

绿” 到 “拆墙透绿”ꎬ 从 “见缝插绿” 到 “还绿于民”ꎬ 在建设者们的细心构筑下ꎬ
历史锲入了现代ꎬ 文化融进了绿化! 北桥公园的这条小渔船ꎬ 还有金沙湾观海长廊绿

地中的那个铁锚、 南桥公园中的那座斜拉桥、 天主教堂小游园中的那棵十字架树ꎬ 以

及湛江数百株受到精心呵护的古树名木ꎬ 无不清晰地告诉人们一个的道理: 湛江的园

林绿化ꎬ 已进入更重视品质、 重视文化的阶段ꎮ 今天的湛江人ꎬ 可以骄傲地向远道而

来的客人递上一张精美的城市名片ꎮ
作为湛江的建设者ꎬ 同时也是湛江的永久居民ꎬ 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ꎬ 在年老

退休来到公园休闲的时候ꎬ 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 为了湛江更新、 更美、 更绿ꎬ 我

们曾经跟随着一位 “平民市长” 做出了默默的奉献ꎮ (原载于 «湛江晚报»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８ 日)

５ 【 “法国枇杷” 在湛江别样红叶别样情】
新闻背景: 处处留心皆学问ꎮ 作者在城建部门工作ꎬ 管过自来水、 燃气、 公交ꎬ

担任过计财科长ꎬ 但对园林绿化是门外汉ꎬ 却被委以 “创园资料宣传组长” 的重任ꎬ
被迫着钻研ꎬ 边学边干ꎬ 通过阅读、 观察和积累ꎬ 才拟成此类文章ꎮ

天ꎬ 那么的蓝ꎬ 就好像水洗过一样ꎮ 几朵白云悠悠地飘过ꎬ 平静地俯视着这片红

土地ꎬ 一切都是那么的祥和ꎮ 一阵阵微凉的西北风吹来ꎬ 随着 “沙沙” 的声音响起ꎬ
深红的叶子便离开了枝条ꎬ 随风飘落ꎮ 叶子飘落那一刹是那么的决然ꎬ 丝毫不留恋枝

干对它的依依不舍ꎬ 便告别了往日云烟ꎬ 只为追求那稍纵即逝的瞬间美丽ꎬ 因为幸福

就是一瞬间的感觉ꎮ 西北风卷起了地面上一片片绚丽多彩的叶子ꎬ 叶子在风中追逐着

追逐着ꎬ 似乎有点怀念在大树上傲视一切的感觉ꎬ 但最终还是慢慢落下来ꎬ 重回大地

的怀抱ꎮ 在这深冬时节ꎬ 这些叶子红得那么耀眼ꎬ 那么张扬ꎬ 就像电影 «英雄» 里

胡树林之战一样ꎬ 漫天飞舞的红叶透露出对尘世的感叹ꎮ
这便是法国枇杷的叶子ꎮ 每年秋冬时节ꎬ 天气转凉之际ꎬ 在湛江市区枇杷街

(逸仙路)、 文明路、 九二一路、 中山一路、 海北路、 “三民路” 等街道两旁ꎬ 众多的

法国枇杷枝繁叶茂ꎬ 可短短数天内叶子便变成了深红色ꎬ 仿佛为城市抹上一笔浓重的

油彩ꎮ 法国枇杷作为城市行道树ꎬ 在国内是湛江所独有ꎮ 或许是不耐寒冷ꎬ 湛江北部

地区ꎬ 便是少见这种树ꎮ 因其叶子和果实都有点仿似本地枇杷树ꎬ 最早由法国人引进



　
　
　
　
湛
江
市
城
建
志

５９８　　
湛江ꎬ 因而市民习惯称其为 “法国枇杷”ꎮ 其实ꎬ 法国枇杷只是别名ꎬ 它的正式学名

叫大叶榄仁ꎮ 大叶榄仁的叶子宽大奇特ꎬ 叶大而柄短ꎬ 状如倒卵形ꎬ 与神话故事

«铁扇公主» 的铁扇颇有几分相似ꎬ 仅从叶子看ꎬ 不但比小叶榄仁大好几倍ꎬ 而且是

所有乔木的 “大哥大”ꎮ 它的枝叶呈现水平轮生状ꎬ 看起来一层一层的ꎬ 相当有特

色ꎮ 这种特殊的分枝结构ꎬ 交错排列ꎬ 形成宽阔、 平顶状树冠ꎬ 遮阳挡雨ꎬ 给行人以

方便ꎬ 故又称雨伞树ꎮ
最令人刮目相看的ꎬ 是大叶榄仁极富人性化的表现ꎬ 即是它那多变的叶子ꎮ 它在

默默无闻给人们撑起一片片绿荫的同时ꎬ 又忠实地传递悄然变化的自然气息: 每到春

回大地、 万物复苏时ꎬ 它的叶子呈现新芽翠绿ꎬ 给人们带来生机盎然的浓浓春意ꎻ 每

到炎夏酷暑、 骄阳似火时ꎬ 它的叶子硕大墨绿ꎬ 层层叠叠ꎬ 给人们撑起一把把巨伞ꎬ
在马路形成 “绿色隧道”ꎬ 投下丝丝凉意ꎻ 每到谷黄果熟、 金风送爽的秋天ꎬ 它的叶

子由绿变黄ꎬ 绚丽多姿ꎬ 给人们报送丰收的喜讯ꎻ 每到严寒刺骨、 万物萧条的冬日ꎬ
它的叶子由黄变红ꎬ 数日之间便红叶落尽ꎬ 让冬日给人们洒下暖融融的光热

在湛江老一代人眼中ꎬ 法国枇杷相当于他们的儿时玩伴ꎮ 家住在赤坎九二一路附

近的林伯说起法国枇杷时绘声绘色ꎮ 他说法国枇杷无花有果ꎬ 意思是不开花ꎬ 长果

实ꎬ 这 ６０ 多年来他都没见过法国枇杷开花ꎮ 往年这个时节ꎬ 叶子已经全部落光了ꎬ
可能今年天气不够冷ꎬ 现在还看到稀稀疏疏的叶子挂在树上ꎮ 果实很好看ꎬ 但熟的时

候会变黑ꎬ 自动掉下来ꎮ 小时候没什么玩具玩ꎬ 大伙都是在枇杷树底下长大的ꎬ 天热

时在树荫下乘凉ꎬ 玩捉人游戏ꎬ 也会爬到树上去玩ꎮ ６０ 年代饥荒时还摘它的果实吃ꎬ
有点甜但肉不多ꎮ 其实ꎬ 法国枇杷是开花的ꎬ 为穗状花序、 长而纤细ꎬ 腋生ꎬ 多为绿

色或白色ꎬ 不易被人觉察而已ꎮ
(原载于 «湛江晚报»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５ 日)
６ «玛珥湖: 打开地球迷宫的一把 “钥匙” »
新闻背景: 这是国内第一篇较为系统介绍玛珥湖火山知识的科普文章ꎮ １９９７ 年

秋ꎬ 作者召集羊城晚报湛江记者站长袁增伟、 湛江日报摄影部主任李波和湛江电视台

记者曹卞等媒体记者ꎬ 采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２１ 世纪国际大陆气候研究计划” 中

