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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芙政办发〔2021〕19号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长沙市芙蓉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

城市工作方案》的通知

隆平高科技园管委会、湘湖管理局、各街道办事处，区直机

关有关单位：

《长沙市芙蓉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方案》已经

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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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芙蓉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工作方案

为切实推进长沙市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国

家园林城市建设成果，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和群众幸福指数，

根据《长沙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方案》要求，结合

芙蓉区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举全区之力，着力构

筑“青山环城、碧水绕城、荟洲魅城、绿树融城、繁花簇城”

的绿色生态“山水洲城”画卷，助力长沙市 2023 年底通过

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综合验收，实现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的工作目标。

二、组织机构

根据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为有序推进我区工作，区政

府成立长沙市芙蓉区创建生态园林城市工作领导小组，组成

如下：

组 长：崔 晓

副 组 长：刘洪波、刘 宪、文升云（常务）、梁燕斌

成员单位：区政府办（区政府督查室）、区绩效办、区

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城市人居环境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区

应急管理局、区城市管理局、区行政执法局（区行政执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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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区园林

绿化维护中心、区市容环境卫生维护中心、区城建投、长沙

市晓园管理处、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湘湖管理局、各街道办事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办公室主任由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主

任由区政府办、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有关负责同志担任。办

公室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协调各部门开展工作，各成员

单位根据职能职责和任务分工完成相关工作。各成员单位应

明确专人担任联络员，负责做好与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联

络工作。

三、工作任务及分工

（一）完善综合管理

1. 保障园林绿化建设维护资金投入。合理安排城市园

林绿化建设维护资金，政府财政预算中专门列项“城市园林

绿化建设和维护资金”，保障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专业化精

细化养护管理及相关人员经费。园林绿化养护资金与本年度

新建、改建及扩建园林绿化项目相适应，与各类城市绿地总

量相适应。（责任单位：区财政局。）

2. 科学规划全区绿地系统。配合完成《城市绿地系统

规划》编制工作，与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相协

调，做到实施情况良好。（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

局、区农业农村局。排名第一的单位是工作牵头单位，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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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严格实施城市绿线管理。按照《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 112 号）和《城市绿线划定技术规范》

（GB/T51163-2016）的要求，加强城市绿线管控。（责任单

位：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4. 推行城市数字化管理。建立城市园林绿化专项数字

化信息管理系统并有效运转，可供市民查询，保障公众参与

和社会监督。城市数字化管理信息系统对城市建成区公共区

域的监管范围覆盖率 100%。（责任单位：区城市管理局、区

数据资源中心。）

5. 提高公众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满意率。提升绿地数量

面积、绿地质量景观效果、绿地使用（服务设施、到达方便

性及管理）、环境质量（空气质量、水体质量），使公众对

城市园林绿化的满意率≥90%。[责任单位：区园林绿化维护

中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境

综合执法大队）。]

（二）加强绿地建设

6. 推进园林绿化建设。科学布局各类城市绿地，推进

规而未建的防护绿地、公园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绿地、区

域绿地等城市绿地建设，利用闲置地对老城区增绿补绿，不

断增加城市绿量，完善绿地系统框架，促进各项指标稳步提

高，实现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0%、建成区绿地率≥35%、绿

地率最低值≥28%。（责任单位：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区

城市管理局、区城建投、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湘湖管理局、

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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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合理规划公园布局。科学规划公园的布局，加大资

金投入，积极推进东湖湿地公园建设，加强社区公园、街角

花园建设，完善公园体系，提高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提升居民利用公园绿地的公平性和可达性。实现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10 平方米/人，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90%，万

人拥有综合公园指数≥0.07，确保我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最

低值≥5.5 平方米/人。（责任单位：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区城市管理局、区城建投、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长沙市晓

园管理处，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8. 丰富城市绿地植物群落。因地制宜增加绿地的植物

种类和配置层次，提高绿地乔木灌木的配比，控制草坪的种

植比例，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中乔、灌木所占比率≥70%。

（责任单位：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区城市管理局、区城建

投、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9. 开展市级园林式单位（小区）创建。严格居住区和

单位附属绿地面积的审查和验收，开展市级园林式单位（小

区）创建工作，完成不少于 2 个省级园林式单位（小区）创

建工作，实现园林式居住区（单位）达标率≥60％或年提升

率≥10％。（责任单位：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湘湖管理局、

各街道。）

10. 大力开展绿地建设。做好道路绿化建设，实现城市

道路绿地达标率≥85％，城市道路绿化普及率≥95%。做好

防护绿地建设，加强浏阳河两侧防护林的建设管理，实现城

市防护绿地实施率≥90％。实现新建改建居住区绿地建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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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率≥95％，城市公共设施绿地达标率≥95％。增加城市规

