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 

以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道路交通方面的实施评估为例 

一 张 鹏 陶向丽 

[摘 要】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是城市规划体系中不可或 

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以道路交通方面的实施评估为例， 

对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评估做了简单的介绍，并谈 

了几点自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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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概述 

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是城市规划体系中不可 

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 《城乡规划法》赋予城 

市政府的法定职责。就城市规划自身而言，实施评 

估可以全面检测原规划的实施效果，并监督其实施 

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有关信息的有效反馈，从而 

为规划在内容上、政策改变上以及规划运作制度的 

架构方面提出修正及优化的建议，使城市规划的运 

作朝更良性的方向发展。当前全国有很多的城市在 

《城乡规划法》的指导下已经完成了城市总体规划 

的实施评估报告。 

《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年)》于 

2O10年 8月经国务院批复实施，郑州市人民政府于 

2014年 3月组织开展了 《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年)实施评估》。本文以道路交通方 

面的实施评估为切入点，对郑州市总规评估做一下 

简要介绍。 

二、 郑州市总规评估概况 

I．评估体系构建 

(i)评估范围 

规 划 评 估 范 围 与 《郑 州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10--2020年)》确定的规划区保持一致，本次 

实施评估分为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 

市域范围：郑州市行政辖区，面积 7 446 km。。 

中心城区范围：郑州市区行政辖区内的中原、 

金水、二七、管城、惠济五区，面积 990 km。，其中 

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 400 km。。 

(2)评估期限 

本次规划评估基年为 2010版总体规划中所使 

用的基础数据年 (2008年)，评估期末年为 2O13 

年，即评估期限为2008--2013年。 

(3)评估方法 

①方法一：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通过将规划目标与规划基年状况、当前发展状 

况进行对比，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获得对规划实施效果的客观评价。 

②方法二：社会调研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公众对城市建设的 

满意程度、对城市发展状况的认可程度、对城市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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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划实施情况的反馈意见以及对城市规划的意见 

和建议。 

(4)评估主要内容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 《城市总体规划 

实施评估办法 (试行)》的具体要求，郑州市城市 

总体规划的实施评估报告应当包含以下七个方面： 

城市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是否与规划一致；规划阶 

段性目标的落实情况；各项强制性内容的执行情况； 

规划委员会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 

决策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情况；土地、交通、产业、 

环保、人口、财政、投资等相关政策对规划实施的 

影响；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制定各项专业规 

划、近期建设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情况；相关 

的建议。 

2．道路交通评估过程 

以航空枢纽建设情况为例，评估时列出总体规 

划基础数据年 2008年的情况以及 2008—2013年期 

间的新增情况，用插值法计算出规划年 2020年的目 

标在 2013年时的预估目标，再将现实情况与预估目 

标进行对比，评估出规划 目标实现的进度比例，结 

合新的国家发展政策等进行考虑，给出建设超前、 

适中或滞后等的评估结论及下一步实施建议。 

方面 2008正 2008—2013年 (新增) 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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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4E级跑道，一栋航站楼面积 13万III_2。新 在建：4F级第二跑道，47万IIl2的T2航站楼，82个机位的停机坪；27．4万 的综合交通换 

乘中心 (GTC)，4．i万IIl2的货运站，I．4万I【】2的航食配餐中心，以及空管、供油工程和综合 100％ 
郑国际机场占地约 12．87 km 

配套设施，计划于2015年底建成投用 (除GTC外)，GTC计划2016年建成投用 

机场设施建设 旅客吞吐能力：1 200 吞吐量／吞吐能力：1 314／i 200 

旅客吞吐量：588 76 在建设施20l5年底投入使用后，吞吐能力为：2 900 
80％ 

货物吞吐能力：3 吞吐量／吞吐能力：25．6／25 

货物吞吐量：6．5 在建设施 2015年底投入使用后，吞吐能力为：50 

40％ 

对 外集散 郑州一民权高速公路、四港联动大道建成 应完成3条，实际完成2 京港澳
高速、机场高速 

通道建设 其他未建 条 

铁路未建 

3．道路交通评估结论 

(1)市域 

航空、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建设进度基 

本符合总体规划要求，铁路新郑州站、集装箱站、 

机场二期工程大幅提升了郑州客、货运枢纽的集散 

能力。 “一带一路”战略将郑州定位为 7个内陆高 

地之一，对郑州枢纽提出了新的挑战，郑州市正在 

进行的国际枢纽城市规划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 

加快打造国际化、现代化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 

集散中心，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 

航空方面，目前机场设施建设 (客运、货运设 

施及对外集散通道)滞后于区域发展需求，第二跑 

道、第二航站楼预计 2015年底投入使用，为满足远 

期需求，需要适时研究建设货运专用跑道、第三航 

站楼，2020年客、货运量能力均需适当扩容。 

铁路方面，铁路~ff'J ̈南站货运压力较大；需推 

进以郑州班列为带动的国际陆港建设、加快 “米” 

