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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门市国土空间规划动态评估监督模式探析

刘 丽 芳

(厦门市规划数字技术研究中心，福建厦门 361012)

摘要:在总结全国各类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历年来的规划编制及管理经验，对厦门市国土空间规划初步成果 

的动态评估监督模式进行初步探讨，试图建立全员参与、共建共管、智能辅助的全生命周期管控模式，为其他地市、其他层级的空 

间规划的评估监督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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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机构改革目标要求
2018年 3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 

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批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其中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这意味 

着空间规划的编制、实施、监测评估预警将成为下一步空间规划 

改革的重中之重。

1.2 满足法律法规要求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对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等空间规划实施评估工作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要求。 

因此，建立完善的规划实施评估监督机制、践行规划实施评估监 

督工作是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

1 . 3 保障规划的战略性和科学性

空间规划要求科学预测、引导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具有很强 

的战略性和综合性，但由于政策环境、科学技术、基础数据等条件 

的制约，不可能做到绝对科学完美的蓝图式规划。因此,通过开 

展规划实施评估监督工作可以定期评估空间规划实施是否达到 

了预期的目标和效果，及时发现规划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 

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针对不同的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和改进措 

施，确保规划的战略性和科学性。

1 . 4 保障规划的有序实施

空间规划确定的目标是达成的共识，保障空间规划的有序实 

施是全市各级政府和部门共同的职责。开展空间规划实施评估 

工作，可以协助各职能部门检查自身落实规划实施的效能情况, 

协调各部门在实施过程中达成一致意见，更好的提高空间规划的 

可操作性 , 确保空间规划的科学、协调、有序实施。

2 厦门市空间规划评估监督的工作基础

厦门市规划管理工作一直先行先试，在数据建设、平台建设、 

成果管理、制度保障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的方法，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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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规划的实施评估监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 统一平台

厦门市通过“多规合一”工作的纵深推进，建立了全市统一， 
各部门共建、共享、共管的综合信息系统，为全市进行多规合一、 
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实现统筹规划、规划统筹、监测评估等 

具体工作提供了操作平台。
1) 统一操作平台。
厦门市“多规合一”信息系统目前已建立集“现状一规划一实 

施一监测评估一公众参与”为一体的，管控规划全生命周期的综 

合信息系统。为各部门共同完成规划实施评估监督工作提供了 
基础，是统一各类数据标准、实现数据共享、信息互通、自检规划 
实施程度等具体工作的操作平台。

2) 提供公众参与渠道。

厦门市“多规合一”信息系统通过与“厦门”惠民服务平台、 
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公众平台的互通，为公众参与规划编制 

与管理工作提供了渠道。

通过统一的平台, 市民可以对城市规划编制与管理过程中的 
问题和疑问发表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对规划的编制与实施过程进 

行全面监督;政府部门可以与公众进行多种方式的沟通交流、征 

集用户去隐私化数据等，获得对规划决策有益的信息。
3) 实现数据可视化。

规划成果及各类指标的抽象化、专业化信息，通过信息平台 
可以实现可视化表达, 运用图表等方式直观反映城市发展方向和 

阶段成果，为全市各阶层“读得懂、看得清、说得准”城市规划相关 
信息提供了技术支持。
2 . 2 摸清家底，建立现状一张图

自2006年以来，厦门市持续推进现状信息一张图建设，梳理 

整合了全市人口、土地、建筑、社会经济、环境资源、手机信令、互 
联网公开数据等多维度现状要素，形成了多源、多尺度、多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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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数字化现状一张图。

2.3 统一目标，建立多规合—— 张图
2014年以来，厦门市坚持统筹规划目标不动摇，统筹了全市 

各部门的空间规划数据，包括发改、规划、国土、环保、海洋、林业、 

水利、交通、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等多部门的空间规划数据，建立 

了协调、统一有序、清澈透底的多规合一-一^张图。

2.4 完善制度，确保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完善的制度建设是“一张图”信息及时性和准确性的有力保 

障。厦门市结合一张图建设工作同步推进出台了多层面一体化 

的多规管理制度体系，从统一的数据标准、明确的责任分工，到现 

状一张图的汇聚更新、空间规划的编前管理、批前审查、批后入库 

实施办法、一张图数据的动态更新操作流程等内容，都作出了详 

细的规定。实现了平台所有信息的动态更新，确保了一张图的及 

时性和有效性。

2. 5 量化目标，确保目标的可实施可评估

为了逐步实现城市发展目标，促进目标的量化实施，厦门市 

国土空间规划初步成果通过对城市发展速度、发展效率的模拟、 

评价和预测，对城市发展目标进行了量化分解，建立了落实“承载 

力目标、自然资源管理、空间刚性管控、综合效率提升、生态环境 

提升、公共资源与设施保障”六大发展目标的44项指标体系。结 

合指标体系的建立，明确了空间规划的目标要求、下位规划对发 

展目标的深化细化路径，明晰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分工，为规划实 

施的评估监督提供了抓手。

3 厦门市空间规划评估监督的内容与方法

3.1 评估的内容

空间规划实施评估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本文在厦门市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经验基础上，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评估：

1 评估各个层级的规划成果是否有效传导了空间规划的目 

标要求，严格把控资源环境、基础服务设施的底线和经济社会发 

展方向；

2)评估规划实施的结果与空间规划目标的一致程度，确保空 

间发展定位、目标、格局的精准落地。

3.2 评估的方法

采用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空间规划实施 

评估，整个评估过程，以信息化手段为支撑，实现了部门协同、全 

员参与，模块运算、全程联动的智能化模式，评估要素主要包括以 

下三个部分，见图1。

图1 厦门市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监督内容示意图

4 厦门市空间规划评估监督的实践

通过年度统计报告形式，收集整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各类权 
威评估机构对厦门市城市发展的评价结论，比对空间规划明确的 
目标、指标，评价空间规划目标的实施情况。