划内能为城市提供苗木、花卉的各类苗圃等圃地面积，确保

生产绿地占建成区面积比率≥2％。（责任单位：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区城建投、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区农业农村

局、区城市人居环境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湘湖管理

局、各街道。）

（三）强化建设管控

11. 提升园林绿化综合水平。全面提升我区园林绿化综

合水平，使我区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综合评价值≥8.0。（责

任单位：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12. 推进公园规范化管理。严格实施公园建设计划，公

园设计符合《公园设计规范》等相关标准规范，公园管理符

合公园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公园配套服务设施经营管理符

合《城市公园配套服务项目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等要求，保

障公园的公益性和服务性，实现公园免费开放率≥95％。（责

任单位：长沙市晓园管理处、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13. 推进绿道及慢行系统建设。完善绿道建设，以绿道

串联城乡绿色资源，与公交、步行及自行车交通系统相衔接，

为市民提供亲近自然、游憩健身、绿色出行的场所和途径。

符合《绿道规划设计导则》等相关标准规范要求，绿道及配

套设施维护管理良好。（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城建投、区公共工

程建设中心、区城市人居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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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严禁移植古树名木，古树

名木保护率 100%。完成树龄超过 50 年（含）以上古树名木

后备资源普查、建档、挂牌并确定保护责任单位或责任人。

对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进行持续稳定的调查，定期检查和跟

踪维护。（责任单位：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区农业农村局，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15. 推广节约型园林绿化的建设。园林绿化建设以植物

造景为主，以栽植全冠苗木为主，严格控制大树移植、大广

场、喷泉、水景、大人工水面、大草坪、大色块、雕塑、灯

具造景、过度亮化等。合理选择应用乡土、适生植物，优先

使用本地树种，严格控制行道树树种更换、反季节种植等。

制定立体绿化推广的鼓励政策、技术措施和实施方案，逐年

推进立体绿化工作。（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区城建投、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16.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严格实施海绵城市规划，因地

制宜推广海绵型公园绿地建设，建成区内有一定片区（独立

汇水区）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

和规划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城市人居环境局、区

城建投、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湘湖

管理局、各街道。）

（四）改善生态环境

17. 保护城市生态空间。城市原有山水格局及自然生态

系统得到较好保护，显山露水，确保其原貌性、完整性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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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好性。完成城市生态评估，实施生态修复工作方案，建

立生态修复项目库。有成功的生态修复案例及分析。[责任

单位：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

境综合执法大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农业农村局。]

18. 建设生态网络体系。结合绿线、水体保护线、历史

文化保护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统筹城乡生态空间。合

理布局绿楔、绿环、绿道、绿廊等，将城市绿地系统与城市

外围山水林田湖等自然生态要素有机连接，将自然要素引入

城市、社区。[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区农业

农村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区

文化旅游体育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19.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完成全区生物物种资源普查，

实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措施，开展生物多样性保

护监测评价，实现综合物种指数≥0.6，本地木本植物指数

≥0.8。[责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区园林绿化

维护中心。]

20. 保护城市湿地资源。开展辖区内的湿地资源普查，

实施《城市湿地资源保护规划》，积极推进东湖湿地公园建

设。[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区农业农村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区城建投、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区城市管理局，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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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开展废弃地生态修复。科学分析城市废弃地的成因、

受损程度、场地现状及其周边环境，运用生物、物理、化学

等技术改良土壤，消除场地安全隐患。选择种植具有吸收降

解功能、抗逆性强的植物，恢复植被群落，重建生态系统。

废弃地修复再利用率每年增长不少于 10 个百分点或修复成

果维护保持率≥95%。[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湘湖管理局、

各街道。]