的玛珥湖科考组ꎬ 该组主要成员世界首席火山学家内根坦克教授ꎬ 中科院地质研究

所所长刘嘉麒教授ꎮ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ꎬ 湖光岩风景区管理处黄坤伟主任召开新闻发布会ꎬ
媒体记者追问何为玛珥湖? 大家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ꎬ 黄坤伟急忙派汽车接作者

进景区ꎬ 临急抱佛脚ꎬ 作了解释ꎮ 事后整理采访笔记和查阅火山资料ꎬ 写成稿件ꎬ 并

在湛江日报发表ꎬ 在全国地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成立以广东省副省长许

德立为组长的 “中国雷琼火山世界地质公园” 粤桂琼三省 (区) 联合申报小组ꎬ 作

者被推荐参加执笔编写材料的其中一员ꎮ 全文如下:
风景名胜ꎬ 特别是火山区型风景名胜ꎬ 很多都代表地球历史的某一段代史ꎮ 例

如ꎬ 湛江市湖光岩风景区的玛珥湖ꎬ 就以其全世界罕见的古代第四纪纪以来的湖泊沉

积物ꎬ 在全球具有重要的对比价值ꎮ
从远古到今天ꎬ 地球形成已有 ４７ 亿年历史ꎬ 生物圈在地球上已存在 ３４ 亿年之

久ꎮ 大自然中的生物圈经过沧桑变化ꎬ 繁衍生息ꎬ 方オ出现人类ꎮ 而从猿到人在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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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现的时间只不过两三百万年ꎬ 还不到整个生物史的千分之一ꎮ 可是ꎬ 人类却在这

千分之一的时间里ꎬ 用自己的愚昧无知破坏了大自然ꎬ 导致人类生存面临了危机ꎮ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ꎬ 在法国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地质遗产保护研讨会上通过的 «保护地

球历史国际宣言» 就已经发出警告: “地球只有一个!” 希望 “地球村” 上的居民认

识到ꎬ 保护风景区———不可再生的资源ꎬ 就是保护地球及其历史ꎮ 为了拯救地球ꎬ 保

护人类唯一的家园ꎬ 科学家们正在长期不懈地努力ꎬ 试图通过对地球的外形、 地貌等

自然遗产的研究来探索人类的生存环境ꎮ 但是ꎬ 一直到目前为止ꎬ 在全世界科学仪器

上所记录到的地球演变史中ꎬ 最长时间的记录也只有 ４００ 年ꎮ 虽然树轮可以记载

３０００ 年的演变史ꎬ 但其参数以及解释模型较难确定ꎬ 并且时间跨度也不够长ꎮ 因此ꎬ
必须找到一种 ５０００ 年、 １ 万年、 １５ 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连续记录ꎬ 才能使这一研究

具有突破性进展ꎮ 正如一棵老树的年轮留下了它成长、 生活的所有历史一样ꎬ 地球也

记录下它的历史ꎮ 而每一个火山型风景名胜区很多都储存了地球的一段历史ꎬ 即

“段代史”ꎬ 经过全面综合整理ꎬ 去伪存真ꎬ 就是一部地球几十亿年以来的 “通史”ꎮ
也就是说ꎬ 每一个风景名胜区是 “通史” 中的一 “页” 或一个 “章节”ꎮ 因此ꎬ 在本

世纪末ꎬ 经过中外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ꎬ 一个以雷州半岛湖光岩、 长白山龙湾、 西藏

昆仓山等火山区湖泊的沉积物为基础ꎬ 以年为高分辨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２１ 世

纪国际大陆气候研究计划”ꎬ 终于选择在较为理想的湖光岩正式启动ꎮ
湖光岩的玛珥湖面积 ２ ２３ 平方千米ꎬ 湖深 ４４６ 米ꎬ 是 ２０ 万年以前经过多次火山

爆发后ꎬ 大量的岩浆从地层深处喷发而出ꎬ 散落在四周堆积成山ꎮ 经过漫长的岁月ꎬ
火山口慢慢地停止了喷发ꎬ 它的热量也不断丧失ꎬ 如同所有逐步冷却的东西一样ꎬ 它

也在慢慢地地凝缩ꎬ 逐渐往下沉陷ꎬ 终于变成了深不可测的死火山口ꎮ 同时ꎬ 又经过

年代久远的风吹雨打ꎬ 再加上冰冻严寒和地下水的作用ꎬ 使得这个地壳洞孔慢慢下

陷ꎬ 逐渐蓄上水ꎬ 就就形成了湖泊ꎮ 这种在平原或丘陵地带ꎬ 由于几千万年的地売发

生了巨大的断裂运动所造成的死火山口湖ꎬ 在地质学上叫做玛珥湖ꎮ 它的特点是湖水

低于海平面、 水质稳定、 永不干涸ꎮ
世界上的火山多种多样ꎬ 但自然形成玛珥湖的却屈指可数ꎮ 目前ꎬ 世界上大概还

有 ３２０ 座活火山ꎮ 过去曾经一度有过 ４００ 座ꎬ 但那以后ꎬ 有的活火山退隐了ꎬ 大多数

进入普通寻常的山峰行列ꎬ 如日本的富士山ꎻ 也有为数不多的变成了玛珥湖ꎬ 如雷州

半岛的湖光岩ꎮ 当然ꎬ 在别的地方也有死火山口ꎬ 例如在雷州、 徐闻和海南岛都有几

个ꎬ 但它们变成了干涸的凹陷ꎬ 没有形成湖泊ꎬ 所以不能叫玛珥湖 (干玛珥)ꎻ 又如

中国北方长白山 “天池”ꎬ 那是 １７０２ 年最后一次火山爆发后ꎬ 在山峰上留下的凹坑ꎬ
经过终年雨水和雪水积聚而成的湖泊ꎬ 且湖面比海平面还高出 ２２００ 米ꎬ 所以它也不

能算是玛珥湖ꎬ 只能叫死火山口湖ꎮ 由此看来ꎬ 湖光岩不仅仅是 “三大” 或者 “四
大” 的火山口湖ꎬ 而且是中国最典型 (原文: “唯一” 不准确) 的玛珥湖ꎮ

由于湖光岩形成的历史悠久ꎬ 四周地形呈封闭状态ꎬ 又没有受到外界过多的干

扰ꎬ 所以ꎬ 铺盖在原始湖底的层层叠叠的沉积物ꎬ 是一部地球几十万年演变发展留下

的 “天然年鉴”ꎬ 地质学上叫做年层沉积物ꎮ 这种年层沉积物ꎬ 是从最古老的地质年

代第四纪开始ꎬ 层层叠叠地到达湖底ꎮ 每一年层的沉积物的性质和组织结构都不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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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ꎮ 它代表着不同地质年代的气候环境状态ꎮ

厚厚的年层沉积物ꎬ 好比一本硕大无比的历史书ꎬ 夹藏在不同地层里的古生物化

石就像一种特殊的文字信息ꎬ 记录了沧海桑田ꎮ 这些化石不仅是划分地质年代的重要

依据ꎬ 也是人类开启地球迷宫的一把 “钥匙”ꎮ 例如ꎬ 在有些五光十色的大理石上ꎬ
镶嵌着许多美丽精致的花纹图案ꎬ 有的像水中的波浪ꎬ 有的像树木的年轮ꎮ 这些花纹

