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政发〔⒛⒗〕9号

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

备区、县(市 )人 民政府,市政府备部门、备苴属单位 :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

见》(国 办发〔2015〕 Ts号 )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辽政办发〔⒛16no号 )精神,推进海绵

城市建设工作,结合我市实际,提 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 )工作目标。结合全市城市建设发展实际,通过海绵城市

建设 ,综合采取
“
渗、滞、蓄、净、用、排

”
等综合措施,最 大限庋地减

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 BO%的 降雨就地消纳和利

用。到⒛18年 ,建 成海绵城市示范区,区 域内年径流总且控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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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BO%;到 ⒛⒛ 年 ,城市建成区⒛%以 上的面积达到示范区目

标要求 ;到 ⒛30年 ,城 市建成区BO%以上的面积达到示范区目标

要求。

(二 )基本原刖。

坚持生态优先 ,自 然循环。结合我市生态条件,突 出原生态保

护 ,充分发挥山水林田湖等原始地形地貌对降雨的积存作用 ;科学

选用下沉式绿地、植草沟、透水铺装等低影响开发设施,充 分发挥

雨水的渗透作用 ;利用雨水湿地、多功能调蓄设施充分发挥水质的

自然净化作用 ,努力实现城市水体的自然循环。

坚持规划引领 ,系 统布局。科学编制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划 ,

严格依据规划纽织实施建设 ;完善技术标准规范,在城市备层级水

系统、公园绿化、道路交通等专项规划中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

系统考虑全市低彤响开发雨水系统建设目标、策咯和建设时序 ,发

挥城市规划在海绵城市建设中的控制和引领作用。

坚持创新理念,科学实施。创新城市雨水管理和利用理念 ,转

变遣路基础设施建设方式,变 快速汇水为分散就地吸水 ;实现排水

设施雨污分流 ,统 婷解决我市发展中面临的水资源、水环垸、水安

全和水生态问题 ;统 箸发挥自然生态功能和人工干预功能,实施源

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 ,切 实提高城市排水、防涝、防洪和防

灾减灾能力。

坚持科学示范,统 箸推进。根据我市城市地形水文特点及发

展现状 ,按照国家海绵城市建设标准,选取适宜之地优先推行海绵

城市建设理念和技术,建设海绵城市示范区;通过示范区建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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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和示范作用 ,强 化城市原有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 出全市

海绵城市建设计划安排,统筹推进全市海绵城市建设。

二、重点任务

(一 )强化规划引领。

1.科 学编制规划。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控详规划及道路、绿

地、水等相关规划时要充分体现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将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年径流污染控制率、绿地率、河面率和雨水资源利用率等

指标纳入规划指标体系;编制控详规划和城市水系、排水防涝等专

项规划要落实总体规划中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指标和要求;划 定

蓝线和绿线时,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空间格局。(牵 头部门:市 规

划国土局;配合部门:市环保局、水利局、城管局)

2.严格实施规划。将建筑与小区雨水收集利用、可渗透面

积、蓝线划定与保护等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作为城市规划许可和项

目建设的前置条件 ,保持雨水径流特征在城市开发建设前后大体

一致 ;在 工程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等

阶段 ,建立健全海绵城市指标落实情况审查制度。在建设工程施

工图审查、施工许可等环节,将海绵城市相关工程措施作为重点审

查内容。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应 当明确海绵城市相关工程落实

情况,提交备案机关。建立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项目质量和设施有

效使用监督制庋。(牵 头部门:市 建委;配合部门:市 规划国土局、

环保局、水利局、城管局、房产局、财政局、发展改革委)

3.完善规范标准。研究探索适合沈阳市的海绵城市建设地

方标准和技术规范,突 出海绵城市建设的关键性内容和技术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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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 ,研 究适合本地情况的城市雨水管

控地方标准和污染控制技术指南、研究编制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

控制和利用工程标准图集、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运行维护技术

指南、竣工验收技术规程,研 究出台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

等,科学指导我市海绵城市建设。(牵 头部门:市建委;配 合部门 :

市规划国土局、环保局、水利局、城管局、房产局、财政局、发展改萆

委)

(二 )统箸协调建设。

4.推进新老城区海绵城市建设。从⒛16年起 ,全市范围内的

城市新区、备类园区、成片开发区要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老城区要结合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 ,以 解决