字形高铁及第三客运站的研究建设来满足 日益增长 

的客货运需求。 

公路方面，目前国省道升级缓慢，建设进度滞 

后城市发展需要，不能满足对外联系及区域联系需 

求，需完善高速公路及市域快速通道网络。 

(2)中心城区 

高速出入口从数量上来说 己超额完成总规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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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明显改善了中心城区向北、向东、向南的对外 

联系通道与高速公路转换不便的局面；“畅通郑州” 

新增的高速出入口对总规布局进行了补充完善，疏 

通了对外放射道路与高速公路的节点，有利于内外 

交通的快速转换。 

公路客运站已逐步实施长途客运站外迁，从数 

量上来说完成阶段 目标。 

道路系统建设稳步推进，已初步构建 “东西延 

伸、南北放射的棋盘式、开放的”路网布局，来引 

导并促进城市空间的发展；快速路和主干路己接近 

预期 目标，次干路、支路由于基础薄弱和建设力度 

不够而距 目标差距较远，道路建设总体滞后于城市 



建设用地的发展。目前路网级配仍不合理，主干路 

密度偏大而次干路和支路密度较小。 

公共交通得到大力发展；从公交场站用地、公 

共交通分担率和公交线网密度来看，常规公交完成 

率较高，已达到目标要求：公交配车指标仍有一定 

不足。 

交通枢纽建设实现稳步推进。规划的新郑州站 

和郑州站的两个市级交通枢纽均已形成，站点周边 

配套的长途客运站、公交场站、出租车场站等接驳 

设施均已投入使用，新郑州站已承担起东区甚至是 

整个中心城区的高铁出行需求，郑州站承担西区的 

大量高铁出行和全市的普铁出行需求。市级交通枢 

纽建设速度较快，其它交通枢纽较为缓慢。公路客 

运站的片区级枢纽建成 3个，规划位置的调整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客运西站和客运西南站的建设速 

度，其它 3个客运站由于周边用地发展不成熟、客 

流未形成规模而未进行建设，建设进度基本符合要 

求；其它 l2个片区级交通枢纽和一般交通枢纽受轨 

道交通的建设进度影响，仅有已开通的轨道交通 1 

号线的 7个车站进行了接驳设施建设，但也仅限于 

公交港湾站、临时非机动车停车场等，新规划的公 

交场站建设进度较为缓慢，接驳设施未按照规划完 

全实施。 

道路交叉口建设较为滞后；停车位缺口较大， 

不能满足需求。 

三、 感想及建议 

通过本次工作，对城市规划及实施评估有了进 
一 步的理解和认识，在这里谈几点自己的感想以及 

不成熟的建议 

1．规划实施评估除了包含对城市规划的实施 

效果方面的评估，更应重视评估城市规划的实施过 

程 

众所周知，城市规划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影响 

城市规划变化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现阶段加速的城 

市化进程、数量众多而要求不同的入驻项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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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政策的变化、多方参与者的介入、不确定因 