2)公众满意度调查。

运用多规合一公众参与平台，采用线上与线下调查相结合的 
方式，来调查公众对空间规划实施情况的评价和满意程度：

a. 由专人负责收集、汇总公众通过平台对城市发展目标及方 
向的满意程度的相关信息，包括空间规划的空间组织、城市环境 
状况、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水平等，得出公众在 
日常生活过程中对空间规划实施的满意程度；

b. 通过定期发布线上线下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公 

众满意度进行集中调查，得出公众满意度数据。
4.2 定量评估

针对各类空间规划指标内容，梳理出相应的统计分析方法， 
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制定相应的数理模型，并将各类计算模型 
嵌入平台。实现各责任部门统一界面报送各类数据和信息，后台 
按照制定的规则进行自动分析和检测，带动前端展示界面进行联 
动展示，最终实现各类指标的自动采集、分析运算和结论展示。 

4 . 2 . 1统计指标评估示例

以责任部门定期报送的统计数据或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为 

依据，对国民生产总值、人口规模、人类发展指数、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等各类统计指标与规划目标进行比对，得出现状实施 
情况与发展目标的差距，来评估规划实施的效果。再对数据进行 
逐层分解，找出结论产生的原因或影响因素，从而找准下一步实 
施调整的着力点，为空间规划引导城市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4.2.2 空间指标评估示例

1 空间规划阶段。
根据空间规划各类管控要求，建立完整的空间信息检测模 

型，通过信息技术自动读取各类下位规划成果对应的管控要素， 
进行空间统计分析，得出各层级规划对空间规划管控要素传导效 
果的结论，从而评估空间规划对下位规划的引领效果。

2)规划实施阶段。

根据空间规划的指标要求，以现状一张图为依据，通过自定 
义的数据分析模型，从现状空间数据中读取涉及空间的各类指标 
的影响因子，得出现状实施结果与规划目标值之间的关系。例如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覆盖率、用地实施匹配度等。
4.3 大数据辅助分析示例

随着时代的发展，影响空间规划实施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许多有关城市等级、区域联系度、城市空间结构等问题很难通过 
传统数据实现“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于是越来越多的大数 
据被广泛的用于空间规划的实施评估工作中，用于弥补传统数据 
的不足，辅助分析空间规划实施效果，对资源环境承载力提出预 
警，为空间规划实施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例如，手机信令数据近年来被广泛的应用于城市空间结构问 
题。因为其属于大规模、被动式采样的时空轨迹数据，体现了 
“人”的时空行为特征，能有效弥补传统数据不支持的城市功能联 
系的测度问题。通过街道职住比（就业岗位数/就业居民数）、独 
立指数（区域内居住并工作人数/到外部区工作的人数）、通勤半 
径等指标可以判断各街道间的居住、就业空间关系，从而判断城 
市空间结构的“自足”程度。为实现职住平衡的目标提供数据支 
持，有效提高规划的科学性。

4 1 定性评估 5 结论与建议

1 年度统计报告。 厦门市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监督在总结全国各类空间规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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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现场管理创新及绿色施工管理探索

王 建 荣
(晋中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站，山西晋中030600)

摘要:为了有效的提高建筑施工现场的管理水平，分析了施工现场管理的创新途径，阐述了绿色施工管理措施，包含强化施工现 

场能源管控、强化施工现场水资源管控以及强化施工过程污染控制，希望通过研究对未来建筑施工现场管理的创新以及绿色施工

管理的推广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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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建筑业飞速发展的趋势下，施工现场的管理成为了人们关 

注的要点。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同时，不断的更新施工现 

场管理观念、优化施工现场管理方法尤其重要。此外，随着国内 

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化，如何在施工过程中实施绿色施工管理也 

成为了施工单位的另一大难题。

2 施工现场工程管理的创新途径

2.1 创新人员培训模式

相较发达国家，国内的施工队伍建设时间短，导致当下施工 

人员素质与国内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难以匹配，进而引发了较多 

问题。所以，为了有效降低施工中质量以及安全事故发生的概 

率，保障施工顺利开展，施工单位务必要不断的创新对施工人员 

的培训模式。就传统的培训模式来看，其往往拘泥于安全教育宣

评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厦门市多规合一工作基础，建立了一套 

全员参与、共建共管、智能辅助的全生命周期管控模式。可实时 

对空间规划控制要素和指标进行评估监督 , 对影响资源环境承载 

力的事项进行预警，确保空间规划的战略引领与调控作用。总结 

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建立统一的操作平台;2)建设完善的城市建设和城市运行 

数据一张图;3)建设完善的多规合一一张图;4 )细化规划目标、划 

定控制线、量化各类指标;5)完善机制体制建设，保障工作常态推 

进;6)运用信息技术，实现评估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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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nalysis of dynamic evaluation and 
inspection model in national land space planning in Xiamen City

Liu Lifang
(Xiamen Planning Digital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Xiamen 36101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evaluation experience in various space planning in China, combining with the planning compilation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these years, udertakes the exploration for the dynamic evaluation model for the primary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space 
planning in Xiamen City , atempts to establish the full li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odel with the full staff participation , common efforts in con
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 so a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evaluation and inspection of the space planning of other prefectural and munici
pal cities and other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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