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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下发《沈阳市海绵城市建设绩效

评价与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人民政府：

为全面推进全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依据《沈阳市海绵城市

建设管理办法》要求，每年定期对各区海绵城市体制机制建设、

规划建设管理、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效果、能力建设情况进行考评，

为了有效开展考评工作，现将《沈阳市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

考核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沈阳市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

沈阳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6 日

（联系人：马万里，联系电话：22565126）

http://zfcxjw.cq.gov.cn/zwxx_166/gsgg/202012/javascript:void(0)
http://zfcxjw.cq.gov.cn/zwxx_166/gsgg/202012/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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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

为完善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考评机制、科学评价海绵城市建设

成效、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根据《海绵城市建设绩效

评价与考核办法（试行）》（建办城函〔2015〕635 号）和《沈阳

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结合本市海绵城市建设的

实际情况，制定本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

一、考核对象

和平区、沈河区、大东区、皇姑区、铁西新区（含经济技术

开发区）、浑南区、苏家屯区、于洪区和沈北新区。

二、考核方式

各区自评：根据当年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内容进行自评，

并按评分点准备相关资料备查。

市级考核：以资料查阅和现场查看的方式对各区的海绵城市

建设绩效进行考核。

三、考核内容

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内容分为基础项和附加项，基

础项共计 4 项：体制机制建设、规划建设管理、海绵城市建设实

施效果、能力建设；附加项共计 1 项：创新提高。具体说明和方

法、考核指标见附件。

四、考核分值

基础项总分值共 100 分，附加项总分值共 10 分。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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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得分=基础项得分+附加项得分。

优秀：90—110 之间（包括 90），良好：80-90（包括 80），中

等：70-80 （包括 70），及格： 60-70（包括 60）不合格：分数

低于 60 分。

五、考核时间

市城乡建设局每半年对各区进行考核（每年7月份和12月份）。

六、考核结果

1.完成情况每半年通报一次。

2.对考核不合格的区，市城乡建设局将对区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或海绵城市主管部门主管领导约谈。

3.对年度连续考核两次不合格的区，市城乡建设局将对区政

府主管区长发送工作建议函。

4.考核结束后将在市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公布考核结果。

附件：1.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说明及方法

2.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内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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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
说明及方法

一、体制机制建设（10 分）

（一）机构设立、评价总分值为 2 分

1.考核说明

为加快海绵城市建设，完善海绵城市建设管理体系，成立海

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海绵城市建设专职机构，解决“有人

管”海绵城市建设的事情。

2.考核方法

（1）查阅各区发布的“成立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海绵城市建设专职机构”相关文件，核查其是否有海绵城市建设

的牵头部门、规划管理、资金保障等方面的责任部门。

（2）查阅是否有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海绵城市建

设专职机构组织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工作的通知、会议记录等文

件。

（二）制度建设，评价总分值为 6 分

1.考核说明

在市级出台的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文件基础上，结合本区海绵

城市建设经验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以解决“有制度管”海绵城

市建设的事情。

2.考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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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阅各区转发市级出台的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意见、相

关制度、管理办法等文件。

（2）查阅各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意见、

相关制度、管理办法等文件，以及体现实际情况的证明资料。

（三）资金保障，评价总分值为 2 分。

1.考核说明

为确保海绵城市建设的可持续性，保障海绵城市设施正常运

行，应对海绵城市建设的资金的支持情况进行考评，以解决“有

钱管”海绵城市建设的事情。

2.考核方法

查阅资金预算、资金支出资料中是否有海绵城市建设相关的

内容。

二、规划建设管理（20 分）

（一）规划管理，评价总分值为 4 分。

1.考核说明

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规范区海绵城市规划管控工

作，应对区规划主管部门是否将海绵指标要求纳入其中进行考

评。

2.考核方法

查阅2020年9月25日之后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

项目，核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否将海绵指标纳入其中。

（二）建设管理，评价总分值为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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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核说明

为落实海绵城市建设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在海绵城市建设管

理环节，应对施工图设计和竣工验收备案的相关工作提出要求。

2.考核方法

（1）查阅进行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的建设项目，核

实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是否有海绵城市专篇内容、是否有施工图审

查合格书（或专家评审意见）。

（2）查阅已通过竣工验收备案的建设项目，核实是否有建

设单位组织的施工图技术交底记录文件、是否有建设单位组织各

参建方（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签字的海

绵城市验收意见书等。

（3）依据《关于报送海绵城市专项验收现场核验备案工作

的通知》（沈海绵办发〔2021〕4 号），每月上报海绵城市专项验

收现场核验备案情况（实施零报告制度）。

（三）运维管理，评价总分值为 6 分。

1.考核说明

为保障海绵城市建设项目验收合格后，海绵城市设施仍维持

其应有的功能，需成立海绵城市设施维护责任单位。

海绵城市设施维护责任单位是否按照《沈阳市海绵城市建设

管理办法（试行）》、《沈阳市海绵城市设施运行与维护导则》落

实运维工作进行考评。

2.考核方法

（1）查阅是否有海绵城市设施维护责任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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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阅维护责任单位对海绵城市设施运维记录资料。