图案就是一种原始生物形成的化石ꎮ 它包括动物的骨骼、 牙齿、 贝壳及植物的枝干、
花叶、 种子ꎬ 还有动物的粪便、 蛋ꎬ 古人使用过的工具等等ꎮ 它们经过天长日久的风

吹日晒ꎬ 最终 “落叶归根”ꎬ 随风飘落在湖里ꎬ 并且缓慢地一年一层地覆覆盖在湖底

而形成原始生物化石ꎮ 地质学家可以通过高新科学技术ꎬ 对这些沉积物进行钴探采

样ꎬ 然后再用放射性同位素测定法和古生物学两种方法来划分不同地质年代的年层沉

积物ꎬ 从中寻找出这一地区的环境气候变化规律ꎬ 为下一世纪全球灾害性的天气预测

建立起 １００ 年的 “天然年历”ꎮ 这也就是中外科学家们看中湖光岩的缘故ꎮ
大自然给予湖光岩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ꎬ 它那古老奇特的火山地貌景观和沉睡了

几十万年的玛珥湖给了世界一个惊喜ꎮ 因此保护人类的地质遗产ꎬ 研究和利用好湖光

岩ꎬ 功在当代ꎬ 利在千秋ꎮ (原载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月 ２５ 日 «湛江日报» )

七、 ２００５年湛江市创园新闻通稿辑存 (１０个专题)

新闻背景: 湛江临海而生ꎬ 以港建市ꎬ 继而因绿兴市ꎬ 因环境改善、 景观美化而

促进经济发展ꎬ 至 ２００５ 年实现创建 “国家园林城市” 的目标ꎬ 城市绿化水平达到一

个新高度ꎮ 为了全面解读湛江城市绿化的建设过程、 功能要求和经营目的ꎬ 让媒体记

者理解和突出宣传园林绿化是城市经济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丰富

城市生态系统的基础设施ꎬ 是满足人们娱乐社交活动需求的休闲设施ꎬ 是改善城市面

貌千篇一律、 文脉难以继承而创作具有时代精神、 符合现代人生活需要ꎬ 又具有民

族、 地方文化特色园林的重要措施ꎬ 因而编写这一组新闻通稿ꎬ 在迎省检、 国检期间

本市和省内多家媒体争抢刊用ꎬ 真实反映和记录湛江人成功创园的足迹ꎮ
●情系百姓建绿城

———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报道之一

不论是南来北往的过客ꎬ 还是湛江当地的居民ꎬ 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ꎬ 港城湛江

正逐步被郁郁葱葱的生命之绿所覆盖ꎬ 街头小游园小绿地星罗棋布ꎬ 大大小小的绿地

景观赏心悦目ꎬ 蓝天、 白云、 碧水、 绿地交相辉映ꎬ 一个人与环境和谐、 经济发展与

生态建设协调的新湛江正呈现在人们面前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决

定ꎬ 制定 “三年四还” 工程计划ꎬ 即用三年时间实现还路于民、 还绿于民、 还岸于

民、 还景于民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成立以市长担任组长的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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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ꎬ 制定创建工作实施方案ꎬ 召开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暨城市绿化年动员大会ꎬ 进一

步理顺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体制ꎬ 完成编制 «湛江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ꎮ 这个规划给

我们勾画出生态湛江的美丽图景: 让湛江大地构建 “青山、 碧水、 蓝天、 绿城” 的

绿地生态系统ꎬ 围绕 “环、 线、 廊、 园、 林” 五字做文章ꎬ 实现 “一湾两岸六组团”
的城市架构ꎬ 营造出最适宜居住和创业发展的环境ꎮ 在这种美景感召下ꎬ 湛江市绿潮

涌动: 全市各界掀起了大规模义务植树活动ꎬ 自发地组织起来兴建和认种认养绿地ꎻ
机关、 厂矿、 社区、 企事业单位、 大专院校积极参与爱绿、 植绿、 护绿ꎻ 短短三年

内ꎬ 经历了一场有史以来的拆违建绿、 拆墙透绿、 见缝插绿的大行动ꎬ 不仅市区面貌

焕然一新ꎬ 而且没有发生一起群众上访告状事件ꎬ 由于群众生活环境极大改善ꎬ 城建

工作赢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ꎬ 全市人民齐心协力ꎬ 共同打造绿色家园ꎬ 掀起了

前所未有的城市园林绿化新高潮ꎮ
俗话说: 走千走万ꎬ 不如海湾两岸ꎮ 湛江市充分利用自然优势ꎬ 以道路建设为突

破口ꎬ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ꎬ 坚持 “绿随路建、 有路皆绿、 绿美结合” 的原则ꎬ
全面进行绿化建设ꎮ 近几年ꎬ 湛江市以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为契机ꎬ 不搞贪大求洋、 群

众反对的面子工程ꎬ 而是求真务实ꎬ 因地制宜ꎬ 就地取材ꎬ 制定低成本补绿增绿工程

方案ꎬ 以乡土植物和本地建材为主ꎬ 大量采用野花野草ꎬ 花小钱办大事ꎬ 既有效地降

低园林绿化建设的成本ꎬ 又体现地方特色ꎬ 同时也杜绝外来物种的侵袭ꎬ 走出一条

“低成本、 高效率” 的运作之路ꎮ
今天的湛江ꎬ 全市绿地总面积达到 ２５３３ １９ 公顷ꎻ 城市绿地率达到 ３６ ０２％ꎻ 绿

化覆盖率达到 ３８ ７４％ꎻ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８ ８ 平方米ꎮ 一个 “城在林中ꎬ 楼在

绿中ꎬ 居在园中ꎬ 人在景中” 的美丽湛江ꎬ 正向着 ７００ 多万湛江人民阔步走来!
●绿更多花更艳园更美

———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报道之二

在 “国检” 即将到来之际ꎬ 沿着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建设者的足迹ꎬ 我们看到ꎬ
一条条宽阔的大街ꎬ 一幢幢高耸的大楼ꎬ 一排排整齐的别墅ꎬ 一处处迷人的古迹ꎬ 一

块块独具南国情调的小游园ꎬ 与青山绿水ꎬ 与古树名木ꎬ 相映成趣ꎬ 构成一幅幅别具

特色的南国海滨热带风情图ꎬ 让人深深感受到今日的湛江着实是绿更多ꎬ 花更艳ꎬ 园

更美ꎮ
湛江的 “创建” 工作ꎬ 最卓有成效、 最受群众欢迎的首先要数观海长廊和南桥

公园ꎮ
霞山金海岸观海长廊位于霞山城区东部ꎬ 湛江海湾西岸ꎬ 原是一片杂草丛生、 建

筑余泥垃圾乱倒的荒海滩ꎮ 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活动中ꎬ 市政府斥资 ８５００ 万元对

此地进行改造ꎬ 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完工ꎬ 一个以绿色生态环境为主题ꎬ 以碧海、 沙滩、
花草、 绿树等自然景观为主调的海岸ꎬ 开阔秀丽ꎬ 满目园林美景的市级带状公园更加