城市内涝、雨水收集利用、黑臭水体治理为突破口,推进区域整体

治理 ,逐步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

解。备区、县(市 )要建立海绵城市建设工程项目储备制度 ,编制 5

年项目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牵 头部门:市 建委;配合部门:市

环保局、水利局、城管局、房产局、财政局、发展改革委,备 区、县

(市 )政府 )

5.推进海绵型公园和绿地建设。城市绿地系统是重要的海绵

体,公 园绿地建设要与绿网、水网、路网有机结合,推行雨水花园、下

凹式绿地、人工湿地、植草沟等措施,在 满足生态、景观、休闲等功能

的同时,更 多地增强公园和绿地系统的城市海绵体功能,消 纳 自身

雨水 ,并为蓄滞月边区域雨水提供空间。(牵 头部门:市建委;配合

部门:市环保局、水利局、城管局、房产局,备 区、县(市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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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推进海绵型道路与广场建设。改变雨水快排、直排的传统

做法,增 强道路绿化带对雨水的消纳功能,新建绿化带应因地制宜

地采用下凹式绿地、植草沟等,减缓雨水径流;城 市广场因地制宜

选用透水铺装 ,推行道路与广场雨水的收集、净化和利用,减 轻对

市政排水系统的压力。(牵 头部门:市 建委;配合部冂:市环保局、

水利局、城管局、房产局,备 区、县(市 )政府)

7.推进建筑与小区系统建设。新建住宅小区耍按照低形响

开发的要求,规划建设雨水收集利用系统。鼓励走筑与小区的非

机动车道路、广场、停车场等采用透水铺装 ,鼓励因地制宜规划建

设小区内古存雨水的景观水体或相应设施,鼓励建筑与小区雨水

收集利用。政府投资走设的保沣性住房 ,栩 户区(危 旧房 )、 老旧

小区改造要率先落实海绵型小区要求,琵套建设低形响开发雨水

设施、雨水饣渠设施和超标雨水控制设施。机关、学校、医浣、文化

体肓场馆、交迁场坫和南业综合体等大型公共项目建设 ,妥 牢先实

行生态优先的海纬城市走设理念。莰励工矿企业因地制宜采用下

凹式绿地、迁水铺装和雨水花日等,有条件的可走设雨水收集、古

存和利用设施 ,提 南对雨水的源头消减能力。(牵 头部门:市 走

委;配合部门:市规划国土局、环保局、水利局、城饣局、房产局、交

通局、教育局、卫生计生委、文广局、体育局、服夯业委,备 区、县

(市 )政府 )

8.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建设城市排水忄网、调古

池、排涝泵站、行泄通道等设施 ,加 快易淹易涝区的改造 ,消 除城市

积水点,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的达标建设。实施雨污分流,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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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雨水污染,排入自然水体的雨水须经过岸线净化;加 快建设和

改造沿岸截流干管,控 制渗渴和合流制污水溢流污染。结合雨水

利用、排水防涝等要求,科 学布局建设雨水调蓄设施。(牵 头部

门:市城管局;配合部门:市 规划国土局、市环保局、市水利局 ,备

区、县(市 )政府 )

9.推进海绵型村镇建设。在推进小城镇和村庄建设中,利 用

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因 地制宜,结合重点镇、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宜

居乡村建设等,综合运用绿色生态工程措施,探 索推进海绵钦村建

设。结合山水田林湖等自然生态环境 ,运用低成本和 自然生态的

方法,提南村铗雨水吸纳和排放能力。(牵 头部门:市建委;配合

部门:备 区、县(市 )政府 )

10.推进示范区建设。按照集中连片的要求,重 点选择有条

件的建筑、园林、道珞、水系等项 目开展海绵城市试点工程建设 ,形

成示范效应 ,积 累经验 ,探索政策。通过示范区域建设,带动逆珞、

排水、景观等行业的规划、设计、施工整体升级,同 时带动市政建设

的浊资杖式创新,将 沈阳市建设成为具有北方特点和彤响力的海

绵城市典范。(牵头部门:市建委;琵合部门:市规划国土局、环保

局、水利局、城管局、房产局、财玫局、发展改革委,备 区、县(市 )政

府 )

(三 )完菩管理机制。

11.创 新建设运营机制。研究出台我市城市蓝线、绿线规划

管控办法,形 成完苷的城市河湖水系保护、城市湿地
“
厣净损失

”