三、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效果（60分）

（一）安全保障，评价总分值为 15 分。

1.考核说明

对内涝积水点进行整治，不再有积水现象，市建成区内建有

一定容积的调蓄设施（如雨水塘、雨水调蓄池、陂塘湿地等），

在降雨期间暂时储存一定量的雨水，具有削减雨水径流峰值流

量、延长雨水径流排放时间的作用。

2.考核方法

（1）查阅内涝积水点的整治工程设计文件、施工过程记录

资料、竣工验收资料及整治前后的影像资料等，现场查看其内涝

积水情况。

（2）查阅内工程设计文件、施工过程记录资料、竣工验收

资料等，现场查看调蓄设施情况。

（二）整体推进度，评价总分值为 40 分。

1.考核说明

为稳步推动我市海绵城市建设达到 2030 年的目标要求，督

促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落地，凸显海绵城市建设效果，整体推进度

可从目标面积达成度、建设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海绵城市建

设示范效应等方面进行评价。

此项工作以每年《沈阳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方案》的要求为

准。

2.考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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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区每年建成老旧小区标杆示范项目。

（2）各区海绵城市建设面积同比增加，达到每年《沈阳市

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方案》中“沈阳市各区海绵城市相对面积表”

指标。

（3）各区道路更新改造中每年建成海绵城市示范路段。

（三）公众参与，评价总分值为 5 分。

1.考核说明

为科普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充分调动公众参与海绵城市建设

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增强公众对海绵城市建设的参与感和获得

感。

2.考核方法

查阅相关对公众宣传海绵城市建设资料。

四、能力建设（10 分）

（一）海绵产品、技术推广，评价总分值为 2 分。

1.考核说明

为提升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水平，鼓励开展施工工艺和技术产

品等方面的提升研究，推广适用的技术和产品。

2.考核方法

查阅海绵产品、海绵技术得到推广应用的证明资料。

（二）培训交流，评价总分值为 8 分。

1.考核说明

为提升海绵城市建设相关管理、技术人员的知识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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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组织相关人员参加海绵相关的交流培训和技术研讨，也可邀请

海绵专家到区进行交流培训和技术研讨等。

2.考核方法

查阅会议通知、会议签到表、会议照片等资料。

五、创新提高（10 分）

（一）机制创新，评价总分值为 2 分。

1.考核说明

（1）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目标的过程中，有别于传统的管理

模式。

（2）海绵城市建设是基础，保证海绵设施正常运转才能长

久稳定地发挥海绵效果。

2.考核方法

查阅证明有别于传统的管理模式的相关文字总结资料。

（二）技术创新，评价总分值为 8 分。

1.考核说明

为提高海绵城市建设效果，提升海绵城市建设品质。对区海

绵城市建设过程中应用新技术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评价。

2.考核方法

(1)查阅实施前后对比资料，工程规划、设计、施工资料。

(2)查阅融入了通过论证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

艺的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相关证明材料及效果分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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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内容一览表

评价内容 分项内容 评分点及分值

一 体制机制建设（10 分）

（一） 机构设立（2 分）

1 成立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海绵城市建设专职机构，得 1分。

2 有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专职机构组织开展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工作的履职记录，1项得 0.5 分，最多得 1分。

（二） 制度建设（6 分）

1 转发市级已出台的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意见、相关制度、管理办法等文件，1项得 1分，最多得 4分。

2 制定并出台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意见、相关制度、管理办法等文件，1项得 1分，最多得 2分。

（三） 资金保障（2 分） 有资金投入海绵城市建设，得 2分。

二 规划建设管理（20 分）

（一） 规划管理（4 分） 2020 年 9 月 25 日之后将海绵城市指标全部纳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的建设项目，得 4 分。

（二） 建设管理（10 分）

1 已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的建设项目，有海绵城市设计专篇并取得审查合格书（或专家评审意

见），得 2分。

2 已通过竣工验收备案的建设项目，有海绵城市设计专篇的施工图交底工作记录，得 2分。

3 有参建单位签字盖章的海绵城市验收意见书，得 2分。

4 每月上报海绵城市专项验收现场核验备案情况（实施零报告制度），得 4 分。

（三） 运维管理（6 分）

1 落实海绵城市设施维护责任单位，得 2 分；

2 具有海绵城市设施运维记录，1 项得 1 分，最多得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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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效果

（60 分）

（一） 安全保障（15 分）

1 城市建成区内无内涝积水点，得 4 分；

2 城市建成区内解决内涝积水点 1 处,得 1分，最多得 3分；

3 城市建成区内具有削减雨水径流峰值作用的调蓄设施 1 处，得 2分，最多得 8分。

（二）整体推进度（40 分）

1 建成《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方案》要求的老旧小区标杆示范项目，得 5 分，增加 1 得 5分，最多得 10 分。

2 建成《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方案》要求的海绵城市示范路段，得 5分，增加 1 得 5 分，最多得 10 分。

3 各区海绵城市建设面积同比增加，达到《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方案》指标，得 5 分，每增加 1%多得 5 分，

最多得 10 分；

4 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的新改扩项目中落实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70%（含）-85%得 3 分，85%（含）

-100%，得 5 分

5 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巷、口袋公园项目中落实了海绵理念的，1 个得 1 分，最多得 5 分；

（三） 公众参与（5 分） 查阅相关对公众宣传海绵城市建设资料，1次得 1分，最多得 5分；

四 能力建设（10 分）
（一） 产品技术推广（2分） 海绵产品、海绵技术得到推广应用，得 2 分。

（二） 培训交流（8 分） 组织或参加海绵城市建设相关的学术交流会、技术研讨会，1 次得 2 分，最多得 8 分。

五 创新提升（10 分）

（一） 机制创新（2 分） 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目标的过程中，有别于传统的管理模式，得 2 分；

（二） 技术创新（8 分）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且效果良好，1项得 4分，最多得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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