婀娜多姿ꎮ 如今漫步园中ꎬ 仿佛置身于绿色的宫殿ꎮ 目之所至ꎬ 那层层叠叠的绿ꎬ 起

伏跌宕的绿、 绿得让人神迷ꎬ 绿得叫人心醉ꎮ 翠绿之下ꎬ 白沙滩的浪花飞珠溅玉ꎻ ２２
根石柱支撑起时代广场的通透门廊ꎬ 园内百花盛开ꎬ 月亮岛上秀色无边

不常来公园玩的人也许不知道ꎬ 观海长廊美景最动人之处是夜晚ꎮ 五彩缤纷的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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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ꎬ 勾勒出一座座亭台楼阁的倩影ꎬ 宛如天上的琼楼玉宇ꎬ 又仿佛是缥缈的海市蜃

楼ꎬ 令人目不暇接ꎬ 叹为观止ꎮ
而在南桥公园ꎬ 占地 ４ 公顷ꎬ 充满南国热带风情ꎬ 处处花圃环绕ꎬ 美丽壮观的休

闲广场ꎬ 这里大型绿地与硬地相结合ꎬ 综合性、 多功能为市民提供了优雅的休闲活动

空间ꎮ 每天清晨和夜晚ꎬ 数以千计的市民来这里做健美操、 跳集体舞、 尽情享受着生

活的情趣ꎮ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ꎬ 湛江市人民政府把绿化港城摆上举足轻重的位置ꎬ 采取政府投

入与企业认建、 依法拆违建绿等办法ꎬ 先后新建了南桥公园、 北桥公园、 海田公园、
金沙湾观海长廊、 渔港公园、 绿塘河公园、 麻章百乐园等 １０ 个公园ꎬ 增绿 １３５ ３７ 公

顷ꎬ 增幅 ３２ ８３％ꎮ 至 ２００４ 年ꎬ 市区绿化覆盖率、 绿地率、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均已达

标ꎬ 几代人的 “绿色梦想” 将要实现ꎮ 一个 “城在绿中ꎬ 绿在城中”ꎬ 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绿色人居环境呈现南国ꎮ
●绿色诗行满港城

———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报道之三

笔者走访捕捉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成果时ꎬ 惊喜地发现ꎬ 绿色的飘带正在向市中心

飞扬ꎬ “一路一树ꎬ 一路一景”ꎬ 是湛江人在市区道路上写下的绿色诗行ꎮ
的确ꎬ 通过近几年的努力ꎬ 湛江市先后建成机场路、 东新路、 军民路、 椹川大道

等交通干道绿化工程ꎬ 真正做到 “绿随路建” “有路皆绿” 的目标ꎬ 道路绿化不断上

档次ꎬ 上水平ꎮ 如今ꎬ 全市绿化道路 ２２３ ８７ 千米ꎬ 道路绿化普及率达到 １００％ꎬ 形成

一道道绿色风光带ꎬ 纵横交织成一幅巨大的绿色网络ꎮ
气派美观的机场路ꎬ 宽 ８２ 米ꎬ 全长 ４ 千米ꎬ 铺设大色块绿地ꎬ 用四条带状的绿

化带将三条机动车道分隔开来ꎬ 绿化率占 ６１％ꎮ 植物选用了多种木本花卉ꎬ 加上草

本、 灌木花卉ꎬ 整条道路呈现出四季花开不断、 花团锦秀的热闹景象ꎮ 外地来客步出

空港ꎬ 机场路入口处一丛丛的蒲葵、 银海枣、 大王椰等热带棕榈植物首先 “抢” 入

眼帘ꎬ 一股南国热带风情随即扑面而来ꎮ 乘车驶上宽阔的机场路ꎬ 就会看到一条色彩

热烈的 “迎宾路”: 只见路两旁绿树相映ꎬ 以挺拔苍翠的金黄色竹子作为背景树ꎬ 寓

意 “竹报平安”ꎻ 竹子前面列植一行 “市花” ———紫荆花ꎬ 中间两条绿化带东西连

绵ꎬ 以乔、 灌、 草混种ꎬ 花坛两侧栽种条形的风雨草ꎬ 象征过往旅客 “风雨兼程”
心情ꎮ 紫荆、 细叶榕、 盆架子树ꎬ 从初春的新绿慢慢变成了秋天的深绿ꎬ 展现出一派

南国特有的勃勃生机ꎻ 山杜英树上那小红叶常年点缀林间ꎬ 如同飘出一串串美妙悦耳

的音符ꎻ 到了冬天又增添了枫叶的火红ꎬ 成就了层林尽染的巨大画幅一位司机对

记者说ꎬ 机场路是湛江最飘亮的路段之一ꎬ “不是花园却胜似花园”ꎬ 让人在开车时

也神采飞扬ꎬ 心情格外舒畅ꎮ
其实ꎬ 像花园一样的路又岂止机场路一条ꎮ 君不见ꎬ 人民中路大王椰亭亭玉立ꎬ

四季常青ꎻ 两旁人行道浓荫蔽日ꎬ 如华盖耸立ꎬ 那是有历经几十年风雨的桃花心木ꎻ
再看解放西路、 军民路ꎬ 隔车绿化带的蒲葵迎风摆舞着宽枝阔叶ꎬ 挥洒出浓浓的葵乡

风韵ꎻ 还有跃进路的芒果、 扁桃ꎬ 一年到头都透着酽酽新绿ꎻ 康顺路上垂榕美观整

齐ꎬ 如玉带丝绦系于大路两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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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立街头ꎬ 不禁让人想起 “青山垂影ꎬ 绿叶为文” 这一妙句ꎮ 看ꎬ 整洁美丽的

一条条绿色通道正展开热情的臂膀ꎬ 迎接各方宾客的到来!
●人与自然若比邻

———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报道之四

三年 “创建”ꎬ 三年大变ꎮ 身处港城的湛江人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公共绿地的建

设ꎮ 按照 “一 (小) 区一公园ꎬ 一楼一绿地” 的要求ꎬ 合理布局ꎬ 因地制宜ꎬ 先后

新建 ２６ 个小游园、 小绿地ꎬ 共增绿 １０ ７４ 公顷ꎮ 百姓推窗见绿叶ꎬ 开门闻花香ꎮ 浓

荫下ꎬ 绿丛中ꎬ 市民们怡然自得ꎬ 清晨运动ꎬ 黄昏漫步ꎬ 尽享着大自然的清新气爽ꎮ
湛江ꎬ 青山碧水相伴ꎬ 绿树鲜花簇拥ꎮ 在这里ꎬ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实现奇妙的

交融ꎬ 湛江的美ꎬ 美在绿与花ꎮ 一位离休老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感叹: ３ 年ꎬ
在历史长河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ꎬ 然而ꎬ 湛江却在这一瞬间 “忽如一夜春风来ꎬ 千

街万巷绿满盖”ꎮ
瞧ꎬ 那占地 １３ 公顷的霞山金海岸观海长廊ꎬ 作为湛江最大型的绿色生态休闲公

园ꎬ 放眼望去ꎬ 大面积绿地绵延起伏ꎮ 一排排油棕、 大王椰、 细叶榕、 杜英、 火凤

凰、 紫荆、 刺桐等高低错落ꎬ 乔、 灌、 草、 花相结合ꎬ 形成蔬密有致的空间环境ꎬ 这

里四季常青ꎬ 花开不断ꎬ 蔚为壮观ꎮ
如果说观海长廊是南国湛江滨海园林城市最大型的绿化图ꎬ 那么位于赤坎水库大

堤下的南桥公园ꎬ 则是一座充满人文气息的雅致雕塑艺术品ꎮ 这里以种植开花树种、
棕榈植物、 彩叶灌木为主的植物造景景观ꎬ 给人以视野开阔、 立体感强、 色彩丰富的

