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阳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关于印发信阳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规划管理

制度及审查要点（试行）的通知 

    为指导和促进我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技术标准要求，

结合我市实际，编制了《信阳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规划管理制度及审查要点》（试

行），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信阳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规划管理制度及审查要点（试行） 

根据《信阳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要求，本市行政区划内所有新建、

改建、扩建项目应按照海绵城市相关要求进行建设。在建设项目规划审批阶段和

规划核实阶段，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严格开展海绵城市建设符合性审

查。 

一、海绵城市规划管控的总体要求 

在建设项目规划审批阶段，建设单位在编制项目建议书、方案设计与可行性

研究报告时，应参照《信阳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同步编制海绵城市专项

设计，并向审批部门提交完整的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文件，包括海绵城市的总体规

划方案、指标计算书（包括雨污水管道设计计算书、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海绵城

市设施规模计算、指标核算等）、“三图两表”及其他有关内容，并明确工程造价

（可含在主体工程造价中）。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将海绵城市纳入建

设工程规划方案的审核，在建设工程规划方案审核意见书中应包含海绵城市部分

内容（具体格式见附件 1），作为通过规划审批的依据。 

在规划核实阶段，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开展海绵城市专项验收，

在出具的规划核实审核意见表中应包含海绵城市部分内容（具体格式见附件 2），

作为规划核实意见书附件。 

二、海绵城市规划管控的分类要求 

根据信阳市规划方案审批的特点、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为便于分类管控、科

学管控，将需要开展海绵城市规划管控的建设工程划分为：土地出让与土地划拨

类建设工程、城市道路类建设工程等两大类。 

土地出让与土地划拨类建设工程主要包括：新建的居住小区、公共建筑、商

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物流用地、公用设施用地、轨道交通场站用

地、社会停车场、城市广场与公园绿地建设工程。 

城市道路类建设工程主要包括：新建的城市道路建设工程。 

（一）土地出让与土地划拨类建设工程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海绵城市建设项目，以土地出让



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在土地出让规划设计条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阶段以及竣工验收阶段，严格审查海绵城市建设符合性；以土地划拨方式提供国

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以及竣工验收阶段，严格审查海

绵城市建设符合性。 

1、土地出让阶段审查要点 

（1）在规划设计条件书中，应按照该地块所在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

增加海绵城市建设的通则性与指标要求，并纳入土地出让合同当中。 

（2）通则性要求可统一表述为“应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满足相关技术

要求”、“排水方式必须采用雨污分流制”等。 

（3）海绵城市规划管控指标包括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削减

率、峰值径流系数及排水体制等。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审查要点 

（1）土地出让类项目应按照土地出让合同中列明的海绵城市建设条件，审

查设计方案中的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土地划拨类项目应按照该地块控制性详细规

划中列明的海绵城市建设条件，审查设计方案中的海绵城市专项设计。 

（2）海绵城市专项审核应依据专项设计图件，出具的审核意见书中应包含

海绵城市部分审核内容（附件 1）。 

（3）审查报送材料中是否有海绵城市审核内容，且审核意见书的结论为“审

核通过”。 

（4）审查规划方案中是否有完整的海绵城市规划方案文件，专项规划方案

文件必须包括“三图两表”，分别为：下垫面分类布局图、海绵设施分布总图、

场地竖向及径流路径设计图、海绵城市目标取值计算表、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方案

自评表（详见附件 3）。 

（5）审查建设工程总平面图的技术经济指标表中是否有完整的海绵城市的

专项指标，海绵城市的专项指标应包括：下沉式绿地率、透水铺装率、绿色屋顶

率、蓄水设施总容积、雨水资源化利用率等。 

4）审查建设工程总平面图的专项指标与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方案自评表、海

绵城市专项审核意见书中同一指标数据的一致性。 

3、规划核实阶段审查要点 



（1）查看《规划核实测量成果报告书》，检查其是否已包含海绵城市的必备

文件，必备文件应包括海绵城市建设内容核实测量图和核实测量表。 

（2）针对报告书中海绵城市的核实测量图表，审核下沉式绿地面积、地面

透水铺装面积、绿色屋顶面积、蓄水设施总容积的完成情况。 

（3）填写规划核实（海绵城市部分）审核意见表（附件 2），并将审核意见

表作为规划核实审核意见书的附件。 

（二）城市道路类建设工程 

城市道路建设工程，在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以及竣工验收阶段，严格审查

海绵城市建设符合性。 

1、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审查要点 

（1）应在项目选址意见书中增加海绵城市建设的通则性要求。 

（2）通则性要求可统一表述为“应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满足相关技术

要求”。 

2、规划核实阶段审查要点 

（1）查看《规划核实测量成果报告书》，检查其是否已包含海绵城市的必备

文件，必备文件应包括海绵城市建设内容核实测量图和核实测量表。 

（2）针对报告书中海绵城市的核实测量图表，审核下沉式绿地面积、非机

动车道透水铺装面积的完成情况，并将其纳入规划核实审核意见书。 

  