22. 开展城市水体修复。在保护城市水体自然形态的前

提下，结合海绵城市建设开展以控源截污为基础的城市水体

生态修复，保护水生态环境，恢复水生态系统功能，改善水

体水质，提高水环境质量，拓展亲水空间。水体岸线自然化

率≥80%，城区河湖水系保持自然连通。地表水Ⅳ类及以上

水体比率≥60%。建成区内消除黑臭水体。建成区内避免发

生严重内涝灾害。[责任单位：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生

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区农业农村局、

区应急管理局、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3. 提升城市空气质量。对机动车和工业企业的空气污

染进行积极控制和治理，做好施工工地的扬尘防治，确保我

区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00 天。[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

分局（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4. 控制城市热岛效应。通过科学规划设计、绿化隔离

带设置及生态廊道建设等措施，确保我区城市热岛效应强度

≤2.5℃。[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境综合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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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城市管

理局，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5. 全面提升城市容貌。通过市容环境提升措施，全面

提升我区的市容市貌和城市景观，保持公共场所、广告设施

与标识、公共设施和城市照明等城市容貌良好，使我区城市

容貌评价值≥9.00。[责任单位：区城市管理局、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6. 管控区域环境噪声。确保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54.00dB(A)。[责任单位：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境综

合执法大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行政执法大队、区

公安分局，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五）提升基础设施

27. 完善城区给排水建设。加强我区给排水管网建设，

确保我区城市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率达到 100%。加大我区污

水管网的建设，提高我区污水的收集和处理能力。城市污水

应收集全收集，城市污水处理率≥95%，城市污水处理污泥

达标处置率 100%，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 COD 浓度≥200mg/L

或比上年提高 10%以上。（责任单位：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区城建投。）

28. 完善城市垃圾处理。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我区垃圾

处理设施，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确保我区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35%。建立建

筑垃圾和餐厨垃圾回收利用体系。（责任单位：区市容环境

卫生维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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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完善城市道路建设。着力提升交通空间环境与品质，

完善路面、交通附属设施、交通安全设施，提升道路质量和

美化、亮化水平。及时修复路面破损，确保道路完好率≥98%。

实施城市道路建设方案，确保城区路网密度≥8 公里/平方公

里和城市道路面积率≥15%。（责任单位：区城市管理局、

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区城建投、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30. 完善城市地下管线和综合管廊建设管理。地下管线

等城建基础设施档案健全，配合搭建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

平台，按照相关要求开展城市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及运营维护

工作，并考核达标。（责任单位：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区

城建投、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自

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六）促进节能减排

31. 推进再生水利用。积极推动全区再生水利用建设工

作，实现城市再生水利用率≥30%。（责任单位：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32. 推广林荫路建设。在道路建设中积极引导绿色交通，

因地制宜补植冠大荫浓的乔木，确保各类路段都有树荫，林

荫路推广率在 85%以上。（责任单位：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城建投、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区城市管理局、区市政设

施维护中心，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33. 完善步行、自行车交通系统。实施步行、自行车交

通体系专项规划措施，在辖区范围内建成较为完善的步行、

自行车系统。（责任单位：区城市人居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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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推进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制定推广绿色建材和

装配式建筑政策措施，确保近 3 年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比例

≥50%，节能建筑比例≥60%。（责任单位：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区发展和改革局、区城市人居环境局。）

（七）综合否决项

35. 一票否决事项：

①城市园林绿化及生态环境保护、市政设施安全运行等

方面的重大事故；

②城乡规划、风景名胜区等方面的重大违法建设事件；

③被住房城乡建设部通报批评；

④被媒体曝光，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责任单位：相关责任单位。）

四、工作步骤

（一）启动阶段(2021 年 7 月-8 月)

1. 动员部署。组织召开全区动员部署会议，统一思想，

明确任务。全面发动对外宣传，营造浓厚创建氛围。

2. 对标摸底。各责任单位按照本方案工作任务和指标

分工，摸清底子，对标制订专项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进度，

报领导小组审批后组织实施。

（二）创建阶段(2021 年 9 月-2022 年 2 月)

1. 全面建设。全区各部门按照目标任务和创建要求全

面开展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巩固提高已达标项目，

集中攻克未完成项目，确保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不缺

项、无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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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造亮点。各责任单位根据工作责任拓展思路、总

结经验，打造特色亮点。

3. 定时调度。定时开展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督

查，适时召开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调度会，查找工作

差距，讲评工作成效，推动工作进度，确保各项指标任务于

2022 年 2 月之前基本完成。

（三）协助申报阶段(2022 年 3 月-9 月)