机制;建立城市防洪防涝的预扌预报机制 ;构建新建项目的雨水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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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利用、老旧小区海绵化改造的漱励机制 ;区 别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的经菅性与非经营性属性,建立政府与社会资本风险分担、收益共

享的合作机制;在新建、改建试点项目中遴选可实施政府与社会资

本合作的项 目,并 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规范项 目运作 ,强 化合同臂

理 ,严格绩效考核机制;鼓励有实力的科研设计单位、施工企业、制

造企业与佥融资本相结合 ,纽建具备综合业务能力的企业集团或

联合体 ,采用总承包等方式统婷组织实施海绵城市建设相关项目,

发挥猹体效益。(牵 头部门:市建委;配合部门:市 规划国土局、环

保局、水利局、城管局、房产局t财政局、发展改革委、金融办,备 区、

县(市 )政府 )

⒓。加强运营管理和应急处工。加强日怙维护和应急抢险管

理 ,全面加强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和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相关设施

的日常维护工作 ,落 实责任主体 ,明 确设施维护、更新、改造的内

容、要求和方法,以 确保备类设施能够按照设计要求发挥作用。汛

期来临前要组织对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检查 ,加 强雨水管网、排水沟

渠的清淤维护工作 ,确 保设施正常运行。建设预扌平台及应急设

施 ,完 善防汛应急预案,汛 期要及时对相关设施进行清理维护,配

备临时机泵、发电机等抢险设备,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牵 头部

门:市城管局;配合部门:市 水利局、财政局、气象局,备 区、县(市 )

政府 )

三、保唪措施

(一 )加强纽织领导。成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海绵

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纽 ,负 责组织领导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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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和建设工作 ,研 究解决海绵城市建设工作中通到的重大问趑。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建委,负 责 日带工作。备地区和有关部门

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 ,统 筹规划海绵城市建设 ;相 关部门要密

切协作、形成合力 ,完善工作机制,明 确责任主体 ,做好示范工程建

设,增 强海绵城市建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管理工作。(牵头部门:备 区、县(市 )政府,市直相关部门)

(二 )制定支持政策。备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将海绵城市建设

作为重点支持的民生工程,发挥开发性、政策性佥融作用 ,加 大对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资佥支持力度。探索研究海绵型建筑鼓励玫

策,对采用海绵型设计标准的建筑项目给子政策支持。建立完善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绩效考核及绩效付费制皮 ,依据绩效考核情况

支付服务费用 ,提高社会资本使用效益。(牵 头部门:市 建委;配

合部门: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规划国土局)

(三 )落实建设资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推广运用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模 式,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海绵城市建设。

加大政府投入 ,采取以奖代朴方式,支持区、县 (市 )海绵城市建

设。在年庋预箅和建设计划中优先安排海绵城市建设项 目,通过

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牵 头部门:市建委、财政局;配合部门:市发展改革委、备区、

县(市 )政府)

(四 )完善制度体系。加强海绵城市技术标准建设 ,建 立健全

海绵城市建设制度体系。出台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工程设计导

则、标准图集等技术性标准及规范。建立健全水系、公园绿地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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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监管制度。完善城市节水、治污和合流制改造

的技术标准,研究制定海绵城市规划建设考核评价、验收和监控备

项制度以及管理办法。(牵 头部冂:市 建委;配合部门:市 规划国

土局、城管局)

(五 )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深入宣传海绵

城市建设的重大忘义和政策措施,引 导市民养成生态环保的生活

·习惯,调 动社会备方参与海绵城市建设的积极性。注重总结典型

经验 ,拓展群众参与和监督渠遣。抓好宣传培训,加 强对相关部门

监管人员及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提商海

绵城市建设的综合能力。(牵 头部门:市 建委、财政局、水利局、环

保局、城管局、房产局;配合部闩:备 区、县(市 )政府)

附件 :沈 阳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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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沈阳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潘利国 市长

执行副组长:庞洪波 副市长

成 员:市发展改革委、教育局、财政局、规划国土局、环保局、

建委、城管局、房产局、交通局、水利局、服务业委、文广局、体育局、

卫生计生委、金融办、气象局和备区、县(市 )政府主要领导。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建委,负 责 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

市建委主要领导兼任。

抄送:市委、市纪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厅,沈 阳扌备区,市法
院、检察院,市备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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