附件 1 建设工程规划方案（海绵城市部分）审核意见书 

项目名称：                     

审核要点 审核意见 备注 

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文件是否完整 是□ 否□  

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方案自评结论是否达标 是□ 否□  

建设项目总平面图的技术经济指标表是否已包含海

绵城市专项指标 
是□ 否□  

总平面图中海绵城市专项指标与海绵城市专项设计

文件是否一致 
是□ 否□  

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文件方案图与自评表中的数据是

否一致 
是□ 否□  

审核结论：□审核通过    □审核不通过 

 

经办人：       分管领导： 

         审核单位签章：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2 规划核实（海绵城市部分）审核意见表 

项目名称：                     

审核要点 审核意见 备注 

《规划核实测量成果报告书》应包含海

绵城市的核实测量图和核实测量表 
是□ 否□ 

□缺核实测量图 

□缺核实测量表 

下沉式绿地面积应大于等于设计值 是□ 否□  

透水铺装面积应大于等于设计值 是□ 否□  

绿色屋顶面积应大于等于设计值 是□ 否□  

蓄水设施总容积应大于等于设计值 是□ 否□  

用地竖向应满足设计要求 是□ 否□  

填表说明：如相关核实值小于设计值，请在备注中注明具体差值和差值与设计值

之间的百分比。 

 

审核结论：□审核通过    □审核不通过 

 

经办人：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3 信阳市海绵城市专项设计三图两表 

3-1：下垫面分类布局图（示意） 

 



3-2：海绵设施分布总图（示意） 

 



 

3-3：场地竖向及径流路径设计图（示意） 

 



3-4：建设项目海绵城市目标取值计算表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序号 指标名称 目标值 备注 

□建筑与小

区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1、取值依据： 

（1）《信阳市海绵城

市建设技术导则》； 

（2）《信阳市海绵城

市建设规划》、区域控

制性详细规划海绵城

市建设相关指标和管

控要求； 

（3）相关行业行政主

管部门印发的指引等

文件要求。 

2、约束性指标为必填

项，引导性指标为选

填项，详见《信阳市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

则》4.3 节。 

2 年径流污染削减率  

3 峰值径流系数  

4 绿地率  

5 下沉式绿地率  

6 地面透水铺装率  

7 绿色屋顶率  

8 雨水资源化利用率  

□绿地、水

系与广场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 年径流污染削减率  

3 峰值径流系数  

4 下沉式绿地率  

5 地面透水铺装率  

6 雨水资源化利用率  

7 生态岸线比例  

8 河道排涝标准  

□道路交通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 年径流污染削减率  

3 峰值径流系数  

4 绿地率  

5 下沉式绿地率  

6 非机动车道、室外停车场透水铺装率  

 

  



3-5：建设项目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方案自评表 

（项目类型：          ） 

项目名称：  

用地位置：  

建设单位（盖章）  

项目情况简介 
(包括项目用地面积、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项目投资及项目

采用海绵城市建设设施及设施规模等) 

排水体制  化粪池设置(勾选) 是□ 否□ 

主要污染物  

海绵城市建设指标

完成情况 
目标值 完成值 

   

   

   

   

   

污水

管道

设计 

污水排放

出口位置 
预测污水排放量(m

3
/d) 管径 管道长度 

拟接驳下游管

道管径 

地块东侧     

地块南侧     

地块西侧     

地块北侧     

雨水

管道

设计 

暴雨强度 q(l/s·ha)  重现期 P（年）  

建设前综合径流系数  建设后综合径流系数  

建设前雨水径流总量  建设后雨水径流总量  

红线范围内硬底化面积(m
2
)  

配建雨水调蓄设施类型

及其有效容积 

调蓄设施 

类型 
 备注 

有效容积

(m
3
) 

   

雨水排放

出口位置 

汇水范围

(ha) 

预测雨水排

放量(m
3
/d) 

管径 管道长度 
拟接驳下游管

道管径 

地块东侧      

地块南侧      

地块西侧      

地块北侧      

备注：建设单位须根据具体项目类型对目标取值计算表内确定的海绵城市建设指标和

目标值填写至上表，并根据采用海绵城市措施及规模，计算复核填报完成值。 