感受ꎻ 园中缓坡草地构成开放空间ꎬ 小径蜿蜒潜行于翠叶繁花之间ꎬ 燕语莺啭隐约于

茂树浓荫之中ꎬ 更令人心旷神怡ꎮ 而公园后部大面积的细叶榕、 夹竹桃ꎬ 浓浓绿荫ꎬ
则充满乡村风情

如今ꎬ 湛江大大小小的公园、 广场、 绿地有 ５０ 多个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海滨公园

北苑那块由开发商花 ６００ 万元买下准备建大厦的土地ꎬ 政府用等值的土地置换后ꎬ 建

起一个景色优美的小游园ꎮ 还有海田带状公园、 金沙湾观海长廊等ꎬ 处处给人以美的

享受ꎬ 绿的福音ꎮ 不少市民发自内心说ꎬ 如今湛江的市容市貌ꎬ 比起茂名、 北海周边

城市毫不逊色ꎬ 或许更靓丽ꎮ 一位来自南半球澳洲凯恩斯市的园艺专家金莫里斯先

生第一次踏足湛江ꎬ 一下子被多姿多彩的园林城市景观所吸引ꎬ 忙着拿出摄像机拍

摄ꎬ 他兴奋地说ꎬ “我回去要让家人和朋友好好分享北半球热带风情的美丽ꎮ”
●庭院草绿伴花香

———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报道之五

如果说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ꎬ 公共绿地建设是一部绿色的交响乐ꎬ 那么单位

附属绿地建设则是其中一段动人的乐章ꎮ 三年的创建活动ꎬ 这乐章弹奏得跌宕起伏ꎬ
优美动人ꎬ 呈现一幅幅草绿花香伴庭院的景观图ꎮ

依山傍水的海滨宾馆ꎬ 堪称庭院绿化的代表作ꎮ １８ 公顷的用地就有 １６ 公顷的绿

地ꎬ 绿毯般的草坪随着道路延伸ꎻ 路旁鲜花好似绚丽的彩带ꎻ 涟漪轻泛的水面上ꎬ 曲

桥横亘ꎬ 出水的宝巾花和着四周树色掩映池中ꎬ 古雅的盆景错落地陈列于水中方石

上ꎬ 还有苍劲古朴的木麻黄、 潇洒飘逸的凤凰树、 龙蟠虎踞的五针松、 玲珑精巧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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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榕ꎻ 园中水池ꎬ 龙女戏珠ꎬ 锦鲤畅游ꎻ 各种花儿争艳ꎬ 庭廊秀色无边ꎮ

走进市委、 市政府机关大院ꎬ 展现眼前的是绿的海洋ꎮ 墨绿、 深绿、 翠绿、 淡绿

交织一体ꎬ 楼前楼后和各条道路两旁ꎬ 都被芒果、 红棉、 大王椰、 细叶榕等绿树包围

着ꎬ 与茵茵草坪相映成趣ꎮ 置身其中ꎬ 满眼是绿的 “围墙”、 绿的 “栅栏”、 绿的

“地毯”ꎮ
南海舰队某部营房更是别有一番园林景致ꎮ 别以为军营只有训练场ꎬ 这里绿篱棱

角整齐ꎬ 高矮相当ꎬ 间隔一致的棕榈树、 细叶榕、 芒果树等引领出十字形的大道ꎮ 严

整的布局ꎬ 恰当体现军营严肃气氛ꎮ 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院内一角的石山流水

——— “南沙家园”ꎬ 它辟出了充满意趣的另一片天地ꎮ
有 “花园学府” 之称的湛江师范学院ꎬ 在如茵草地上ꎬ 在明净湖水中ꎬ 尤为引

人注目的是校内 “流芳亭” “钟塔” “榕园” “情人坡” 等人文景观ꎬ 他们都有着特

殊的内涵ꎮ 如名为 “流芳亭” 景观ꎬ 取莘莘学子学业有成ꎬ 流芳百世之意ꎻ “钟塔”
则在正点响起美妙乐声ꎬ 提醒同学们惜时如金ꎬ 珍惜美好时光ꎮ

湛江市第四幼儿园因地制宜ꎬ 大力拓展楼顶绿化与垂直绿化ꎮ 大堂、 梯间、 阳

台、 通道出入口等重点位置均点缀精致小品ꎻ 楼顶种有数百棵小灌木ꎬ 各色花卉ꎬ 枝

繁叶茂ꎬ 姹紫嫣红ꎬ 堪称 “空中花园”ꎮ
据悉ꎬ 湛江市从 １９９９ 年起就开展了创建 “园林绿化先进单位” 评选活动ꎬ 先后

有 １７２ 个单位绿化达标ꎬ ５２ 个单位被评为 “园林绿化先进单位”ꎬ 分别占全市 ２４４ 个

独立庭院的 ７０ ５％和 ２１ ３％ꎮ 一位市委机关干部告诉记者ꎬ 庭院绿化ꎬ 大家置身优

美的环境中工作ꎬ 着实陶冶情操ꎬ 令人心情舒畅ꎬ 更可提高工作效率ꎮ
●旧时风物添新韵

———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报道之六

湛江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ꎮ 三年 “创建” 活动ꎬ 湛江市注重保护具有历史

纪念价值的街区和建筑群ꎬ 对其周边环境进行绿化美化ꎬ 让旧时风物凭添几分风韵ꎬ
成为城市园林景点中的亮丽名片ꎮ

寸金桥坐落在赤坎区西侧ꎬ 是 １９２５ 年为纪念湛江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侵占广州

湾ꎬ 驱逐外来强敌ꎬ 并取得斗争胜利而修的寸金桥ꎬ 其寓意 “寸土寸金”ꎮ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国家领导人董必武来湛视察ꎬ 为该桥题诗: “不甘俯首所瓜分ꎬ 抗法人民组义军ꎮ
黄略麻章皆创敌ꎬ 寸金桥隔自由云”ꎮ 郭沫若也有 “一寸河山一寸金” 的诗句ꎮ １９８３
年建抗法纪念雕像ꎮ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ꎬ 重修寸金桥ꎬ 桥宽扩至 ２２ 米ꎬ 伸长 ２４ 米ꎬ 为水泥

钢筋结构ꎮ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ꎬ 市政府在桥一侧修建寸金纪念广场ꎬ 面积 ２ ４４ 公顷ꎬ 桥南

北侧各加宽 ６ 米、 ９ 米ꎻ 两旁栏杆上建有石狗雕塑ꎬ 意为忠贞爱国、 吉祥如意ꎻ 中央

建有一座抗法简史纪念碑ꎮ 现为湛江市文物保护单位ꎮ
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ꎬ 在霞山区海滨一路ꎮ １９０３ 年建楼ꎬ 水泥钢筋ꎬ 二层楼

房ꎬ 窗仿哥特式ꎬ 有地下室ꎬ 楼房前后花红草绿ꎮ 建成后至 １９４５ 年ꎬ 广州湾租借地

法国公使署均设于此ꎮ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 年湛江市国民政府、 １９５０~１９５４ 年湛江市人民政府

