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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

2020年

设市城市道路网密度
达 到 6 公 里/平 方 公 里 以
上，人均道路面积达到 13
平方米，公共用水普及率
达到 96%，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率达到 95%，再生水利用
率达到 40%，燃气普及率达
到 97%,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到 95%，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率达到 50%，污泥无
害化集中处理处置率达到
95%，建 成 区 绿 地 率 达 到
36.5%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到
41.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达到 12平方米。全省建制
镇人均道路面积达到 12平
方米，公共用水普及率达
到 85%，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率达到 70%，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到 90%。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
全力助推新型城镇化大发展

——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裴志扬
本报记者 谭 勇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全文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http://www.hnjs.gov.cn/

十大重点
★加强城镇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完善城市道路网络和
道路网结构，规划建设一批地
上、地下配套设施完善的城市主
干道路、快速路和重要立体交通
设施，加快支路网建设和改造，
提高道路网密度；大力实施公交
优先战略，加强中心城区与城市
组团之间的公共交通联接，大中
城市要统筹规划，积极发展轨道
交通或BRT等，同时积极推进城

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展，统筹规
划小城镇客运场站建设；加快步
行和非机动车出行系统建设，树
立行人优先的城市交通理念，加
强步行天桥、自行车停车场、道
路林荫绿化、照明等设施建设，
大中城市需大力推进公共自行
车租用系统建设，做好自行车与
公交车的接驳换乘，新建、改扩
建城市主次干道设置自行车道。

★重点加强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
要求各市、县提高城市雨水

排涝系统规划设计标准，加快排
水防涝设施建设和积水点改
造。按照排蓄并举的原则，大力
推行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建设

“海绵型”城市。同时加强城市
河湖水系保护，强化城市蓝线管
理，严肃查处违反蓝线保护要求
的非法行为，提高城镇河道的排

涝能力，维护城镇水系的生态和
防洪功能。健全城市防洪预报
预警、指挥调度、应急抢险等措
施。要求 2015年全省重点防洪
城市、县城分别达到国家和省定
防洪标准，山区、丘陵地区或地
势低洼地带的城镇突出加强排
水防洪设施建设，达到省定县城
防洪标准。

★加快城镇供水节水设施建设

要求各市、县加强城镇饮
用水水源建设与保护，完善应
急备用水源体系，保障供水安
全。同时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区
域供水，全面改进和加强二次
供水管理。加强城市供水监测
机构及其能力建设，要求 2015
年年底前各省辖市、县（市）要

分别具备 42项、20项以上水质
指标常规检测能力，日供水规模
10万吨以上的城市供水企业非
常规项检测能力不少于 30项。
大力推进节水型城市、单位（企
业、小区）创建工作，鼓励推行一
户一表节水改造，推动建筑中水
和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

★进一步提升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

加快污水处理配套管网建
设和雨污分流系统改造，推进
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努力提高再生水利用率。
要求新建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和
位于国家重点流域对水环境质
量达标影响较突出的污水处理
厂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各省
辖市、县（市）到 2017年全部实
现污泥无害化集中处置。全面

提升城乡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集运处理水平，加快推进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沿线城乡
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2015 年
底前郑州、洛阳建成餐厨垃圾
处理试点项目，2020年省辖市
全部建成餐厨垃圾处理设施。
要求省辖市 2017 年前城市快
速路和主干道全部实现机械化
环卫作业。

★统筹做好城镇电网建设工作

将电网发展纳入城乡整体
规划，城市电网规划确定的建
设项目要落实到城市控制性详
细规划，保护规划变电站站址
和线路走廊，进一步加强城市
电网建设，实现各电压等级协
调发展。 2015 年全省电网供
电能力超过 6000万千瓦，基本
形成省级 500 千伏骨干网架，

市级建成 220 千伏环网网架，
县 级 实 现 110 千 伏 多 电 源 供
电。2020 年，全省电网规模、
供电能力、交换能力在 2013年
基础上实现翻番，10 千伏及以
上变电容量超过 4.4亿千伏安，
电网供电能力超过 9000 万千
瓦，省间交换能力超过 3000万
千瓦。

★统筹推进通信、广电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宽带中原”战略，共
建共享铁塔、杆路、光缆、管道、
机房、基站等信息基础设施。
加快构建宽带、融合、安全、泛
在的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大
力推进城市新建住宅建筑光纤
到户和既有住宅区光纤化成片

改造，积极推进 3G（第三代移
动通信）/LTE（长期演进技术）
网络建设优化，全面提高城市
宽带网络普及水平、接入能力
和业务承载能力。构建覆盖全
省的下一代广播电视无线覆盖
网。

★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

要求实施统一的规划管
理，严格执行地下管线工程的规
划核实制度，城市道路建设与地
下管线建设要统筹推进，各类基
础设施管线力争一次敷设到位，
并合理预留管线发展空间。建

立施工掘路总量控制制度，严格
控制道路挖掘。要稳步推进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力争 5
年内完成城市老旧管网改造，用
10年左右的时间建成较为完善
的城市地下管线体系。