按照长沙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逐项对照评估，

对我区整体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和总

结，坚持“实事求是、科学规范、突出特色”原则，系统、

高质量完成原始数据材料的整理和申报材料的编撰。

（四）迎检阶段(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12 月)

各责任单位对照目标任务，不断巩固和提升创建成果。

根据国家住建部和省住建厅考核专家组的检查安排，认真抓

好实地迎检筹备工作。对标开展查漏补缺，加强整改落实。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全区统筹，成立长沙市芙蓉

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各责任单位切实提

高对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采取一把手负责制，明确分管领导，指定专人负

责。各责任单位之间要紧密配合，全面构筑“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层层落实”的工作体系。

（二）明确职责分工。各责任单位要严格按照《长沙市

芙蓉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指标体系任务分工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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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开展自我评定，寻找目标差距，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

行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任务、细化工作进度，严格工作责

任，扎实有效地组织实施，确保目标任务按时高质完成。

（三）保障资金投入。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投入

为辅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整合部门条线资源，广泛吸纳

社会资金参与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区财政要将本级

负担的园林绿化建设维护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同时安排专项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经费，保证绿化建设维护项目的

资金需求，同时切实加强资金监管，保证资金专款专用。

（四）严格督查考核。将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作纳

入各责任单位年度绩效考核内容。对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工作的落实情况及时督促检查并适时通报，对不能按时完成

工作任务、影响整体工作进度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由相关

部门严格追责问责。各责任单位要相应建立督查督办工作制

度，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按时完成。

（五）广泛宣传发动。大力宣传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的意义以及城市绿化、风景名胜区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法

律、法规，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生态

消费观和生态生活观，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建设，形成全面重视、全社会参与、全方位推进的工

作格局。

附件: 长沙市芙蓉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指标体系

任务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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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长沙市芙蓉区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指标体系任务分工表

类型
序
号

指标内容 创建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备注

一、
综合
管理

1
城市园林绿化建
设维护专项资金

①政府财政预算中专门列项“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和维护
资金”，保障园林绿化建设、专业化精细化养护管理及
相关人员经费；
②近 3 年（含申报年）园林绿化建设资金保障到位，与
本年度新建、改建及扩建园林绿化项目相适应；
③园林绿化养护资金与各类城市绿地总量相适应，且不
低于当地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定额标准，并随物价指数和
人工工资增长而合理增加。

区财政局
区人社局

2023 年 3 月

2
《城市绿地系统
规划》编制实施

完成新一轮《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并依法报批。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局
区农业农村局

2021年12月

3 城市绿线管理
配合市级完成《城市绿线规划》编制工作，加强绿线管
控。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局
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2021年12月

一、
综合
管理

4 城市数字化管理

①加快建立城市园林绿化专项数字化信息管理系统并有
效运转，可供市民查询，保障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
②城市数字化管理信息系统对城市建成区公共区域的监
管范围覆盖率 100%。

区城市管理局
区数据资源中心

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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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序
号

指标内容 创建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备注

5
公众对城市园林
绿化的满意率（%）

公众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满意率≥90%。
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 年 2 月

二、
绿地
建设

6
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

通过种植冠幅大的乔木、规划建绿、见缝插绿等多种形
式，提高绿化覆盖率，确保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0%。

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区城市管理局
区城建投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022 年 2 月

7
建成区绿地率、建
成区绿地率最低
值（%）

加大加快规而未建的防护绿地、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附属绿地、区域绿地等城市绿地建设，利用闲置地对老
城区增绿补绿，确保建成区绿地率≥35%；结合城市有机
更新，重点加大绿地建设和投入，绿地率最低值≥28%。

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区城市管理局
区城建投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022 年 2 月

二、
绿地
建设

8

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最低值,万人
拥有综合公园指
数

加强“街角花园”建设和投入，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0 平方米/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最低值≥5.50 平方
米/人, 万人拥有综合公园指数≥0.07。

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区城市管理局
区城建投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长沙市晓园管理处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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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序
号

指标内容 创建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备注

9
公园绿地服务半
径覆盖率（%）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90%；5000 平方米（含）以上
公园绿地按照 500m 服务半径考核，2000（含）-5000 平
方米的公园绿地按照 300m 服务半径考核。