亦设于此ꎮ 近年来该馆翻修一新ꎬ 现为市文物保护单位ꎮ
湖光岩楞严寺经近年扩建修整ꎬ 重现风采ꎮ 寺堂结构平衡、 深邃、 严整统一ꎬ 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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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木石所造的飞檐、 门楼、 台阁无不体现东方古典建筑文化的神韵ꎮ 寺堂内洋溢着浓

郁的宗教气息ꎬ 寺内环境幽静ꎬ 绿树扶疏ꎬ 古木苍翠ꎬ 在庄严肃穆的寺堂外ꎬ 却是一

派轻松开阔的景象ꎮ 绿地随缓坡舒展ꎬ 奇树、 怪石、 盆景散见其上ꎻ 四周回廊环抱ꎬ
两侧轩榭相望ꎬ 一曲曲古琴ꎬ 一缕缕茶香ꎬ 颇有情调ꎮ 寺堂背后ꎬ 由宋朝宰相李纲题

写 “湖光岩” 三个大字ꎬ 雕刻在岩壁上ꎮ
在赤坎古商埠旧址一则ꎬ 便是 “三民路历史街区”ꎬ 这里融汇上世纪初归国华侨

对中华传统的眷恋和对国外南洋风情的向往ꎮ 过去ꎬ 它只是掩埋在高楼林立、 繁嚣闹

市里的旧建筑群ꎬ 如今ꎬ 经人们一翻细心装点后ꎬ 它那破旧苍凉的面目从此不再ꎮ
湛江历史人文景观ꎬ 无不透露出南国热带园林的迷人风情ꎮ
●满城新颜容光焕

———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报道之七

破旧的楼房变成外型各异、 色彩明快的新楼房ꎬ 脏乱狭窄的老街变成洁净宽广、
富有现代商业气息的新路目睹 “创园” 成果ꎬ 湛江人惊异发现ꎬ 三年 “创园”ꎬ
我们的家园已换上新装ꎬ 展露出迷人的风姿ꎬ 处处散发着南国港城独有的魅力和活

力ꎮ
市政设施是建设园林城市的基础ꎮ 多年来ꎬ 全市投入市政建设资金 １２ 亿元ꎬ 全

方位、 大规模实施城市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和整治ꎬ 先后建成椹川大道、 东新路、
机场路ꎬ 改造人民大道、 解放西路、 康顺路等 １７ 条道路绿化ꎬ 至 ２００４ 年ꎬ 市区道路

总长 ２２３ ８７ 千米ꎬ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９ ７５ 平方米ꎬ 道路绿化普及率 １００％ꎬ 形成了

一道道绿色风景带ꎬ 纵横交织成一幅巨大的绿色网络ꎮ 平整、 顺畅是司机们的共同感

受ꎬ 一位的士司机接受记者采访说: “过去马路又窄又烂ꎬ 开起车来像跳'的士高'ꎬ
现在路面宽阔、 平坦又气派ꎬ 开起车来既轻快又省油ꎬ 心情特别舒畅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为方便残疾人行走ꎬ 在观海路、 文明路、 人民南路、 中山一路等

主要道路人行道上加设带坑纹导盲砖、 交叉路口的无障碍通道等助残设施ꎬ 方便残疾

人外出活动ꎮ 湛江市还加大力度改造地下排水工程ꎬ 新建排水管道 ４６ ６４ 千米ꎬ 市区

排水管道密度达 ５ ３５ 千米 /平方千米ꎬ 使 “落雨大ꎬ 水浸街” 的现象逐年减少ꎮ
然而ꎬ 市政建设岂止道路和绿化ꎬ 政府还按 “亮化工程” 的要求ꎬ 投资 ３５００ 万

元用于路灯建设ꎬ 市区亮灯率达 ９８ ６％ꎬ 大街小巷灯亮路明ꎮ 一位老干部说: “以前

湛江是'道路不平ꎬ 路灯不明'ꎬ 但如今这些现象已一去不返喽ꎮ”
如今ꎬ 漫步湛江街头ꎬ 举目眺望ꎬ 四处都是粉刷一新的楼房ꎬ 主干道两旁违建、

临建拆除了ꎬ 各大单位过去密不透风的围墙拆除了ꎬ 取而代之以通透围栏ꎬ 让人感觉

道路空间宽了、 舒服多了、 亲切多了ꎮ 这是市政建设中ꎬ “穿衣带帽” 工程的一大成

果ꎮ
纵观今日的湛江ꎬ 好一派繁荣景象: 高楼林立ꎬ 路网纵横ꎬ 道宽路净ꎬ 花草遍

城ꎬ 每当夜幕降临ꎬ 灯火璀璨目睹近年来湛江的变化ꎬ 感受到湛江市政建设折射

出来的现代都市气息ꎬ 许多湛江人由衷赞道: “湛江变了ꎬ 湛江靓了!”
●滨海风情迷人眼

———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报道之八



　
　
　
　
湛
江
市
城
建
志

６０６　　
湛江海湾穿城而入ꎬ 留下了长达 ２４０ 千米曲折而优美的岸线ꎮ 大自然的慷慨赐

予ꎬ 使湛江城市拥有 “一湾两岸、 水抱山环” 的秀丽景观ꎮ
曾几何时ꎬ 由于人们忽视对环境的保护ꎬ 岸边、 河边垃圾倾倒ꎬ 污水横流ꎬ 使海

湾黯然失色ꎮ 为再现碧水长流、 鱼跃清波的景致ꎬ “创园” 中ꎬ 政府不断加大整治力

度ꎬ 按照 “疏河、 清淤、 引水、 管理” 八字方针ꎬ 对南桥河、 北桥河、 南枊河等进

行综合治理ꎮ 全市已完成疏河清淤 １１ ３３４ 千米ꎬ 使河道变得宽畅ꎮ 为治理淤积、 污

染严重的南桥河ꎬ 一方面建设部门在采用 “两增一蓄” (引水增流、 抽水增流、 建蓄

水闸) 的办法ꎬ 抬高南桥河水位ꎬ 增大水流量ꎮ 另一方面ꎬ 组织人力定期清淤ꎬ 加

强巡查管理ꎬ 遏制沿岸乱倒淤泥垃圾、 乱堆乱放的现象ꎬ 并加紧建设赤坎污水处理

厂ꎬ 使水质逐步得到明显改善ꎮ
除了改善水质外ꎬ 湛江市还加大对堤岸的整治力度ꎬ 完成南桥河、 北桥河、 南枊

河河砌堤护岸工程近 １０ 千米ꎬ 建成河岸景观绿化带近 ９０００ 平方为ꎮ 如南桥河两岸的

绿化景观带ꎬ 采用热带滨江园林的设计风格ꎬ 运用椰子、 大王椰、 海枣、 国王椰等热

带植物品种ꎬ 以及黄榕、 龙船花、 黄婵等灌木或地被植物进行细致搭配ꎬ 使其与河

岸、 河水风光相结合ꎬ 热带滨江我情尽显ꎮ
三年多来ꎬ 湛江市实施 “还岸于民” 工程ꎬ 整治河岸、 海岸ꎬ 还在霞山、 赤坎

两地各建一段风景优美的观海长廊ꎮ 夜晚ꎬ 水面岸边景观带上园灯散发出优雅的泛

光ꎬ 小亭小苑隐约其中ꎬ 如一条条蜿蜒的银龙ꎬ 美景尽收眼底ꎮ
●古树名林逢甘霖

———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报道之九

湛江市有着悠久及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ꎬ 而古树名木这一自然遗产ꎬ 是 “活的