★加快生态园林建设

要求各市、县积极推进城市
绿道建设，实施城镇河道生态建
设和综合整治，建设生态护岸，
开展河流生态景观廊道建设。
各市、县要划定城市绿线并公布
绿线坐标，将“绿色图章”制度纳

入基本建设审批程序。推行节
约型、功能完善型园林建设，逐
步形成防灾避险公园体系。推
进园林城镇创建工作，到 2020
年，各省辖市、县（市）均要达到
省级以上园林城市标准。

大力实施“气化河南”工程，
按照 2015年全省实现管道燃气

“县县通”目标，加快城镇燃气配
套管网的建设及更新改造，进一
步扩大天然气利用领域和规
模。推进集中供热计量改革，加
快既有城市居住建筑供热计量

及节能改造，严格落实“两个不
得”规定，供热计量设施与建筑
工程设计、建设同步进行。积极
发展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形成以
大中型热电和背压式供热机组
为主体，多种热源相互补充的城
市集中供热体系。

★加强城镇燃气、供热设施建设

★加强城镇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加快全民健身基础设施建
设，完善城镇体育场馆设施，推
进社区多功能运动场（园）建
设，规范和推进全省科技科普
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加快医
疗卫生设施建设。建设一批省
直文化设施，完成“三馆”（图书
馆、文化馆、博物馆）建设任务，
加强产业聚集区文化设施规划

建设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改
造。建成功能齐全、覆盖城乡
的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文
化服务基础设施网络。加强基
础教育设施建设。科学修订城
市中小学布局规划，合理布局、
配套完善居住小区、居住区的
幼儿园、小学、中学等教育设
施。

两大目标

2015年

设市城市道路网密
度达到 5 公里/平方公里
以上，人均道路面积达到
12 平方米，公共用水普
及 率 达 到 93％ ，生 活 污
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0%，
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30%，
燃气普及率达到 94%，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到 90%，污泥无害化集中
处理处置率达到 80%，建
成 区 绿 地 率 达 到 34％ ，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到 40％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0 平方米。全省建制镇
人均道路面积达到 10平
方米，公共用水普及率达
到 77%，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率达到 28%，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81%。

“围绕优化城镇体系结构、
提升城镇服务和承载能力的总
体要求，遵循民生优先、绿色优
质、统一规划、适度超前、持续
发展的原则，统筹协调推动城
镇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意见》
将为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10月 13日，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裴志扬就省
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
实施意见》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时表示。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基础
设施功能不完善，科学建城理
念树立不牢，重地上、轻地下，
重形象建设、轻品质提升在各
级政府管理者中间普遍存在，
城市交通严重拥堵，内涝频发，
污水横流、停水断电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了城市生产生活秩序
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能适
应城市居民提升生活质量的殷
切期望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
求。2013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
了《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的意见》，要求各省市区出台
实施办法。

裴志扬介绍，近年来，我省
大力实施城乡建设三年大提升

行动计划和城镇建设扩容提升
工程，进一步加大城镇基础设
施投资力度，切实加快城镇基
础设施建设步伐，在科学推进
新型城镇化、改善人居环境、增
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城
市运行效率、加快“四个河南”
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不容忽视的是，我省城市
基础设施存在总量不足、设施
不完善、标准较低、运行管理比
较粗放等问题。裴志扬认为，
这与群众的期待、城镇化快速
发展的形势以及中原崛起的战
略要求，与全国先进水平和我
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政府急需出台
相应政策措施加以引导和规
范。

裴志扬特别指出，《实施意
见》提出，既有市政公用设施改
造所节约的土地，可以按法定
程序改变土地使用性质进行开
发利用，取得的收益用于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这将有
助于解决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困
难问题。为解决城市管理碎片
化、部门之间衔接协调不够、基
础设施项目进展缓慢、无法按
时完成预定目标的问题，专门

建立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协
调机制。

裴志扬认为，《实施意见》
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我省

“三大战略”规划、“四个河南”
建设、河南省 “十二五”规划、
十项民生工程工作方案、我省
蓝天工程工作方案、碧水工程
工作方案等规划和文件进行了
充分衔接。《实施意见》提出把
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目标纳入政
府年度考核体系，省政府与各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府签
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目标责任
书，强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实施意见》要求把各地
重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纳入省
级重点项目统筹管理，强力推
进。

在 裴 志 扬 看 来 ，《实 施 意
见》遵循国家和我省科学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要求，围绕
实施“三大战略”规划和建设

“四个河南”，力求切实解决当
前我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
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提
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水
平，我省将迎来新一轮城镇基
础设施建设高潮，全力助推我
省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

许昌市数字化城管中心指挥大厅

济源市污水处理厂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裴志扬在平顶山市施工现场指导工作

漯河市沙河沿岸景观漯河市沙河沿岸景观

郑州市快速公交（BRT）

洛阳市洛河两岸亮化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