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区城市管理局
区城建投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022 年 2 月

10
建成区绿化覆盖
面积中乔、灌木所
占比率（%）

提升绿地中乔、灌木比例，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中乔、
灌木所占比率≥70%。

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区城市管理局
区城建投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022 年 2 月

二、
绿地
建设

11
园林式居住区（单
位）、达标率和年
提升率（%）

开展市级园林式单位（小区）创建工作，完成不少于 2
个省级园林式单位（小区）创建工作，园林式单位（小
区）年提升率≥10%。

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022 年 2 月

12
城区道路绿地达
标率、城市道路绿
化普及率（%）

加强新建道路的规划审批与验收，对绿地率未达标且有
改造提升潜力的城市道路进行综合提质，城区道路绿地
达标率≥85%；排查道路红线范围内没有行道树的城市道
路，对有增补空间的道路进行补种行道树，确保新建道
路城市道路红线范围内具有行道树的城市道路总数≥
95%。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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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序
号

指标内容 创建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备注

13
城区防护绿地实
施率（%）

加强城区防护林的建设管理，确保实施率≥90%。

区城建投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区农业农村局
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2022 年 2 月

14
城市新建改建居
住区绿地达标率

城市新建、改建居住区绿地达标率≥95%。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区城建投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区城市人居环境局

2022 年 2 月

15
城市公共设施绿
地达标率

城市公共设施绿地达标率≥95%。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12月

16
生产绿地占建成
区面积比率

增加城市规划内能为城市提供苗木、花卉的各类苗圃等
圃地面积，确保生产绿地占建成区面积比率≥2%。

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区农业农村局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2022 年 2 月

三、
建设
管控

17
城区园林绿化建
设综合评价值

对各自管辖范围内绿地进行自评，对未达到考核要求的
绿地进行整改，确保城区园林绿化建设综合评价值≥
8.0。

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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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序
号

指标内容 创建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备注

18
公园规范化
管理

①公园管理符合公园管理条例等相关管理规定；
②公园设计符合《公园设计规范》等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③公园配套服务设施经营管理符合《城市公园配套服务
项目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等要求，保障公园的公益属性。

长沙市晓园管理处
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2022 年 2 月

19 公园免费开放率 公园免费开放率≥95%。 长沙市晓园管理处 2022 年 2 月

三、
建设
管控

20
城区绿道规划建
设

①实施城市绿道建设规划，以绿道串联城乡绿色资源，
与公交、步行及自行车交通系统相衔接，为市民提供亲
近自然、游憩健身、绿色出行的场所和途径。通过绿道
合理连接城乡居民点、公共空间及历史文化节点，科学
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历史遗存等。
②绿道建设符合《绿道规划设计导则》等相关标准规范
要求。
③绿道及配套设施维护管理良好。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城市管理局
区城建投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区城市人居环境局

2022 年 2 月

21
古树名木和后备
资源保护

古树名木保护率 100%。
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区农业农村局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022 年 2 月



— 20 —

类型
序
号

指标内容 创建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备注

22
节约型园林绿化
建设

加强各类绿地的规划和建设审批，确保新建公园绿地和
道路绿地达到节约型绿地建设标准，节约型绿地建设率
≥80%。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城市管理局
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区城建投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022 年 2 月

三、
建设
管控

23
城区海绵城市规
划建设

严格实施海绵城市规划，建成区内有一定片区（独立汇
水区）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城市人居环境局
区城建投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

2022 年 2 月

四、
生态
环境

24
城区生态空间保
护

①城市原有山水格局及自然生态系统得到较好保护，显
山露水，确保其原貌性、完整性和功能完好性；
②完成城市生态评估，实施生态修复总体方案；
③有 1-2 个成功的生态修复案例及分析。

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
境综合执法大队）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农业农村局

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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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序
号

指标内容 创建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备注

25
生态网络体系建
设

①结合绿线、水体保护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生态保护
红线的划定，统筹城乡生态空间；
②合理布局绿楔、绿环、绿道、绿廊等，将城区绿地系
统与城市外围山水林田湖等自然生态要素有机连接，将
自然要素引入城区、社区。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区农业农村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
境综合执法大队）
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区城市管理局
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2022 年 2 月