文物”ꎬ 历史的见证ꎮ 保护古树名木ꎬ 是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重要内容ꎮ
湛江市区现有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树 ３５７ 棵ꎬ 分布在市郊的自然村落和建成区内的

海滨公园、 寸金桥公园以及单位庭院内ꎮ 这些百年老树以顽强生命力传递着古老的信

息ꎬ 就像无声的诗歌ꎬ 立体的图画ꎬ 生命的雕塑ꎮ 看! 金山宾馆门前那棵盘根错节的

细叶榕ꎬ 老干虬枝、 苍劲古朴ꎬ 百年风霜在它粗糙的外皮上留下痕迹ꎬ 但它依然魁

伟ꎬ 充满活力ꎬ 仿佛是为你撑开的绿色华盖ꎻ 太平镇王村那棵 “桐洋树”ꎬ 茁壮屈曲

的枝干、 龙盘虎踞的板根以及主干上的斑驳青苔ꎬ 让人不由想起在它的绿荫下坐过的

一代代的渔乡儿女ꎻ 麻章区冯村那扭在一起枝叶交错的鸭脚木和斜叶榕ꎬ 两株连理树

经历了无数风雨ꎬ 时至今日仍亲热地拥抱着ꎮ 还有傲岸的木棉、 秀逸的白兰ꎬ 雍容的

樟树等形态各异的树种ꎬ 每一株却是一曲生命的赞歌ꎬ 引人沉浸在无限遐想之中ꎮ
为全面保护好城市古树名木ꎬ 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过程中ꎬ 湛江市继 １９８６ 年、

１９９６ 年后ꎬ ２００２ 年起又组织技术力量进行第三次普查ꎬ 并将普查范围扩大至乡村ꎬ
先后对这 ３５７ 棵古树的高度、 粗细、 冠幅、 树龄、 树态、 生势和生长环境进行考察记

录ꎮ 这些树主要是细叶榕、 大叶榕、 斜叶榕、 木棉、 人面子、 鸭脚木、 白兰、 秋枫、
龙眼、 芒果、 水翁、 朴树、 牛蹄豆等品种ꎬ 其中树龄在 １５０ 年以上的有 ９ 棵ꎮ

为加强对古树名木的科学化、 制度化、 规范化的管理ꎬ 除登记编号、 建档挂牌

外ꎬ 还采取防虫、 修剪、 堵洞、 支撑、 透气或增设护栏等多项保护措施ꎬ 同时做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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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古树名木的宣传工作ꎬ 提高市民对保护古树名木重要意义的认识ꎬ 使古树名木重焕

盎然生机ꎮ
●苗圃育出一城春

———湛江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报道之十

园林绿化苗圃建设ꎬ 是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一个重要内容ꎮ 三年来ꎬ 在市委市政

府的高度重视下ꎬ 湛江市认真做好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引种、 育种和推广工作ꎮ 随着

城市园林绿化事业蓬勃发展ꎬ 绿地用苗量亦大幅增长ꎬ 随之苗圃如雨后春笋迅速涌

现ꎮ 到 ２００４ 年止ꎬ 全市共有生产性苗圃数十家ꎬ 总面积达成 １４４ ６４ 公顷ꎬ 占建成区

面积 ２ １％ꎮ
在各类苗圃中ꎬ 国营、 集体苗圃在生产管理技术上更胜一筹ꎮ 如南亚作物科研所

辖下的苗圃场ꎬ 经多年探索研究ꎬ 在园林植物引种、 育种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绩ꎬ 成功

培育出非洲菊、 花叶芋、 香石竹、 蔓花生、 非洲紫罗兰、 大花惠兰和绿巨人等 １０ 多

种名贵花卉ꎻ 近三年来ꎬ 又引种栽培 １０ 多个品种ꎬ 提供 ６０ 多万盆色彩艳丽、 适应性

强的花卉ꎬ 用于公园、 街头绿地、 绿化带种植和花碟摆设ꎮ 如今ꎬ 市区处处可见万紫

千红、 争芳斗艳的各色花卉ꎬ 如银叶菊、 帝王菊、 一串红、 矮牵牛、 日本凤仙、 香石

竹等ꎬ 市区环境得到了很好的美化ꎮ
经过多年的发展ꎬ 湛江市已成为粤西乃至华南地区重要的苗圃基地ꎬ 形成以棕榈

植物为拳头产品、 各类热带花卉树木品种丰富、 规格齐全的苗木生产基地ꎮ 苗木不仅

满足本市需要ꎬ 还销往珠三角等地ꎮ 自 ２００２ 年起ꎬ 园林部门就常年在市区中心道路

绿化带中种植时花ꎬ 并设置花碟、 花缸ꎻ 每逢重大节日ꎬ 还在主要地段摆设大量应节

鲜花ꎬ 塑造出各类喜庆造型图案ꎻ 各苗圃还积极参加市内外举办的捧花比赛、 插花比

赛、 园艺展、 盆景展等活动ꎮ

八、 主要参考资料

１ «湛江市志» 湛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ꎬ 中华书局ꎬ ２００４ ６
２ «万历高州府志» «万历雷州府志»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业刊ꎬ 书目文献出

版社ꎬ １９９０ ２
３ «吴川县志» 光绪十二年毛昌善重修ꎬ 油墨印刷

４ «大广州湾» 东南出版社于 １９４２ 年出版ꎬ 书名由岭南画派名家赵少昂题签

５ «湛江市誌» 首任湛江市長郭壽華編著ꎬ 臺號大亞洲出版社出版ꎬ 民國 ６１ 年

(１９７２ 年)
６ «湛江概況» 楊法鑣著ꎬ 民國 ３５ 年ꎬ 中國指南社出版

７ «湛江市建筑志» 梁金木编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 １０
８ «湛江交通志» 湛江交通志编辑委员会编ꎬ １９９２ １２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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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８　　
９ «湛江市城建史话»ꎬ 何君颖ꎬ 容志ꎬ 罗丽琳著ꎬ １９９０ ２
１０ «湛江市商业志» 湛江市商业局编ꎬ 中山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５
１１ «广州湾钩沉» 湛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ꎬ 岭南美术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１１
１２ «广州湾历史与记忆» 景东升 何杰编ꎬ 武汉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４
１３ «湛江市坡头区志» 湛江市坡头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ꎬ 广东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３
１４ «湛江市赤坎区志» 湛江市赤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ꎬ 广东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８
１５ «湛江市麻章区志» 湛江市麻章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ꎬ 广东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１１
１６ «湛江市霞山区志» 湛江市霞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ꎬ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

版ꎬ ２０１２ １２
１７ «遂溪县志» 清道光二十八年编修ꎬ 油墨印刷本

１８ «遂溪县志» (清道光二十八年续修) 点校本ꎬ 遂溪县人民政府地方志编

办公室整理ꎬ ２０１７ ８
１９ «遂溪县志 (唐朝至 ２０００ 年前) » 遂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ꎬ 中华书局