素的增加以及市场的干预等，都使得城市规划面临 

重重挑战。规划实施评估如果仅停留在探讨规划政 

策和空间结果的吻合程度上，而忽视这些影响因素， 

必然是不合理和不科学的。应更多关注规划实施过 

程之中各参与者的行动过程与规划成果的联系，注 

重分析规划实施过程中公共政策对规划 目标的影 

响，在综合各种因素之后再综合考虑规划实施的效 

果、偏差及问题。 

2．建立起完善的评估实施机制及对应的信息 

系统 

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情况评估工作，原则上应当 

每两年进行一次。各地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 

确定开展评估工作的具体时间，并上报城市总体规 

划的审批机关。并且在完成上一轮总体规划的实施 

评估报告和修改原规划或编制新规划的必要性论证 

报告、强制性内容修改论证报告之后，才能启动新 

的修改或修编规划。 

总规评估工作首先是对现行总体规划的实施情 

况和实施效果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其次是在新 

的发展形势下，现行总体规划的一些不适应性进行 

分析判断，来反思存在的问题，为下阶段的发展提 

出相应的建议。定期进行实施评估，不仅可以及时 

掌握各方面的发展进度，也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在 

下一步实施中给予纠正，此外，还可以结合新的形 

势政策对发展目标进行优化调整。 

另外，在城镇化率、城市人口等评估的重要指 

标方面，尽管年鉴上有相关的数据，但是统计范围、 

口径等与总规不一致，无法利用。建议由规划局建 

立起总规评估对应的信息系统，录入每年每项对应 

的数据，不仅为评估建立起可信的数据基础，更有 

利于分析逐年的变化趋势。 

3．增加对城市规划编制和规划本身的评估 

城市规划评估从理论上来讲包括三个方面：(1) 

对城市规划编制和规划本身的评估。 (2)对城市规 

划效果的评估。 (3)对城市规划实旋的评估。目前 

的城市规划评估大多都只包含对城市规划实施的阶 

段、过程和效果的评估，对城市规划编制及规划工 

作本身的评估涉及很少。关于规划方案的合理性、 

规划目标与规划内容中的落实结果的一致性、规划 

内容是否能够有效指导实施等方面内容都没有涉 

及，而规划成果与上位规划的遵照程度、与相关规 

划或平行规划的协调和配合程度、职能部门的各自 

职责是否能在规划文本中体现并协调一致，这些内 

容更没有进行明确。如果能够增加以上内容，不仅 

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上版城市规划的编制 内容及过 

程，更可以提高下一步修改或修编的编制水平。 

四、 结语 

在现代的城市规划体系中，城市总体规划的实 

施评估研究应当各部门都给予足够的重视，作为一 

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来贯穿于城市规划的整个过 

程。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的相关体系，对 

实施机制和规划实践过程进行逐步完善来适应新环 

境下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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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绿化种植管理 

在堤防建筑完成后，还需要结合施工地点的土 

质状况、气候条件等，选择合适的绿化植物进行种 

植。该工程较为适宜种植的植物包括枫杨、香樟等 

乔木，及花石榴、夹竹桃等灌木，草皮则适宜种植 

白花三叶草、花叶蔓长春等。同时，也可种植一定 

的水生植物，如睡莲、美人蕉、荷花、水葱等。在 

绿化植物种植完成中，还需要对其定期的浇水、施 

肥、害虫防治以促进植物的生长。对于多余枝权， 

需进行定期修剪，让植物保持 良好的树势。 

4．施工管理 

在河道堤防施工过程中，还要注意现场施工管 

理，包括特殊天气的施工管理、周边建筑的保护管 

理。其中，在施工中，若遇到暴雨、狂风等特殊天 

气，应该做好施工调整，并对堆料场做好排水工作， 

以免原材料受到雨水冲刷。特别是水泥等材料，更 

是要注重管理。在砼浇筑时，尽量避免雨中浇筑， 

并做好防雨设施。此外，还需要对河道与基坑的稳 

定性进行检查，并查看施工导流与排水沟状况，以 

免雨水对边坡土体造成破坏。与此同时，施工中对 

周边建筑物进行保护也较为重要，尤其是沉降与裂 

缝的观测。若发现施工周边建筑物或地基出现沉降 

或不均匀沉降，一定要进行及时的原因分析，并做 

暂停施工处理，制定出针对性的补救措施，以免引 

发严重的安全事故。对于不遵守施工管理、操作规 

范的施工人员，还要进行严厉的惩罚，确保河道堤 

防工程的施工质量。 

5．工程验收 

在施工完成后，还需要结合国家的相关质量管 

理制度、系统文件，质量验收标准等，对河道堤防 

工程的施工质量进行验收。在堤防工程的质量检查 

中，要对危险段及重点工程加强质量监管，并结合 

工程变化情况，检查堤防工程是否存在洞穴、裂缝、 

滑坡状况。对于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的项 目工程， 

要进行原因分析、施工补救，在通过处理后施工质 

量仍不符合要求的要做返工处理。在工程验收中， 

还要做好验收记录，对各数据进行有效收集、记录， 

以便 目后的查阅使用。若堤防工程附近发现动物破 

坏，威胁到堤防的稳定性与安全性，还要进行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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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以免日后穴居动物的破坏导致危害蔓延。 

四、 结语 

河道堤防施工是水利工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施工质量直接关系着河道周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因此，在进行河道堤防施工前，首先要制定出 

严格的施工管理规范，并做好施工前准备，对施工 

中的各个环节加强质量控制与管理，以提升整体河 

道堤防工程质量，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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