四、
生态
环境

26 生物多样性保护

①完成不小于区域范围的生物物种资源普查；
②实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及其工作措施；
③有五年以上的监测记录、评价数据，综合物种指数≥
0.6，本地木本植物指数≥0.80。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农业农村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
境综合执法大队）
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

2022 年 2 月

27
城区湿地资源保
护

①完成城市规划区内的湿地资源普查；
②按有关法规标准，实施《城市湿地资源保护规划》及
其工作方案。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区农业农村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
境综合执法大队）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城建投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区城市管理局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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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内容 创建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备注

28 废弃地生态修复

①科学分析城市废弃地的成因、受损程度、场地现状及
其周边环境，运用生物、物理、化学等技术改良土壤，
消除场地安全隐患。选择种植具有吸收降解功能、抗逆
性强的植物，恢复植被群落，重建生态系统；
②废弃地修复再利用率每年增长不少于10个百分点或修
复成果维护保持率≥95%。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
境综合执法大队）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022 年 2 月

四、
生态
环境

29 城区水体修复

①在保护城市水体自然形态的前提下，结合海绵城市建
设开展以控源截污为基础的城市水体生态修复，保护水
生态环境，恢复水生态系统功能，改善水体水质，提高
水环境质量，拓展亲水空间；
②水体岸线自然化率≥80%，城市河湖水系自然连通；
③地表水Ⅳ类及以上水体比率≥60%；
④建成区内消除黑臭水体；
⑤《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规定的内涝防治重
现期以内的暴雨时，建成区内未发生严重内涝灾害。

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
境综合执法大队）
区农业农村局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022 年 2 月

30
全年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

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00 天。
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
境综合执法大队）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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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城区热岛效应强
度

城区热岛效应强度≤2.5℃。

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
境综合执法大队）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农业农村局
区城市管理局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022 年 2 月

四、
生态
环境

32 城区容貌评价值 城区容貌评价值≥9.00。
区城市管理局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022 年 2 月

33
区域环境噪声平
均值

确保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54.00dB(A)。

区生态环境分局（区生态环
境综合执法大队）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区城建投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022 年 2 月

五、
市政
设施

34
城区管网水检验
项目合格率

城区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率 100%。

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区城建投

2022 年 2 月



— 24 —

类型
序
号

指标内容 创建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备注

35 城区污水处理

①城区污水应收集全收集；
②城区污水处理率≥95%；
③城区污水处理污泥达标处置率 100%；
④城区污水处理厂进水COD浓度≥200mg/L或比上年提高
10%以上；

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
区城建投

2022 年 2 月

36 城区垃圾处理
①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②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35%；
③建筑垃圾和餐厨垃圾回收利用体系基本建立。

区市容环境卫生维护中心 2022 年 2 月

五、
市政
设施

37 城区道路建设
①城区道路完好率≥98%；
②实施城区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及实施方案，确保城区路
网密度≥8公里/平方公里和城市道路面积率≥15%。

区城市管理局
区城建投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

2022 年 2 月

38
城区地下管线和
综合管廊建设管
理

①地下管线等城建基础设施档案健全；
②建成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平台；
③遵照相关要求开展城区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及运营维护
工作，并考核达标。

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
区城建投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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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节能
减排

39
城市再生水利用
率

城市再生水利用率≥30%；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2022 年 2 月

40 林荫路推广率 林荫路推广率≥85%。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城建投
区公共工程建设中心
区城市管理局
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
湘湖管理局、各街道

2022 年 2 月

41
步行、自行车交通
系统

①实施步行、自行车交通体系专项规划；
②建成较为完善的步行、自行车系统。

区城市人居环境局 2022 年 2 月

六、
节能
减排

42
绿色建筑和装配
式建筑

①近 3年（含申报年）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比例≥50%；
②节能建筑比例≥60%；
③制定推广绿色建材和装配式建筑政策措施。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发展和改革局
区城市人居环境局

2022 年 2 月

综合
否决
项

43 综合否决项

杜绝发生以下否决情况:
①城市园林绿化及生态环境保护、市政设施安全运行等
方面的重大事故；
②城乡规划、风景名胜区等方面的重大违法建设事件；
③被住房城乡建设部通报批评；
④被媒体曝光，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相关责任单位 2023年12月

其他 44 资格条件 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12月

备注：任务分工表中顺序第一的责任单位是此项工作的牵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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