出版ꎬ ２００３ ４
２０ «遂溪县志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５) » 遂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ꎬ 方志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１１
２１ «廉江县志» 廉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ꎬ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２２ «湛江两千年» 湛江市志办ꎬ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１１
２３ «赤坎古商埠» 湛江市赤坎区文化新闻出版局编ꎬ 中国文联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９
２４ «南三岛志» 湛江市南三岛志编委会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９
２５ «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ꎬ 陈立新ꎬ 南方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１１
２６ «湛江市城市规划百年回顾与城市发展»ꎬ 何均发ꎬ «规划师»ꎬ 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７ 卷

２７ «殖民性与在地性———基于规划史视角的广州湾租借地研究»ꎬ 李百浩ꎬ 刘

一ꎬ 第二届广州湾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ꎬ 岭南师范学院ꎬ ２０１９ １２
２８ «开海———海上丝绸之路 ２０００ 年»ꎬ 洪三泰ꎬ 谭元亨ꎬ 戴胜德等著ꎬ 广东旅

游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１１
２９ «赤坎老街的古码头» 陈祥胜ꎬ «湛江日报» Ａ０７ 版 ２０１７ ４ ８

编写和提供文字、 图片资料人员名单

王　 雁　 王雅岚　 申平娟　 周春梅　 周　 甜　 周　 文　 周妹菊

李汉尧　 李树萍　 李世宙　 李春林　 李　 涛　 李孔星　 林国权

陈玉莲　 陈秋保　 陈　 东　 陈　 婷　 陈玉梅　 陈宛诗　 陈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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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容　 志　 邱厚治　 张又丹　 张　 磊　 张　 弛　 张　 祝　 杜江宏

吴小萍　 豆金山　 凌　 云　 唐春华　 曹妃梅　 曾斯虹　 梁　 锋

梁志强　 黄　 革　 黄小萍　 黄　 川　 黄景超　 黄治州　 彭日雄

彭镇强　 魏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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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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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后
记

编后记

«湛江市城建志» 在湛江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的指导下ꎬ 在湛江市城建系统各级

领导大力支持下ꎬ 现已编修成书ꎬ 即将付梓ꎮ 我们作为该志编委的一员和湛江城建系

统各位老领导、 老前辈以及同行们的心情一样ꎬ 感到无比欣慰ꎮ 在此ꎬ 仅向全体参加

修志的同志深表谢意ꎮ

湛江历史文化源远流长ꎬ 从宋代起今湛江辖境内便有地方志一类书籍出现ꎬ 在五

百多年的历史中ꎬ 湛江先后编修过多部志书ꎮ 但是ꎬ 编修本专志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

次ꎬ 它是湛江通志的一个组成部分ꎬ 意义和作用更显得重大ꎮ 由于这部志稿上迄清光

绪二十四年 (公元 １８９９ 年)ꎬ 下至 ２０１７ 年ꎬ 历史跨度长ꎬ 涉及范围广ꎬ 记述内容多ꎬ

限于篇幅ꎬ 因此按照 “详今略古” 和 “详近略远” 原则ꎬ 抓住重点ꎬ 突出特点ꎬ 坚

持实事求是精神ꎬ 不溢美ꎬ 不掩过ꎬ 不浮夸ꎬ 不因人废言或因人废事ꎬ 着重记述新中

国成立以来湛江城市建设成就ꎮ 共分为: 城市规划、 工程地质勘察与城市测绘、 市政

建设、 公用事业、 园林绿化、 市容管理、 环境卫生、 城管执法、 人物与荣誉等九篇

(不含综述)ꎬ ４８ 章ꎬ ８５ 节ꎬ 另附插图 ６００ 余幅ꎮ

当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置于案头的时候ꎬ 我们相信无论是走出家乡远离故土的游

子ꎬ 还是天天坚守着这片古老热土的父老乡亲ꎬ 都会为之心潮澎湃ꎮ 悉心研读ꎬ 见微

知著ꎬ 不仅可以从中感受人情世事沧桑ꎬ 感知湛江变迁历史ꎬ 感悟现实生活启示ꎮ 我

们还可以从一个城市发展轨迹中看到一个国家向前跨越的矫健步伐ꎬ 听到一个时代进

步的厚重足音ꎮ 本专志既是留给每位子孙后代的一份珍贵史料ꎬ 也是献给每位想认识

湛江、 了解湛江同仁们的一份特殊礼物ꎮ

本专志是湛江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地记述湛江城市建设的志书ꎬ 有着承前启后ꎬ

继往开来的作用ꎬ 是有益当代ꎬ 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ꎮ 为了编修好这部志书ꎬ 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开始ꎬ 在江向阳、 孔令倍等局长亲切关怀下ꎬ 和城建系统各级领导的大

力支持下ꎬ 一批常年从事城建工作又极其热心修志的老同事ꎬ 以科学、 严谨、 一丝不

苟的态度ꎬ 广泛搜集资料ꎬ 广采博议ꎬ 析异辨误ꎮ 感谢原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潘那

生先后两次审改初稿ꎬ 感谢原市政协副主席吕冠荣两次审改ꎬ 并提供许多宝贵意见和

建议ꎻ 感谢原湛江市档案局王小冰局长热情支持和提供帮助ꎬ 感谢遂溪县委宣传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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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虹副部长和县志办苏振华主任提供县志资料ꎬ 感谢市农委、 市扶贫办主任及农业农村

局副书记李建艺和原市建委容志科长ꎬ 他们特意送来可之借鉴的书籍ꎮ 值得一提的

是ꎬ 本局办公室周春梅在完成日常繁忙公务之余ꎬ 翻查档案ꎬ 整理大事记ꎻ 市城建档

案馆陈玉莲退休前自行收集整理公用事业资料ꎬ 虽未入册ꎬ 但作为馆藏 “珍宝” 也

被挖掘出来因编修 «湛江市城建志» 史无前例ꎬ 今无凡本ꎬ 虽已成书ꎬ 尚属首

次ꎬ 由于经验缺乏ꎬ 条件有限ꎬ 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ꎮ 例如 “人物” 篇内容过于

单薄ꎬ 收集到的人物资料ꎬ 尚感不丰ꎬ 这都有待续修时补遗、 修订、 改正ꎮ

观史思治ꎬ 修谱谋远ꎮ 本专志融思想性、 资料性、 知识性于一体ꎬ 还原湛江城市

的历史风貌ꎬ 揭示城市生命延续、 荣枯变迁的历史规律ꎬ 它对于探求湛江城建发展之

轨迹ꎬ 谋略百年兴替之根本ꎬ 起到资治教化存史作用ꎬ 为今人乃至后人了解、 研究湛

江城市建设发展提供可靠的依据和借鉴ꎮ 以史为镜ꎬ 可知兴替ꎮ 本专志的问世ꎬ 相信

一定能够发挥 “存史、 资政、 育人” 等多重作用ꎮ 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ꎬ 修志更具

承前启后ꎬ 继往开来的现实意义ꎮ

«湛江市城建志» 上下百年ꎬ 横及百科ꎬ 贯古今盛衰为一通ꎬ 融城市风貌、 政治

军事、 经济形态、 文化教育、 风土人情、 景观胜迹于一体ꎬ 跨度大ꎬ 容量多ꎬ 如有失

实之处ꎬ 尚须读者鉴谅和指正ꎬ 毕竟我们已努力做了有益于今同时又荫及子孙的重要

工作ꎬ 当感欣慰了ꎮ

湛江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湛江市城建志» 编纂委员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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